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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

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热处理

甲苯的方法，将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

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置入含有甲苯的环境中，低

温加热，完成甲苯的处理。本发明公开的催化剂

避免了使用贵金属颗粒的负载，极大的降低了材

料的成本，并且氧化镍生长到CeCuOx微片纳米片

上，制备流程较简单，对甲苯的催化性能较优异，

因此具有较高的经济实用性和研究价值，其中

3Ni/CeCuOx催化剂可在210℃实现甲苯的完全催

化，对实际解决空气环境中甲苯污染气体有着重

大研究意义及一定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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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热处理甲苯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铈盐、铜盐、有机酸、溶剂混合后进行溶剂热反应，然后煅烧反应产物，得到CeCuOx
微片；

（2）将镍盐、尿素、所述CeCuOx微片的混合物在醇/水混合溶剂中进行水浴反应，然后煅

烧反应产物，得到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

（3）将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置入含有甲苯的环境中，低

温加热，完成甲苯的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铈盐、铜盐、有机酸的摩尔比为2∶（1.0～1.1）∶

（4.0～4.1）；溶剂为DMF；有机酸为对苯二甲酸。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以Ce（NO3）3·6H2O、Cu（NO3）2·3H2O为原料，在对苯二甲酸

存在下，制备CeCuOx微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镍盐和尿素的摩尔比为1：（5.0～5.1）；镍盐为

Ni（NO3）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中，

NiO纳米片的重量为双金属CeCuOx微片重量的1~5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溶剂热反应的温度为80℃～90℃、时间为24～

25小时；煅烧在空气中进行，温度为350℃～400℃、时间为4～4.5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水浴反应的温度为80℃～90℃、时间为2～2.5

小时；煅烧在空气中进行，温度为350℃～400℃、时间为4～4.5小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低温为200～22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含有甲苯的环境为气体环境。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

热处理甲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含有甲苯的环境中，甲苯浓度为10  ppm～10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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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

温热处理甲苯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纳米复合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
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热催化处理甲苯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沸点在室温至260℃之间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空气污染

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在甲苯造成的臭氧，光化学烟雾和二次气溶胶等环境污染的驱使下，人

们倡导使用有效的技术来减少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损害。低温催化氧化技术被认为是去除

甲苯的一种有效而经济的方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0003] 近年来，许多科学家在研发更高效的、能在更低温度下催化氧化VOC的催化剂方面

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一般而言，用于总VOC氧化的高效催化剂有两种类型，它们分别是负载

的贵金属和过渡金属氧化物。虽然贵金属基催化剂被认为是用于VOC催化氧化的较好催化

剂而备受关注。但是，它具有热稳定性差和成本高，高表面能易团聚的缺点。因此，正在努力

设计不同的多元过渡金属氧化物纳米结构催化剂，很有必要研发一种有效的方法来制备新

型多元复合材料催化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采用水浴热反应的方法，将NiO纳米片生长到双金属CeCuOx微片

上，提供一种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以实现低温高效处理气体

污染物，比如甲苯气体的目的。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具体技术方案：

利用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低温热催化处理甲苯

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铈盐、铜盐、有机酸、溶剂混合后进行溶剂热反应，然后煅烧反应产物，得到

CeCuOx微片；

（2）将镍盐、尿素、所述CeCuOx微片的混合物在醇/水混合溶剂中进行水浴反应，然

后煅烧反应产物，得到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

（3）将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置入含有甲苯的环境

中，低温加热，完成甲苯的处理。

[0006] 具体的：

（1）将铈盐、铜盐、对苯二甲酸分别在溶剂中溶解后混合，再放入高压反应釜中进

行溶剂热反应，反应产物经离心洗涤、干燥、煅烧处理后得到CeCuOx微片；

（2）将镍盐和尿素溶于乙醇和水的混合液中，再加入CeCuOx粉末进行水浴反应，反

应产物经离心洗涤、干燥、煅烧处理后得到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

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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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中，含有甲苯的环境为气体环境，优选的，含有甲苯的环境中，甲苯浓度为

10  ppm～100ppm。

[0008] 本发明中，铈盐为六水合硝酸铈，铜盐为三水合硝酸铜；溶剂为DMF（N,N‑二甲基甲

酰胺）；镍盐为硝酸镍；醇/水混合溶剂中，醇为乙醇，优选醇、水的体积比为1∶1。

[0009] 优选的，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中，NiO纳米片的重

量为双金属CeCuOx微片重量的1~5倍，比如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的重量比为1:1、3:

1、5:1。

[0010] 本发明中，在溶剂中溶解的温度为室温，时间为2～3小时；溶剂热反应在高压反应

釜中进行，反应温度为80℃～90℃、时间为24～25小时，优选的，反应温度为80  ℃，时间为

24  h；煅烧在空气中进行，温度为350℃～400℃、时间为4～4.5小时，优选的，煅烧的温度为

350℃，煅烧时升温速率为3  ℃/min，时间为4小时。

[0011] 本发明中，水浴反应的温度为80℃～90℃，时间为1.5～3小时，优选80℃反应2小

时；煅烧在空气中进行，温度为350℃～400℃、时间为4～4.5小时，优选的，煅烧的温度为

350℃，煅烧时升温速率为3  ℃/min，时间为4小时。

[0012] 本发明中，步骤（1）中，铈盐、铜盐、对苯二甲酸的摩尔比为2∶（1.0～1.1）∶（4.0～

4.1）；步骤（2）中，镍盐和尿素的摩尔比为1：（5.0～5.1）；镍盐为Ni（NO3）2。

[0013] 本发明首先采用以双金属金属‑有机骨架作为催化剂前体来制备具有出色活性的

二元金属氧化物催化剂（CeCuOx），CeCuOx具备较大的比表面积，良好的稳定性，而较大的比

表面积可以促进催化性能，是一种良好的催化剂材料；再通过低温水热和热处理方法生长

氧化镍纳米片于CeCuOx表面，通过调节NiO/CeCuOx加入的质量比，制备不同比值的yNiO/

CeCuOx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催化剂。由NiO纳米片生长在双金属CeCuOx微片构成的形貌，进一

步增大了接触面积，增加了催化的活性位点，且显示优异的催化效果，高效经济。

[0014] 本发明在煅烧处理后，将定量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放

入具有一定浓度甲苯环境中去，利用固定床反应器对其进行加热催化，实现低温催化氧化

甲苯利用GCMS‑QP2020测试，完全催化氧化甲苯。

[0015] 本发明公开的低温热催化处理甲苯的方法中，将上述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

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置入含有甲苯的环境中，利用固定床反应器完成甲苯的处理，优选的，

低温完全催化氧化甲苯气体的温度为210  ℃。

[0016] 本发明的优点：

1、本发明公开的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具有较大的比

表面积、均一的孔径大小、可控的结构；氧化镍的生长增加了载体的氧空位和接触面积，明

显提升了载体催化剂的催化性能；纳米片状均一地生长在双金属CeCuOx微片上构成核壳结

构，较大的比表面积可以促进催化性能，增加了反应活性位点，是一种良好的多元过渡金属

型催化剂材料。

[0017] 2、本发明公开的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中，

避免了使用贵金属颗粒的负载，极大的降低了材料的成本，并且氧化镍生长到CeCuOx微片

纳米片上，该实验流程较简单，对甲苯的催化性能较优异，因此具有较高的经济实用性和研

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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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CeCuOx微片的扫描电镜图（SEM）；

图2为CeCuOx微片的透射电镜图（TEM）；

图3为3Ni/CeCuOx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的扫描电镜图（SEM）；

图4为3Ni/CeCuOx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的透射电镜图（TEM）；

图5为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对甲苯气体的热催化效果

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发明公开的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1）将铈盐和铜盐，对苯二甲酸（H2BDC）分别在溶剂中溶解后混合，并放入高压反

应釜中进行溶剂热反应，再经离心洗涤、干燥、煅烧处理后得到CeCuOx微片；

（2）将镍盐和尿素溶于乙醇和水的混合液中，再加入CeCuOx粉末进行水浴反应，再

经离心洗涤、干燥、煅烧处理后得到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

[0020] 再将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置入含有甲苯的环境

中，低温加热，完成甲苯的处理。

[0021] 本发明所用原料都为常规市售产品，具体操作方法以及测试方法为本领域常规方

法，具体处理甲苯的操作方法为现有技术，本发明创造性的公开了新的催化剂代替现有贵

金属催化剂，实现低成本、低温下催化甲苯。

[0022] 制备例

  CeCuOx微片的制备，具体步骤如下：

室温下，将Ce（NO3）3·6H2O（0.868  g，2  mmol）和Cu（NO3）2·3H2O（0.242  g，1  mmol）

溶解在DMF（40  ml）中，并在1000  rpm下搅拌2  h；将H2BDC（0.664g，4mmol）溶解在DMF（40ml）

中，并以1000  rpm搅拌2  h。然后将两种溶液在不锈钢高压釜中与超纯水（20  ml）混合，在80 

℃下进行溶剂热合成24小时，将获得的蓝色沉淀CeCuBDC用DMF和乙醇冲洗几次，然后在65 

°C下真空干燥6  h，接着在空气中将CeCuBDC于350°C下煅烧4  h，3  ℃/min升温速率由室温

升至350℃，得到CeCuOx微片。附图1为CeCuOx微片的SEM图，附图2为CeCuOx微片的TEM图；从

图中可以看出微片的二维层状结构，且为平行四边形的规整形貌。

[0023] 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具体步骤如下：以

氧化镍3倍于CeCuOx质量计算投料比，将摩尔比为1∶5的Ni（NO3）2和尿素溶解于水/醇体积比

为1/1的100mL溶液中，然后，加入100mg制备好的CeCuOx微片粉末，并将得到的溶液在常规

搅拌下置于80  ℃下2反应小时。将产物粉末过滤并洗涤，然后在90  ℃下干燥，接着在空气

气氛下于350℃，以3  ℃/min升温速率进行4  h煅烧，得到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

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命名为3Ni/CeCuOx（表示按投料比计，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

的重量比为3∶1），再进行性能和表征测试。附图4为3Ni/CeCuOx复合材料的SEM图，附图5为

3Ni/CeCuOx复合材料的TEM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氧化镍成功生长到了CeCuOx微片上，且分布

很均一。

[0024] 将Ni（NO3）2的投料量改变，得到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的重量比为1:1、5:1

的复合材料，分别命名为Ni/CeCuOx、5Ni/CeCu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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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一

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对甲苯气体的热催化条件

是：甲苯浓度为50  ppm（空气作为填充气，购买于梅塞尔液化空气有限公司），催化剂的量为 

50  mg，根据常规方法，将该催化剂通过U形管固定在固定床反应器上，通过气相色谱分析该

复合材料在加热条件下对甲苯气体的催化效果，测试条件为36000  ml/(h∙g)。

[0026] 附图5为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对甲苯气体的热催

化效果曲线图。由附图5可知，本发明可应用于较低温度下甲苯的转化。空气中甲苯污染主

要来源于建筑材料、室内装饰材料和生活及办公用品，室外的工业废气、汽车尾气、光化学

烟雾等，具体的甲苯催化效果是通过气相色谱分析的，甲苯转化率的计算方法如方程（1）：

C0和C分别为实验中甲苯的初始浓度和测试浓度（每15分钟测试一次）。

[0027] 通过图5效果对比可知，具备大片状形貌的双金属CeCuOx样品的催化性能明显优

于单金属的CeO2和CuO样品，证实了该双金属样品形貌结构的优势。此外，生长氧化镍到

CeCuOx微片上，进一步提高氧空位的浓度，促使催化性能明显提高，且氧化镍的均匀生长又

使其催化性能大大提高，并且避免了使用贵金属。因此，3Ni/CeCuOx复合材料催化剂相对既

经济又高效。

[0028] 比较例

将制备例中80  ℃下进行溶剂热合成24小时调整为80  ℃下进行溶剂热合成48小

时，其余不变，得到的CeCuOx微片根据实施例二的方法，制备3Ni/CeCuOx，进行同样的甲苯转

化测试，在210  ℃下无法完全催化氧化甲苯气体，即转化率不到100%。

[0029] 将制备例CeCuOx微片的制备中3  ℃/min升温速率调整为10  ℃/min升温速率，其

余不变，得到的CeCuOx微片根据实施例二的方法，制备3Ni/CeCuOx，进行同样的甲苯转化测

试，在210℃下转化率不到95%。

[0030] 将制备例三元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中350  ℃

调整为400  ℃，其余不变，制备3Ni/CeCuOx，进行同样的甲苯转化测试，在210  ℃下转化率

不到92%。

[0031] 对比例

将摩尔比为1∶5的的Ni（NO3）2和尿素溶解于水/醇体积比为1/1的100mL溶液中，然

后，将得到的溶液在常规搅拌下置于80  ℃下2反应小时，然后在90  ℃下干燥，接着在空气

气氛下于350  ℃，以3  ℃/min升温速率进行4  h煅烧，得到固体材料，进行同样的甲苯转化

测试，在210  ℃下转化率不到30%。

[0032]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氧化镍纳米片可以成功生长到CeCuOx
微片上构成核壳结构复合材料，工艺简单易行，且氧化镍的生长非常均匀，且一定比例的复

合材料对甲苯具有相对较好的催化活性。NiO纳米片@双金属CeCuOx微片核壳结构复合材

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均一的孔径大小、可控的结构；氧化镍的生长增加了载体的氧空

位和接触面积，明显提升了载体催化剂的催化性能；纳米片状均一地生长在双金属CeCuOx
微片上构成核壳结构，较大的比表面积可以促进催化性能，增加了反应活性位点，是一种良

好的多元过渡金属型催化剂材料；同时避免了使用贵金属颗粒的负载，极大的降低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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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该实验流程较简单，对甲苯的催化性能较优异，因此，此发明的催化剂进一步实现

了经济实用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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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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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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