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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将硝酸钴六水合物溶于

去离子水中，得到溶液A，将2-甲基咪唑溶于去离

子水中，得到溶液B，混合溶液A与溶液B，之后加

入清洁的泡沫镍进行反应，得到带有Co-MOF的泡

沫镍；S2：将硝酸铜六水合物、硝酸钴六水合物溶

解于异丙醇中，溶解后得到混合溶液C，向混合溶

液C中加入二硫化碳和五甲基二乙烯三胺，得到

混合溶液D；S3：将带有Co-MOF的泡沫镍加入混合

溶液D中，并转移至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反应

结束后得到Cu-Co-S-MOF纳米片。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制备方法环境友好、制备方法工序简

单，便于大规模生产，获得的Cu-Co-S-MOF纳米片

应用于电极材料时可取得较为优异的电化学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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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硝酸钴六水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得到溶液A，将2-甲基咪唑溶于去离子水中，得

到溶液B，混合溶液A与溶液B，搅拌，之后加入清洁的泡沫镍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将反应产

物烘干，得到带有Co-MOF的泡沫镍；

S2：将硝酸铜六水合物、硝酸钴六水合物溶解于异丙醇中，溶解后得到混合溶液C，向混

合溶液C中加入二硫化碳和五甲基二乙烯三胺，得到混合溶液D；

S3：将带有Co-MOF的泡沫镍加入混合溶液D中，并转移至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反应

结束后得到Cu-Co-S-MOF纳米片。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Cu-

Co-S-MOF纳米片为带有CuCo2S4@Co-MOF的泡沫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Cu-

Co-S-MOF纳米片中的有机骨架为钴基金属有机骨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

硝酸钴六水合物与2-甲基咪唑摩尔比为1：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混

合溶液C中硝酸铜六水合物与硝酸钴六水合物摩尔比为1：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

二硫化碳和五甲基二乙烯三胺体积比为1：8.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

得到混合溶液D后立即放入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反应温度为150℃，反应时间为8h。

8.一种权利要求1中制备的Cu-Co-S-MOF纳米片在电极材料中的应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428976 A

2



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和纳米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

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化石燃料的日益消耗以及温室气体的排放对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导致全球对

可持续能源供应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仅有可持续能源是不够的，当今世界更加迫切需要

探索一种高效、稳定、环保的储能设备来提高储能效率。超级电容器(SC)  作为一种高功率

密度、长循环寿命、成本低、充放电时间快的储能装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所以对可再生清

洁能源的开发、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0003] 传统浆液涂覆技术制备的电极有两个缺点：一方面表面积较小，导致电容性能受

到限制；另一方面是所使用的粘合剂可以降低电导率。

[0004] 金属有机骨架以其独特的晶体结构和化学多样性，在水裂解、燃料电池、太阳能电

池、锂离子电池、干细胞、传感器和生物传感器等领域的应用受到广泛关注。最近，许多研究

都集中在具有可调形貌的MOFs的设计和制造上。然而，MOFs 的设计和制造并不是一种实用

的、或经济有效的方法，这阻碍了它们在商业领域的实际应用。为了获得更大的成本效益，

亟需简化设计和制造具有高电化学性能的  MOFs。近年来，已有少量的MOFs作为SCs电极材

料的报道，但它们的特殊容量和速率性能相对较低，并且由于制备方法仅适用于实验室模

式，导致工业化应用无法实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  Cu-Co-S-MOF

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0006] 一种Cu-Co-S-MOF纳米片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将硝酸钴六水合物溶于去离子水中，得到溶液A，将2-甲基咪唑溶于去离子水

中，得到溶液B，混合溶液A与溶液B，搅拌，之后加入清洁的泡沫镍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将

反应产物烘干，得到带有Co-MOF的泡沫镍；

[0008] S2：将硝酸铜六水合物、硝酸钴六水合物溶解于异丙醇中，溶解后得到混合溶液C，

向混合溶液C中加入二硫化碳和五甲基二乙烯三胺，得到混合溶液D；

[0009] S3：将带有Co-MOF的泡沫镍加入混合溶液D中，并转移至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

反应结束后得到Cu-Co-S-MOF纳米片。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Cu-Co-S-MOF纳米片为带有CuCo2S4@Co-MOF的泡沫镍。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Cu-Co-S-MOF纳米片中的有机骨架为钴基金属有机骨架。

[0012] 进一步地，步骤S1中硝酸钴六水合物与2-甲基咪唑摩尔比为1：8。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混合溶液C中硝酸铜六水合物与硝酸钴六水合物摩尔比为1：  2。

[0014] 进一步地，步骤S3中，二硫化碳和五甲基二乙烯三胺体积比为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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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步骤S3中，得到混合溶液D后立即放入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反应温

度为150℃，反应时间为8h。

[0016] 本发明制备的Cu-Co-S-MOF纳米片可广泛地在电极材料中进行应用。

[0017] 过渡金属硫化物比过渡金属氧化物具有更高的导电性和更好的氧化还原性能， 

CuCo2S4其理论比容量高、成本低，钴和铜离子具有较强的氧化还原性能，三元铜钴硫化物

(CuCo2S4)的电化学性能优于二元金属铜硫化物或钴硫化物。此外，由于硫的电负性较低，

CuCo2S4与Cu、Co氧化物相比，具有优异的导电性、较高的电催化活性和较高的理论容量。本

发明以MOFs为模板制备了多孔碳/金属氧化物，并将其应用于储能装置，由于MOFs具有较高

的表面积和独特的多孔性，直接作为电活性材料应用于储能领域，实现了较高的电化学性

能，本发明利用Cu、Co金属离子和配体来增强原始MOFs的电化学性能，使得电化学性能显著

提高。

[0018] 本发明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直接在泡沫镍上合成CuCo2S4@Co-MOF电极材料，大大的简化了反应步骤，

提高了制备效率，制备过程中产生的溶液无污染，整体制备过程原子利用率高，制备材料成

本低，因此可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

[0020] 2、本发明制备的CuCo2S4@Co-MOF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纳米材料呈三维立体球状花

簇结构(如图1)。

[0021] 3、本发明制备的CuCo2S4@Co-MOF纳米片具有很高的比电容，可达950F/g。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实施例1制得的CuCo2S4@Co-MOF纳米材料在1μm下的SEM图；

[0023] 图2是实施例1制得的CuCo2S4@Co-MOF纳米材料在10μm下的SEM图；

[0024] 图3是实施例1制得的CuCo2S4@Co-MOF纳米材料的CV图；

[0025] 图4是实施例1制得的CuCo2S4@Co-MOF纳米材料的GCD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首先采用溶液法在泡沫镍(1cm×1cm)上生长钴基金属有机骨架(Co-MOF)：  0.05M

硝酸钴六水合物溶于40ml去离子水中，称其为溶液A。0.4M  2-甲基咪唑溶于40ml去离子水

中，称其为溶液B。溶液A与溶液B迅速混合搅拌，然后放入清洁的泡沫镍室温条件下反应4h。

待反应结束后，用乙醇和去离子水冲洗带有  Co-MOF的泡沫镍，并将其放在60℃的干燥箱中

进行烘干。

[0029] 其次将0.5mmol硝酸铜六水合物、1mmol硝酸钴六水合物溶解于5ml异丙醇中，待其

完全溶解后得到混合溶液C，添加120μl二硫化碳和1ml五甲基二乙烯三胺(PMDTA)得到混合

溶液D，并将带有Co-MOF的泡沫镍浸没在混合溶液D，然后将其快速转移到聚四氟乙烯水热

釜中进行溶剂热反应150℃，8h。待反应结束冷却到室温后，将带有CuCo2S4@Co-MOF的泡沫镍

取出，用去离子水和乙醇依次清洗3次，然后放入真空干燥箱中60℃，12h。

[0030] 经辰华CHI760e电化学工作站采用循环伏安法和恒流充放电的方法，检测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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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电容和循环稳定的性能，循环伏安法测试，显示了材料具备优异的氧化还原能力。利用

电子扫描显微镜(表征该电极材料的表面微观结构)，为超电材料的高比表面积提供了基

础。在2M  KOH溶液中和在1A/g的电流密度下，本发明电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了950F/g。如图

1图2显示，该电极材料的形貌为簇球状，增大了三维结构的比表面积，能够与电解液充分接

触，离子交换更加快捷。根据图4  GCD曲线可以计算出比电容在1Ag-1的电流密度下，比电容

能够达到950F/g。

[0031] 实施例2

[0032] 准备好清洁的泡沫镍用于下面的实验中(这里选用的是清洁的泡沫镍为基底，实

施例1需用的是带有Co-MOF的泡沫镍为基底)。将0.5mmol硝酸铜六水合物、  1mmol硝酸钴六

水合物溶解于5ml异丙醇中，待其完全溶解后，添加120μl二硫化碳和1ml五甲基二乙烯三胺

(PMDTA)，并将清洁的泡沫镍浸没在溶液中，然后将其快速转移到聚四氟乙烯水热釜中进行

溶剂热反应150℃，8h。待反应结束冷却到室温后，将带有CuCo2S4的泡沫镍取出，用去离子水

和乙醇依次清洗3次，然后放入真空干燥箱中60℃，12h。

[0033] 经辰华CHI760e电化学工作站采用循环伏安法和恒流充放电的方法，检测该材料

的比电容和循环稳定性的性能，循环伏安法测试，显示了材料具备优异的氧化还原能力。利

用电子扫描显微镜(表征该电极材料的表面微观结构)，为超电材料的高比表面积提供了基

础。在2M  KOH溶液中和在0.5A/g的电流密度下，本发明电极材料的比电容达到了520F/g。

[0034] 对比例1

[0035] 本实施例中合成的其它形貌的铜钴硫化物电极材料的形态，合成材料和比电容参

见表1，由结果可见实施例1中合成的结构在相同的测试环境下具有较高的比电容值。

[0036] 表1.铜钴硫化物电极材料的形态，合成材料和比电容

[0037]

[0038] 表1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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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1]Guo  S  H,Chen  W  Q,Li  M,et  al.Effect  of  reaction  temperature  on  the 

amorphous-crystalline  transition  of  copper  cobalt  sulfide  for  supercapacitors

[J].  Electrochimica  Acta,2018,271,498-506.

[0040] [2]Lee  Y  H,Kang  B  K,Kim  M  S,et  al.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Highly  Uniform  CuCo2S4Ball-in-Ball  Hollow  Nanospheres  as  High  Performance 

Electrode  for  Supercapacitors[J] .physica  status  solidi(a) ,2018 ,215(20):

1700936.

[0041] [3]Wang  T ,Liu  M ,Ma  H .Facile  synthesis  of  flower-like  copper-cobalt 

sulfide  as  binder-free  faradaic  electrodes  for  supercapacitors  with  improved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J].Nanomaterials,2017,7(6):140.

[0042] [4]Jin  C,Cui  Y,Zhang  G,et  al.Synthesis  of  copper-cobalt  hybrid  oxide 

microflowers  as  electrode  material  for  supercapacitors[J]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2018,343:  331-339.

[0043]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使用发明。

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例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般

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本领

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不脱离本发明范畴所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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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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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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