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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

物碳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

孔多级结构生物碳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生物

碳的制备方法如下：1)将荷叶清洗干净、烘干；2)

对干燥过的荷叶进行水热炭化；3)对水热炭化过

的荷叶进行高温炭化。本发明的基于荷叶的二元

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比表面积大，且表

面有氮和硫共同掺杂的碳微球进行修饰，具有超

疏水特性，电化学性能优异，其制备方法简单，成

本低廉，将其应用于微生物燃料电池可以获得比

传统Pt/C电极更高的化学稳定性，且电池功率密

度比Pt/C电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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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

1)将荷叶清洗干净、烘干；

2)将干燥过的荷叶和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加入反应釜，充入保护气，以5～10℃/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100～200℃，进行水热炭化；

3)将水热炭化过的荷叶烘干后加入炭化炉，充入保护气，700～1100℃下进行高温炭

化，得到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

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为氯化锌、氯化铁、氯化钾中的至少一种；

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中金属氯化物、铵盐的摩尔比为1：(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烘干在35～75℃下进行，

烘干时间为12～24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铵盐为过硫酸铵、硫酸铵、

亚硫酸铵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

液中金属氯化物的浓度为0.05～0.10mol/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水热炭化的时间为1～6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高温炭化的时间为0.5～

4h。

7.权利要求1～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

构生物碳。

8.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用作吸附材料、燃料电

池电极材料、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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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微生物燃料电池(MFC，microbial  fuel  cell)系统中，阴极室发生的氧还原反

应(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ORR)至关重要，需要在高效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才能顺

利进行，而阴极材料的表面特性、孔隙、尺寸结构等都对阴极材料的催化性能有很大影响。

因此，需要使用结构性能优异的阴极材料，且要求阴极材料的原料来源广泛易得、便宜经

济、加工制作简单、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0003] 传统的MFC阴极材料主要采用铂(Pt)及其合金作为催化剂，此类催化剂的价格昂

贵、化学稳定性差、抗干扰性能差，且自然储备极其有限，导致MFCs无法真正实现商业化应

用。近年来，碳纳米管、碳纳米纤维、石墨烯纳米片等碳基材料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广泛重

视，研究发现，将这些碳基材料应用在MFC中可以获得比铂碳电极更大的功率密度，但这些

碳基材料普遍存在生产成本高、制备工艺复杂、需要使用有毒的有机物原料等缺陷，无法大

规模推广应用。

[0004] 荷叶，广泛种植于亚热带地区，廉价易得，其表面具有大小约为十几微米的微小乳

突，而每个乳突由大量直径为一两百纳米的突起构成，若能够采用安全环保的工艺，在尽可

能保留荷叶表面微结构的情况下，将其转化成生物活性炭，即可得到一种高效、稳定、低成

本、催化效率高、化学稳定性高的MFC阴极材料，对于解决当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0006]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将荷叶清洗干净、烘干；

[0009] 2)将干燥过的荷叶和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加入反应釜，充入保护气，以5～

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100～200℃，进行水热炭化；

[0010] 3)将水热炭化过的荷叶烘干后加入炭化炉，充入保护气，700～1100℃下进行高温

炭化，得到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

[0011] 步骤1)所述烘干在35～75℃下进行，烘干时间为12～24h。

[0012] 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为氯化锌、氯化铁、氯化钾中的至少一种。

[0013] 步骤2)所述铵盐为过硫酸铵、硫酸铵、亚硫酸铵中的至少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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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中金属氯化物、铵盐的摩尔比为1：(1～3)。

[0015] 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中金属氯化物的浓度为0.05～0.10mol/L。

[0016] 步骤2)所述水热炭化的时间为1～6h。

[0017] 步骤3)所述高温炭化的时间为0.5～4h。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比

表面积大，且表面有碳微球进行修饰，具有超疏水特性，电化学性能优异，其制备方法简单，

成本低廉，将其应用于微生物燃料电池可以获得比传统Pt/C电极更高的化学稳定性，且电

池功率密度比Pt/C电极大。

[0019] 1)本发明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表面通过碳微球进行修

饰，这种碳微球保持了荷叶本身的超疏水特性，有助于促进固、气、液三相的物质传递，从而

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0020] 2)本发明直接以荷叶为原料，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还提高了荷叶的利用率，实现

了废弃生物质再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符合国家大力发展天然废弃物生物质新材料的要

求，提高了荷叶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实施例1的荷叶的SEM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SEM图。

[0023] 图3为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循环伏安曲线。

[0024] 图4为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抗甲醇干扰性测试

图。

[0025] 图5为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功率密度测试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将荷叶清洗干净、烘干；

[0028] 2)将干燥过的荷叶和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加入反应釜，充入保护气，以5～

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100～200℃，进行水热炭化；

[0029] 3)将水热炭化过的荷叶烘干后加入炭化炉，充入保护气，700～1100℃下进行高温

炭化，得到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

[0030] 优选的，步骤1)所述荷叶为亚热带区域的荷叶。

[0031] 优选的，步骤1)所述烘干在35～75℃下进行，烘干时间为12～24h。

[0032] 优选的，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为氯化锌、氯化铁、氯化钾中的至少一种。

[0033]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为氯化锌。

[0034] 优选的，步骤2)所述铵盐为过硫酸铵、硫酸铵、亚硫酸铵中的至少一种。

[0035]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2)所述铵盐为硫酸铵。

[0036] 优选的，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中金属氯化物、铵盐的摩尔比为1：

(1～3)。

[0037] 优选的，步骤2)所述金属氯化物‑铵盐混合溶液中金属氯化物的浓度为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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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mol/L。

[0038] 优选的，步骤2)所述水热炭化的时间为1～6h。

[0039] 优选的，步骤3)所述高温炭化的时间为0.5～4h。

[0040] 优选的，步骤2)和步骤3)所述保护气为氩气、氮气中的一种。

[004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42] 实施例1：

[0043] 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将荷叶(SEM图如图1所示)清洗干净，再裁剪成3.0cm×

3.0cm的小片，置于烘箱中40℃干燥12h；

[0045] 2)将干燥过的荷叶和氯化锌‑硫酸铵混合溶液(氯化锌、硫酸铵的摩尔比为1:1，氯

化锌的浓度为0.10mol/L)加入反应釜，充入氮气，再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160℃，

进行2h水热炭化；

[0046] 3)将水热炭化过的荷叶置于烘箱中60℃干燥2h，再加入炭化炉，充入氮气，900℃

下进行2h高温炭化，得到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SEM图如图2所示)。

[0047] 经测试，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比表面积为908m2/g，含氮

量为3.44％，含硫量为1.34％。

[0048] 由图1和图2可知：荷叶中起到超疏水作用的乳突结构转变成具备超疏水作用的碳

微球。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1)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将荷叶清洗干净，再裁剪成3.0cm×3.0cm的小片，置于

烘箱中35℃干燥15h；

[0052] 2)将干燥过的荷叶和氯化锌‑硫酸铵混合溶液(氯化锌、硫酸铵的摩尔比为1:2，氯

化锌的浓度为0.07mol/L)加入反应釜，充入氮气，再以8℃/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00℃，进

行2h水热炭化；

[0053] 3)将水热炭化过的荷叶置于烘箱中60℃干燥2h，再加入炭化炉，充入氮气，800℃

下进行5h高温炭化，得到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

[0054] 经测试，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比表面积为611m2/g，含氮

量为3.05％，含硫量为1.71％。

[0055] 实施例3：

[0056] 一种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1)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将荷叶清洗干净，再裁剪成3.0cm×3.0cm的小片，置于

烘箱中60℃干燥12h；

[0058] 2)将干燥过的荷叶和氯化锌‑硫酸铵混合溶液(氯化锌、硫酸铵的摩尔比为1:3，氯

化锌的浓度为0.05mol/L)加入反应釜，充入氮气，再以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00℃，进

行2h水热炭化；

[0059] 3)将水热炭化过的荷叶置于烘箱中60℃干燥2h，再加入炭化炉，充入氮气，1000℃

下进行3h高温炭化，得到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

[0060] 经测试，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比表面积为711m2/g，含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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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1.91％，含硫量为1.41％。

[0061] 测试例：

[0062] 1)氧还原性能测试：

[0063] 通过循环伏安法，采用CHI660D电化学工作站(上海辰华仪器公司)对实施例1的基

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进行氧还原性能测试(阴极作为工作电极，阳极作

为辅助电极，银/氯化银电极作为参比电极，电位扫描从‑0.8V到+0.2V)，测试结果如图3所

示。

[0064] 由图3可知：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的氧还原电位

和铂碳的氧还原电位一致。

[0065] 2)抗甲醇干扰性测试：

[0066] 配制含有饱和O 2的0 .1mol/L的KOH溶液，设定旋转圆盘电极的测试转速为

1600rpm，极化电压设为‑0.35V，计时测定电流，计时300s时向KOH溶液中加入1mL甲醇，检测

电极材料对甲醇的耐受性，测试结果如图4所示。

[0067] 由图4可知：加入甲醇后，铂碳电极的催化电流显著下降，表现出严重的甲醇干扰

性，而相同测试条件下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电极的催化电流几乎不

发生变化，表现出优异的甲醇耐受性。

[0068] 3)微生物燃料电池性能测试：

[0069] 在碳布一侧均匀涂抹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碳层

的密度为0.5mg/cm2)，自然风干，另一侧通过热压法紧贴一层质子交换膜，作为阴极片，石

墨板作为阳极片，以长方形有机玻璃作为电池本体，电池本体内部为长4.0cm、直径3.0cm的

圆柱空腔，两端开口，分别将阳极片和阴极片安装在电池本体两端，并用有机方形玻璃进行

密封，得到微生物燃料电池(MFC)，再在MFC内接种5mL厌氧污泥(中国福州金山污水处理厂)

和10mL浓度1000mg/L的乙酸钠基底溶液(乙酸钠基底溶液的组成：NaH2PO4·2H2O：2.77g/L；

Na2HPO4·12H2O：11.40g/L；NH4Cl：0.31g/L；KCl：0.13g/L；维生素溶液：12.5mL/L；矿物质溶

液：12.5mL/L)，再将MFC置于30±1℃的恒温箱中培养，待电池运行稳定后，将电池外电阻由

50Ω分阶段升至5000Ω，每一个外电阻下电池都运行一个完整周期，然后得到相对应电压，

绘制功率密度曲线，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

[0070] 由图5可知：实施例1的基于荷叶的二元介孔‑微孔多级结构生物碳可以有效增加

微生物电极的电池功率密度，其性能优于铂碳。

[0071]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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