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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本发明以葡萄糖为原料制

备碳球模板，标记为CS，然后将所制备的碳球溶

解于DMF中，超声分散45~60min，然后加入ZrCl4、

2-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至金属

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80~100℃

下加热20~24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

温，过滤，过滤所得粉末置于DMF中在60~80℃左

右振荡洗涤2~4h，过程重复若干次以除去未反应

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100~110℃下真空干燥，

得到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所制备的吸

附剂可用于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去除，

该发明的吸附剂由于将MOFs包裹在了碳微球上

以支撑其骨架结构，使MOFs在300℃以上不会坍

陷，这一特性使得所述吸附剂能在高温下吸附脱

除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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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附剂是将MOFs包裹在碳微球上制

备得到的，标记为MOFs@C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MOFs为UiO-66-

NH2、UiO-67-NH2、UiO-66-NO2、UiO-67-NO2、UiO-66、UiO-67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碳微球是采用水

热法、化学气相沉积法、模板法、电弧放电法中的任一种制备得到的。

4.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的MOFs为UiO-66-NH2、碳微球采用水热法制备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碳微球的制备：将葡萄糖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150~160

℃下水热反应8~12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85~95℃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微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45~60min，然后加入ZrCl4、

2-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80

~100℃下加热20~24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过滤，将过滤后所得粉末置于DMF

中在60~80℃条件下振荡洗涤2~4h，过程重复3~5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

100~110℃下真空干燥，得到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

述的将葡萄糖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具体为将4g葡萄糖溶解于150~300ml去离子水中。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

述的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的质量比为1：(1~2)。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

浓HCl的体积为1~5ml。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在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

As2O3吸附脱除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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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新型材料设计与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

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砷及砷的氧化物引起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保行业对于含砷的废气、

废水、废渣的排放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砷的去除都主要集中在水体中，

而忽视了气体中砷的去除。

[0003] 在有色冶炼烟企业的选矿过程中，由于砷与铜、锌、铅、锡、钴、锰等金属常共生在

一起，所以在有色冶炼工业的冶金过程中砷将会主要以三氧化二砷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

据统计，砷资源常常伴随在金、铅、锌、铜、铁等矿产资源中，每开采1吨其他金属，相应会带

出0.12吨~0.18吨砷。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每年大约排放10.6万吨砷。其中，铜冶炼排放的砷

占整个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砷排放总量的80%以上，铅冶炼烟气行业的砷排放量约占6.4%。目

前对于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脱除主要利用各种介质降温使其转变为As2O5脱除或者

通过湿法来去除，但都存在成本高、流程复杂、耗能大等问题。目前通过吸附剂除砷的方法

还现有报道。中国专利CN  108499516  A公开了“一种负载型砷吸附剂的制备方法”。该发明

所涉吸附剂材料是通过浸渍法将三价铁盐负载在氧化铝上，然后通过干燥和焙烧制备的。

该材料的制备流程复杂、能耗大，同时其对砷的吸附容量较小。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有必要发明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第

二目的在于提供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第三目的在于提供一种MOFs包裹

碳微球吸附剂的应用。本发明所制备的吸附剂由于将MOFs包裹在了碳微球上以支撑其骨架

结构，使得MOFs在300℃以上不会坍陷。该吸附剂对As2O3有着极高的吸附量，能有效解决有

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净化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是将MOFs包裹在

碳微球上制备得到的，标记为MOFs@CS。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MOFs为UiO-66-NH2、UiO-67-NH2、UiO-66-NO2、UiO-67-NO2、UiO-

66、UiO-67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碳微球是采用水热法、化学气相沉积法、模板法、电弧放电法中

的任一种制备得到的。

[0009]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当

所述的MOFs为UiO-66-NH2、碳微球采用水热法制备时，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碳微球的制备：将葡萄糖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150~160

℃下水热反应8~12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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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85~95℃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微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45~60min，然后加入 

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

液在80~100℃下加热20~24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过滤，将过滤后所得粉末

置于DMF中在60~80℃条件下振荡洗涤2~4h，过程重复3~5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

固体在100~110℃下真空干燥，得到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

[0010] 进一步的，步骤（1）中所述的将葡萄糖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具体为将4g葡萄糖溶解

于150~300ml去离子水中。

[0011] 进一步的，步骤（2）中所述的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的质量比为1：(1~2)。

[0012] 进一步的，步骤（2）中的浓HCl的体积为1~5ml。

[0013] 本发明的第三目的是这样实现的，所述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在有色金属冶炼

烟气中As2O3吸附脱除上的应用。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制备方法操作简单，催化剂的制备时间相对较短，原料廉价易得，制备过程处

于常温常压条件下，无危害性，能耗消耗低，易实现工业化应用；

2、该发明所制备的吸附剂由于将MOFs包裹在了碳微球上以支撑其骨架结构，使得MOFs

在300℃以上不会坍陷。

[0015] 3、本发明制备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吸附能力较强，具

有较好的As2O3脱除效果。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UiO-66-NH2@CS的不同吸附时间下对As2O3吸附量曲线；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UiO-66-NH2@CS的不同吸附时间下对As2O3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

限制，基于本发明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8] 实施例1

一种用于吸附脱除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1）碳微球的制备：4g葡萄糖溶解于200ml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

150℃下水热反应12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95℃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45min，然后加入  ZrCl4、2-

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100

℃下加热24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将过滤后所得粉末置于DMF中在60℃条件

下振荡洗涤4h，过程重复3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110℃下真空干燥，得到

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  其中的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的质量比

为1:1，浓HCl的体积为2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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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将1gUiO-66-NH2@CS置于固定床石英反应器中进行吸附性能测试，反应条件为：气

相As2O3的浓度为50ppb，氮气作为载气，烟气流速240mL/min，吸附床层温度为350℃，对吸附

后的含砷吸附剂进行混酸消解，消解液经稀释后使用原子荧光光谱仪测试液体含砷量，最

终得到在不同吸附时间下吸附的量，结果见图1。

[0020] 实施例2

一种用于吸附脱除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1）碳微球的制备：4g葡萄糖溶解于200ml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

150℃下水热反应12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95℃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60min，然后加入  ZrCl4、2-

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100

℃下加热24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将过滤后所得粉末置于DMF中在60℃条件

下振荡洗涤4h，过程重复3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110℃下真空干燥，得到

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  其中的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的质量比

为1:2，浓HCl的体积为4ml。

[0021] 将1gUiO-66-NH2@CS置于固定床石英反应器中进行吸附性能测试，反应条件为：气

相As2O3的浓度为50ppb，氮气作为载气，烟气流速240mL/min，吸附床层温度为350℃，对吸附

后的含砷吸附剂进行混酸消解，消解液经稀释后使用原子荧光光谱仪测试液体含砷量，最

终得到在不同吸附时间下吸附的量，结果见图2。

[0022] 实施例3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所述的吸附剂是将MOFs包裹在碳微球上制备得到的，标

记为MOFs@CS。所述的MOFs为UiO-66-NH2。所述的碳微球是采用水热法制备得到的。

[0023]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碳微球的制备：将4g葡萄糖溶解于150ml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

150℃下水热反应8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85℃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微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45min，然后加入ZrCl4、2-

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80℃

下加热20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过滤，将过滤后所得粉末置于DMF中在60℃

条件下振荡洗涤2h，过程重复3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100℃下真空干燥，

得到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其中，所述的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

的质量比为1：1，所述的浓HCl的体积为1ml。

[0024] 本实施例所得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可以应用在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

吸附脱除。经吸附性能测试，As2O3脱除效果显著，对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吸附脱除率

达到99%以上，且MOFs在300℃以上不会坍陷。

[0025] 实施例4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所述的吸附剂是将MOFs包裹在碳微球上制备得到的，标

记为MOFs@CS。所述的MOFs为UiO-66-NH2。所述的碳微球是采用水热法制备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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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碳微球的制备：将4g葡萄糖溶解于300ml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

160℃下水热反应12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95℃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微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60min，然后加入ZrCl4、2-

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100

℃下加热24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过滤，将过滤后所得粉末置于DMF中在80

℃条件下振荡洗涤4h，过程重复5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110℃下真空干

燥，得到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其中，所述的ZrCl4、2-氨基对苯二

甲酸的质量比为1：2，所述的浓HCl的体积为5ml。

[0027] 本实施例所得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可以应用在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

吸附脱除。经吸附性能测试，As2O3脱除效果显著，对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吸附脱除率

达到98%以上，且MOFs在300℃以上不会坍陷。

[0028] 实施例5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所述的吸附剂是将MOFs包裹在碳微球上制备得到的，标

记为MOFs@CS。所述的MOFs为UiO-66-NH2。所述的碳微球是采用水热法制备得到的。

[0029]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碳微球的制备：将4g葡萄糖溶解于200ml去离子水中，充分搅拌后转入反应釜中，在

155℃下水热反应10h，自然冷却至室温，抽滤，再分别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反复洗涤至滤

液完全澄清，所得产物于真空干燥箱中90℃真空烘干，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微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50min，然后加入ZrCl4、2-

氨基对苯二甲酸和浓HCl，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在90℃

下加热22小时；待反应结束反应釜冷却至室温，过滤，将过滤后所得粉末置于DMF中在70℃

条件下振荡洗涤3h，过程重复4次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固体在105℃下真空干燥，

得到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UiO-66-NH2@CS；其中，所述的ZrCl4、2-氨基对苯二甲酸

的质量比为1：1.5，所述的浓HCl的体积为3ml。

[0030] 本实施例所得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可以应用在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

吸附脱除。经吸附性能测试，As2O3脱除效果显著，对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吸附脱除率

达到99.5%以上，且MOFs在300℃以上不会坍陷。

[0031] 实施例6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所述的吸附剂是将MOFs包裹在碳微球上制备得到的，标

记为MOFs@CS。所述的MOFs为UiO-66-NH2、UiO-67-NH2、UiO-66-NO2、UiO-67-NO2、UiO-66、

UiO-67。所述的碳微球是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得到的。

[0032] 一种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碳微球的制备：采用常规的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得到碳微球，标记为CS；

2）吸附剂的制备：将所制备的碳微球溶解于DMF中，超声分散45~60min，然后加入原料，

并超声处理直至金属盐与配体完全溶解，最后将所得溶液加热进行反应；待反应结束反应

釜冷却至室温，过滤，将过滤后所得粉末使用DMF振荡洗涤以除去未反应配体；离心将所得

固体在100~110℃下真空干燥，得到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标记为MOFs@CS。所述的MOFs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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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O-66-NH2、UiO-67-NH2、UiO-66-NO2、UiO-67-NO2、UiO-66、UiO-67。

[0033] 本实施例所得的MOFs包裹碳微球吸附剂可以应用在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的

吸附脱除。经吸附性能测试，As2O3脱除效果显著，对有色金属冶炼烟气中As2O3吸附脱除率

达到99.8%，且MOFs在300℃以上不会坍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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