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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

剂的制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电催化产氢技术领域，且公开了

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三

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含有丰富的

氮元素和磷元素，通过高温煅烧和氢氧化钾活

化，得到生物质基氮、磷共掺杂多孔碳，作为析氢

催化剂活性成分，由于是通过化学接枝改性的方

法，使氮磷元素高度分布在壳聚糖微球基团中，

因此高温碳化后是氮磷官能团均匀掺杂在多孔

碳基体中，氮掺杂在碳基体基团中形成石墨氮和

吡啶氮的电催化析氢活性结构，而磷掺杂有利于

提高多孔碳的层间距，进一步调节碳基体的比表

面积和孔隙结构，使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具有

优异的电催化产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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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

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1)向去离子水溶剂中加入三聚氰胺、甲醛溶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90‑110℃

中，反应1‑3h，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2)向蒸馏水溶剂中加入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素，加热至80‑100℃，反应2‑5h，

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羧甲基壳聚糖、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

氰胺，加热至40‑80℃，反应6‑12h，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4)向蒸馏水溶剂中加入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和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50‑70

℃，反应2‑5h，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5)将质量比为20‑4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高温煅烧，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应用于电解水产氢催

化剂领域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1)中的三聚氰胺、甲醛、亚磷酸和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00:30‑60:80‑200:15‑3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中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素的质量比为100:35‑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3)中的羧甲基壳聚糖、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双氰胺的质量比为100:30‑60:

2.5‑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中的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和戊二醛的质量比为10:15‑2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5)中的高温煅烧过程为氮气氛围，在700‑800℃，煅烧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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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的制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催化产氢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

化剂的制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引起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因此需

要开发绿色高效的清洁能源，氢气具有燃烧热值高、燃烧速度快、储量丰富，是一种最具有

发展前景的绿色能源，目前对于氢气的制取方法主要有水煤气法、甲烷制氢等，电解水产氢

方法因制取方法简单高效，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通常在电解水产氢过程中需要加入

昂贵的铂基贵金属催化剂，因此需要开发廉价易得、析氢活性优异的非贵金属催化剂。

[0003] 多孔碳材料具有廉价易得、来源丰富、比表面积高、电化学性质稳定、电化学性能

独特，在电催化氧还原、电催化析氧、电催化析氢、反应等方面具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同时

通过杂原掺杂，如硫、氮、磷等可以改善和提高多孔碳材料的孔隙结构、比表面积和电化学

性质，因此如何简单、高效的合成出电化学性能和析氢活性优异的多孔碳材料成为研究热

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

的制法和应用，通过简单、高效的方法合成出氮、磷共掺杂多孔碳材料，具有优异的电催化

析氢活性。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

电催化剂，所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如下：

[0008]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三聚氰胺、甲醛溶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

在90‑110℃，反应1‑3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节溶液pH至中性，减压

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09]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素，加热至80‑100

℃，反应2‑5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10]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加热至40‑80℃，反应6‑12h，减压蒸馏除去溶剂，重结晶

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11]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50‑70℃，反应2‑5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12] (5)将质量比为20‑4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

匀，置于管式炉中，高温煅烧，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应用于电解水

产氢催化剂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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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的三聚氰胺、甲醛、亚磷酸和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00:30‑

60:80‑200:15‑35。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素的质量比为100:35‑50。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的羧甲基壳聚糖、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双氰胺的质

量比为100:30‑60:2.5‑5。

[0016]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的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和戊二醛的质量比为10:

15‑20。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5)中的高温煅烧过程为氮气氛围，在700‑800℃，煅烧2‑3h。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三聚氰胺、甲醛和亚磷酸化学反应方程式；

[0019] 图2是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的结构式；

[0020] 图3是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素的反应方程式；

[0021] 图4是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的结构式。

[0022] (三)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备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4] 该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三聚氰胺、甲醛和亚磷酸通过曼

尼希反应生成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其亚磷酸基团再与尿素反应，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

铵衍生物，铵根离子在双氰胺的催化作用下，与壳聚糖的羟基反应，形成磷酸酯键，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进一步通过戊二醛交联，生成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

微球。

[0025] 该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

微球含有丰富的氮元素和磷元素，通过高温煅烧和氢氧化钾活化，得到生物质基氮、磷共掺

杂多孔碳，作为析氢催化剂活性成分，由于是通过化学接枝改性的方法，使氮磷元素高度分

布在壳聚糖微球基团中，因此高温碳化后是氮磷官能团均匀掺杂在多孔碳基体中，氮掺杂

在碳基体基团中形成石墨氮和吡啶氮的电催化析氢活性结构，而磷掺杂有利于提高多孔碳

的层间距，进一步调节碳基体的比表面积和孔隙结构，在协同作用下使生物质基石墨化多

孔碳具有优异的电催化产氢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具体实施方式和实施例：一种生物质基石墨化

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制备方法如下：

[0027]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30‑60:80‑200:15‑35的三聚氰

胺、甲醛溶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90‑110℃，反应1‑3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

加入氢氧化钠调节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

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28]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35‑50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

尿素，加热至80‑100℃，反应2‑5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29]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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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30‑60:2.5‑5，加热至40‑80℃，反应6‑

12h，减压蒸馏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30]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50‑70℃，反应2‑5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31] (5)将质量比为20‑4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

匀，置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700‑800℃，高温煅烧2‑3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

碳的析氢电催化剂，应用于电解水产氢催化剂领域中。

[0032] 实施例1

[0033]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30:80:15的三聚氰胺、甲醛溶

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90℃，反应1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节

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

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34]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35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

素，加热至80℃，反应2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35]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30:2.5，加热至40℃，反应6h，减压蒸

馏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36]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50℃，反应2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嗪环基

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37] (5)将质量比为2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700℃，高温煅烧2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

化剂1。

[0038] 实施例2

[0039]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40:120:22的三聚氰胺、甲醛溶

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110℃，反应3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

节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40]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40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

素，加热至90℃，反应4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41]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40:3.2，加热至60℃，反应12h，减压蒸

馏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42]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60℃，反应4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嗪环基

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43] (5)将质量比为25: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720℃，高温煅烧3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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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2。

[0044] 实施例3

[0045]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50:160:28的三聚氰胺、甲醛溶

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110℃，反应2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

节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46]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45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

素，加热至90℃，反应5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47]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50:4.2，加热至60℃，反应10h，减压蒸

馏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48]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60℃，反应4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嗪环基

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49] (5)将质量比为3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750℃，高温煅烧2.5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

催化剂3。

[0050] 实施例4

[0051]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60:200:35的三聚氰胺、甲醛溶

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110℃，反应3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

节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52]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50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

素，加热至100℃，反应5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53]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60:5，加热至80℃，反应12h，减压蒸馏

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54]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70℃，反应5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嗪环基

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55] (5)将质量比为4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800℃，高温煅烧3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

化剂4。

[0056] 对比例1

[0057]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20:40:10的三聚氰胺、甲醛溶

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110℃，反应1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

节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

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58]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30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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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加热至80℃，反应5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59]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20:2，加热至60℃，反应10h，减压蒸馏

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60]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50℃，反应5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嗪环基

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61] (5)将质量比为15: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800℃，高温煅烧2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

化剂对比1。

[0062] 对比例2

[0063] (1)向反应瓶中加入去离子水溶剂、质量比为100:70:240:40的三聚氰胺、甲醛溶

液、亚磷酸和催化剂浓硫酸，在90℃，反应2h，将溶液置于冰水浴中冷却，加入氢氧化钠调节

溶液pH至中性，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加入乙醚除去不溶性固态，滤液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

环基亚磷酸衍生物。

[0064] (2)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质量比为100:60的三嗪环基亚磷酸衍生物和尿

素，加热至90℃，反应6h，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铵衍生物。

[0065] (3)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羧甲基壳聚糖，加热搅拌溶解后加入三嗪环基

亚磷酸铵衍生物和催化剂双氰胺，三者质量比为100:70:6，加热至60℃，反应10h，减压蒸馏

除去溶剂，重结晶纯化，得到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

[0066] (4)向反应瓶中加入蒸馏水溶剂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搅拌溶解后加入

交联剂戊二醛，加热至50℃，反应5h，离心分离除去溶剂，蒸馏水洗涤并干燥，得到三嗪环基

亚磷酸酯基壳聚糖交联微球。

[0067] (5)将质量比为50:10的氢氧化钾和三嗪环基亚磷酸酯基壳聚糖混合研磨均匀，置

于管式炉中，中氮气氛围中，在800℃，高温煅烧2h，得到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

化剂对比2。

[0068] 将生物质基石墨化多孔碳的析氢电催化剂置于乙醇溶剂中，加入Nafion溶液，超

声均匀后将浆料涂在玻碳电极表面，造成析氢工作电极，以Pt电极作为对电极，Ag/AgCl电

极作为参比电极，0.5mol/L的硫酸溶液作为电解液，在CHI760E电化学工作站中测试电化学

析氢活性，测试标准为GB32311‑2015。

[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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