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752428.5

(22)申请日 2017.08.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3750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05

(73)专利权人 武汉理工大学

地址 430070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号

(72)发明人 李宏　朱琳玉　

(74)专利代理机构 湖北武汉永嘉专利代理有限

公司 42102

代理人 唐万荣　李欣荣

(51)Int.Cl.

B01J 23/80(2006.01)

B01J 37/10(2006.01)

B01J 37/34(2006.01)

C02F 1/30(2006.01)

C09K 11/58(2006.01)

C02F 101/34(2006.01)

C02F 101/3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1306832 A,2008.11.19,

CN 106186047 A,2016.12.07,

CN 106082308 A,2016.11.09,

邹华.“离子液体辅助合成功能纳米材料的

研究”.《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3,

第67-73页.

王娟.“半导体金属氧化物纳米结构的构筑

及其光电化学性能的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2014,第67-73页.

审查员 祝进成

 

(54)发明名称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光催化降解技术领域，公开了一

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

发明首先采用低温微波活化法制备分级结构

ZnO，并以制备的分级结构ZnO为基体材料，进一

步采用低温微波活化法在分级结构ZnO表面原位

自生长CuO纳米颗粒，从而获得分级结构ZnO/CuO

复合材料。本发明采用低温微波水热的方法，具

有快速制备、能耗低、重复性好等特点，且所得复

合材料光响应范围从紫外波段拓宽到了可见光

波段，同时可见光吸收强度得到显著增强，适合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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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首先以四

甲基氢氧化铵为模板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锌盐为主要原料；将锌

盐超声溶解于DMF溶剂中，然后将尿素超声溶解于所得混合液中，加入四甲基氢氧化铵、苄

基三乙基氯化铵，混合均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采用低温微波活化工艺制备分级结

构ZnO；然后以N-甲基吡咯烷酮为溶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模板剂，将所得分级结构ZnO超

声分散在N-甲基吡咯烷酮中，加入铜盐，超声分散溶解；然后在搅拌条件下分别加入苄基三

乙基氯化铵和双氧水，搅拌混合均匀，进行二次低温微波活化工艺，在分级结构ZnO表面原

位自生长CuO纳米颗粒，得所述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所述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由CuO纳米颗粒附着在花状分级结构ZnO基体表面而

成，其中分级结构ZnO的尺寸大小为10-20μm，CuO纳米颗粒粒径为10-50nm；

所述低温微波活化工艺为：

1）将锌盐超声溶解于DMF溶剂中，然后将尿素超声溶解于所得混合液中，加入四甲基氢

氧化铵、苄基三乙基氯化铵，混合均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45-65W，温度为

60-70℃，压力为0.7-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2-3h后冷却至室温，将所得产物进行

洗涤、干燥、一次烧结得分级结构ZnO；

所述二次低温微波活化工艺为：

1）将所得分级结构ZnO超声分散在N-甲基吡咯烷酮中，加入铜盐，超声分散溶解；然后

在搅拌条件下分别加入苄基三乙基氯化铵和双氧水，搅拌混合均匀；

2）将步骤1）所得混合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25-35W，温度为40-50℃，压

力为0.5-0.7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15-25min后冷却至室温，将所得产物进行洗涤、干

燥、二次烧结，得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锌盐、尿素、四甲基氢氧化铵、苄

基三乙基氯化铵的摩尔比为1:(0.5~1.5):(0.6~0.8):(0.5~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级结构

ZnO、铜盐、苄基三乙基氯化铵的摩尔比为1:(0.4~0.5):(0.3~0.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次烧结工艺为：加热至500-650

℃保温烧结2-3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烧结工艺为加热至350-450

℃保温烧结1-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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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光催化治理水污染的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半导体光催化剂因其在产氢和去除污染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是公认的能够同时解决能源和环境危机的战略措施。迄今为止，已经有多种具有活性的宽

禁带半导体催化剂快速发展起来，例如：TiO2、SnO2和ZnO。尽管宽禁带半导体在紫外激发下

有很好的催化活性，这些材料在可见光的照射下并不能被激发而催化降解污染物。然而，紫

外光波段仅占太阳光的一小部分(4％)可见光却占据了将近一大半(43％)。与之相对应的，

窄带隙的半导体的光响应范围可以很好地扩展到可见光波段。但是，这些具有窄带隙半导

体中光激发产生的电子和空穴复合速率较快，所以光催化活性并不能保持太长时间。因此，

学者们尝试拓宽光催化剂的光响应波段从紫外转移到可见光波段，可以促进光激发产生的

载流子，故能获得具有较高降解效率的催化剂。

[0003] ZnO作为一种重要的宽禁带催化剂具有较高的荧光效率，电荷迁移速率和光催化

活性。目前，构造ZnO材料与窄带隙的半导体形成异质结得到了迅速发展，该方法可以有效

提高ZnO基催化剂可见光吸收并减小光催化过程中电子空穴对的复合率。过去几十年里，

ZnO复合半导体材料已经研究报道了很多包括：Fe2O3、WO3、CdS、Cu2O和CuO等。p-n型异质结

作为很有潜力的异质结，在显著拓宽对太阳光吸收的同时，也可有效抑制光生载流子的复

合。其中，CuO作为一种p型半导体对可见光的吸收效率很高，可是光催化活性却很低。基于

CuO与ZnO的能带结构很匹配，二者形成p-n型异质结将会引起正负电荷在界面处相反的迁

移，这样就会阻止光生电荷的复合并延长光生载流子的寿命。因此，pn型CuO-ZnO异质结作

为一种在产生和收集电子空穴方面很有潜力的功能材料，能够应用到很多光电催化的领域

例如：气敏设备、自洁净及光裂解水等。然而，目前，关于制备CuO-ZnO异质结复合物用于降

解有机复合物的研究报道却很少。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采用

低温微波水热的方法，实现低温、快速制备，所得复合材料光响应范围可拓宽到了可见光范

围，且吸收强度显著增强，应用前景广阔。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首先以四甲基氢氧化铵为模板剂，苄

基三乙基氯化铵为阳离子型表面活性，锌盐为主要原料，采用低温微波活化工艺制备分级

结构ZnO；然后以N-甲基吡咯烷酮为溶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模板剂，进行二次低温微波

活化工艺，在分级结构ZnO表面原位自生长CuO纳米颗粒，得所述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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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上述方案中，所述低温微波活化工艺为：1)将锌盐超声溶解于DMF溶剂中，然后将

尿素超声溶解于所得混合液中，加入四甲基氢氧化铵，混合均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

液；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45-65W，温度为60-

70℃，压力为0.7-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2-3h后冷却至室温，将所得产物进行洗

涤、干燥、一次烧结，得分级结构ZnO。

[0008] 上述方案中，所述锌盐、尿素、四甲基氢氧化铵、苄基三乙基氯化铵的摩尔比为1:

(0.5～1.5):(0.6～0.8):(0.5～1)。

[0009] 上述方案中，所述锌盐为氯化锌、六水合硫酸锌或二水乙酸锌等。

[0010] 上述方案中，所述二次低温微波活化工艺为：1)将所得分级结构ZnO超声分散在N-

甲基吡咯烷酮中，加入铜盐，超声分散溶解；然后在搅拌条件下分别加入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和双氧水，搅拌混合均匀；

[0011] 2)将步骤1)所得混合液置于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25-35W、温度为40-50

℃、压力为0.5-0.7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15-25min后冷却至室温，将所得产物进行洗

涤、干燥、二次烧结，得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记作fZnO-CuO。

[0012] 上述方案中，所述分级结构ZnO、铜盐、苄基三乙基氯化铵的摩尔比为1:(0 .4～

0.5):(0.3～0.7)。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N-甲基吡咯烷酮、双氧水的体积比为(40-50):(5-10)；双氧水的

浓度为20-30wt％。

[0014] 上述方案中，所述一次烧结工艺为：加热至500-650℃保温烧结2-3h；所述二次烧

结工艺为：加热至350-450℃保温烧结1-3h。

[0015] 上述方案中，所述铜盐为乙酸铜或氯化铜等。

[0016] 上述方案中，所述干燥温度为80℃，时间为12-13h。

[0017] 根据上述方案制备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由CuO纳米颗粒附着在花状分级

结构ZnO基体表面而成，其中分级结构ZnO的尺寸大小10-20μm，CuO纳米颗粒粒径为10-

50nm。

[0018] 本发明的原理为：本发明采用低温微波活化法，以四甲基氢氧化铵为模板剂控制

形貌并调节所得反应体系的碱性条件，并以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降

低溶剂的表面张力，制备得到结构层次清晰的分级结构ZnO；然后在二次低温微波活化工艺

下，在分级结构ZnO为基体表面原位自生长CuO纳米颗粒，制备得到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

料；本发明采用微波辅助工艺，具有制备温度低、时间短等优点，所得复合材料的光生载子

的分离效率显著提高，可应用于光催化降解有机物、产氢，太阳能电池等领域。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0] 1)本发明采用低温微波活化法制得结构层次清晰的分级结构ZnO，并进一步采用

该方法以分级结构ZnO为基体在其表面原位自生长CuO纳米颗粒，具有操作简单、制备快速、

能耗低、环境友好的特点。

[0021] 2)本发明采用微波活化法制备得到的分级结构ZnO结构层次清晰，其中采用的四

甲基氢氧化铵同时作为模板剂和碱源，用于调节所得溶液体系的碱性条件并控制产物形

貌；并采用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为阳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降低溶剂的表面张力，有利于ZnO核

的形成和生长，得到结构层次清晰的分级结构Z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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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3)本发明以N-甲基吡咯烷酮作为溶剂，苄基三乙基氯化铵作为模板剂在二次低温

微波活化条件下，在分级结构ZnO为基体表面原位自生长CuO纳米颗粒，获得了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其中CuO为纳米颗粒。

[0023] 4)本发明所得ZnO/CuO复合材料的光生载子的分离效率显著提高，可应用于光催

化降解有机物、产氢、太阳能电池等领域。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XRD图谱。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a、b)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c、d)

的SEM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TEM图(a)和高分辨TEM图

(b)。

[002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红外光谱。

[0028]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紫外可见

吸收光谱。

[0029]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荧光光谱。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降解罗丹明B的(a)

光催化效果图(b)光催化速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

但本发明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4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量取0.6g尿素加入上述所得混合溶液中，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73g四甲基

氢氧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再加入1.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34]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65℃，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3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3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35]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所得分级结构ZnO分散

在含有50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99g的一水乙酸

铜，超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1 .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TEBA)和10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36]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

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压力为0.6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

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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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350℃下烧结2h，即得到黄

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记作fZnO-CuO。

[0037]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0-20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CuO纳米颗粒分步在分级结构ZnO表面，其中CuO纳米颗粒

的粒径范围是20-50nm。

[0038] 图1为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XRD图谱，由图中

可以看出：分级结构ZnO以及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衍射图谱中均出现了ZnO六方纤

锌矿的标准衍射峰(JCPDS,No.36-1451)；并且两种物质中ZnO衍射峰形状很尖锐，说明结晶

性较好；然而与纯的分级结构ZnO相比，ZnO/CuO复合材料中ZnO的衍射峰强度明显降低，这

是由于CuO纳米颗粒修饰之后ZnO衍射受到了影响，强度降低。

[0039]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SEM图谱如图2所示。其

中，图2(a)观察到所得分级结构ZnO形貌整体均呈团簇的花状，尺寸分布在10-20μm之间；图

2(b)中可以看出，所得分级结构ZnO的结构层次清晰，由一维的纳米棒组成。图2(c)可以看

出所得ZnO/CuO复合材料中分级结构ZnO表面被另一相CuO所修饰。图2(d)进一步证实了所

得复合材料由ZnO基体及其表面修饰的颗粒状CuO所构成。

[0040] 图3为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TEM图和高分辨TEM

图。由3(a)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分级结构ZnO的次级纳米棒表面被球形CuO纳米颗粒颗粒修

饰；CuO纳米颗粒的直径分布在10-50nm之间。而3(b)对应于图3(a)所得复合材料TEM图中纳

米棒ZnO与CuO纳米颗粒界面处的高分辨TEM图；图中分别出现了ZnO和CuO纳米颗粒的(101)

和(111)晶面；分析可得知，所得复合材料中ZnO与CuO纳米颗粒有很好的接触形成了异质

结。

[0041] 图4为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红外光谱图。图

中，所得复合材料中Zn-O的振动峰较纯ZnO移到发生了红移，并且在出现了Cu-O键的特征振

动峰。Zn-O特征峰红移可能是由于ZnO表面经过CuO修饰之后，CuO纳米颗粒对ZnO的晶格振

动产生影响。Zn-O特征峰的移动与Cu-O振动峰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CuO颗粒成功沉积在

ZnO的表面，与上述表征结果一致。

[0042]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见

图5。结果表明，所得复合材料的吸收光谱中ZnO吸收边带发生红移，可能是由于CuO对ZnO表

面的修饰改变了其表面态，进而影响了对光的吸收。同时，所得复合材料的光响应范围从紫

外波段拓宽到了可见光波段，增加了太阳光的利用率；在相同光照条件下所得复合材料可

以产生更多的光生载流子，有利于提升光催化降解效率。

[0043]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的荧光光谱见图6。结果

表明，所得复合材料的荧光谱中ZnO的两个荧光峰发生了红移，与紫外可见吸收光谱中吸收

边带红移的结论一致，同样是CuO颗粒的修饰作用所致。由图6可以明显看出，CuO修饰后所

得复合材料荧光强度与纯ZnO相比降低了很多，意味着其光致电子空穴的复合效率较低；这

主要归因于CuO纳米颗粒与基体ZnO之间形成了pn结有利于电子和空穴的分离。

[0044] 应用例

[0045] 将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和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分别用于光催化降解

罗丹明B，所得光催化降解罗丹明B的效果图和速率图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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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图7(a)通过对比发现，光催化测试显示在光照75min后，所得ZnO/CuO复合材料实

现对罗丹明B溶液100％的降解效果，而单纯的分级结构ZnO作为催化剂的降解效率只有

50％。由图7(b)可知，所述分级结构ZnO作为光催化剂降解罗丹明B的速率常数只有

0.009min-1，而所得ZnO/CuO复合材料的降解速率为0.0053min-1，其光催化速率约为单纯的

分级结构ZnO的六倍。

[0047] 实施例2

[0048]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盛有15ml二甲

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条件下，量取

0.9g尿素加入上述所得混合溶液中，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73g四甲基氢氧

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再加入1.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50]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置

于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70℃，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2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2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51]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所得分级结构ZnO分散

在含有50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8g的一水乙酸

铜，超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1 .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TEBA)和10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52]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转移到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

后将消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

下进行微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

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350℃下烧结

2h，即得到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53]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5-15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50nm。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4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量取0.9g尿素加入上述混合溶液，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55gml四甲基氢氧

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加再加入1.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57]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70℃，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2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2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58]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分级结构ZnO分散在含

有40μl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8g的一水乙酸铜，超声

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0.68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和10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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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59]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

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下进行

微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

质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350℃下烧结2h，即得

到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60]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0-15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50nm。

[0061] 实施例4

[0062]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4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量取0.9g尿素加入上述混合溶液，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55g四甲基氢氧化

铵(TMA·OH)；完全溶解后加再加入2.27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64]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65℃，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3h，

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

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2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65]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所得分级结构ZnO分散

在含有40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8g的一水乙酸

铜，超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0.68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TEBA)和5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66]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转移到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

后将消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下

进行微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

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450℃下烧结2h，

即得到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67]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0-20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40nm。

[0068] 实施例5

[0069]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0]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4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另量取0.3g尿素加入上述混合溶液，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55g四甲基氢氧

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加再加入2.27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71]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65℃，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3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3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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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所得分级结构ZnO分散

在含有40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99g的一水乙酸

铜，超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0.68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TEBA)和5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73]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转移到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

后将消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

下进行微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

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400℃下烧结

2h，即得到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74]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5-20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50nm。

[0075] 实施例6

[0076]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7]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4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另量取0.3g尿素加入上述混合溶液，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64g四甲基氢氧

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加再加入1.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78]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60℃，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2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2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79]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所得分级结构ZnO分散

在含有45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8g的一水乙酸

铜，超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1 .36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TEBA)和5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80]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转移到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

后将消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

下进行微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

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350℃下烧结

2h，即得到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81]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5-20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50nm。

[0082] 实施例7

[0083]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4]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1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另量取0.9g尿素加入上述混合溶液，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64g四甲基氢氧

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加再加入1.14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85]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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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70℃，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3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3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86]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所得分级结构ZnO分散

在含有50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99g的一水乙酸

铜，超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1 .36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

(TEBA)和10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87] 4)将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转移到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

后将消解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

下进行微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

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350℃下烧结

2h，即得到黄色的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88]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5-20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50nm。

[0089] 实施例8

[0090] 一种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1] 1)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的制备：称取2.195g的二水乙酸锌加入到盛有15ml二

甲基甲酰胺(DMF)溶液的烧杯中，超声震荡使二水乙酸锌完全溶解；在持续搅拌的条件下，

另量取0.3g尿素加入上述混合溶液，超声震荡使尿素完全溶解；然后加入0.64g四甲基氢氧

化铵(TMA·OH)；完全溶解后加再加入2.27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

[0092] 2)将所得分级结构ZnO前驱体溶液转移到5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罐放

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50W，温度为60℃，压力0.8Mpa的条件下进行微波反应2h，反

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放到培养皿中，并

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马弗炉中于500℃下烧结3h，即得到分级结构ZnO；

[0093] 3)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的制备：取0.81g分级结构ZnO分散在含

有45μl  N-甲基吡咯烷酮(NMP)的烧杯中，超声分散30min，然后加入0.99g的一水乙酸铜，超

声分散溶解乙酸铜；然后在快速搅拌的条件下分别加入0.68g苄基三乙基氯化铵(TEBA)和

10μl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H2O2)，搅拌30min；

[0094] 4)所得分级结构ZnO/CuO复合材料前驱体溶液100ml的微波消解罐中，然后将消解

罐放进微波反应器中；在微波功率为30W，温度为40到50℃，压力为0.6Mpa的条件下进行微

波反应15min，反应结束之后冷却至室温，分别用蒸馏水和乙醇洗涤数次，将所得白色物质

放到培养皿中，并置于干燥箱中80℃干燥12h；然后置于350℃下烧结2h，即得到黄色的分级

结构ZnO/CuO复合材料。

[0095] 本实施例所得分级结构ZnO为白色粉末，尺寸分布在15-25μm之间；所得分级结构

ZnO/CuO复合材料为黄色粉末状，其中CuO纳米颗粒的直径范围是10nm-50nm。

[009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做出若干改进和变换，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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