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1376690.2

(22)申请日 2020.11.30

(71)申请人 陕西科技大学

地址 710021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大学园

(72)发明人 张素风　魏宁　姚雪　姚紫洁　

呼旭旭　周秋生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张海平

(51)Int.Cl.

C25B 11/04(2021.01)

C25B 1/04(2021.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

磷化物及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

渡金属磷化物及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先将细

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碳化，得到的产

物依次用盐酸、蒸馏水清洗后干燥；再将氮掺杂

碳纤维分散在乙醇中，在分散液中加入氯化钴、

氯化铁和氯化锆、一正丁胺混合均匀；之后将前

驱液在140～180℃下进行水热处理，得到的反应

液离心后依次洗涤、干燥，将得到的复合物预氧

化处理后和次亚磷酸钠在300～400℃下进行磷

化处理，得到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

属磷化物。本发明得到的过渡金属磷化物析氧电

催化剂催化活性好、价格低廉，可用于电解水阳

极反应，具有导电性好、电化学比表面积高、暴露

的活性位点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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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步骤1，将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在600～800℃下碳化1～3h，得到的产物

依次用盐酸、蒸馏水清洗后干燥，得到氮掺杂碳纤维；

步骤2，将氮掺杂碳纤维分散在乙醇中，得到分散液，按(0.53～0.63)：(0.27～0.32)：

(0.05～0.2mol)的摩尔比，先在分散液中加入氯化钴、氯化铁和氯化锆，碳纤维和氯化钴的

比例为40mg：(0.53～0.63)mol，之后加入一正丁胺混合均匀，得到前驱液；

步骤3，将前驱液在140～180℃下进行水热处理，得到的反应液离心后依次洗涤、干燥，

得到复合物A，将复合物A预氧化处理后得到复合物B；

步骤4，按(10～30):1的质量比，将复合物B和次亚磷酸钠在300～400℃下进行磷化处

理，得到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1按如下方式得到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

将细菌纤维素悬浮液、吡咯、对甲苯磺酸混合均匀得到混合体系A，细菌纤维素、吡咯和

对甲苯磺酸的比例为100mg：0.5mL：1330mg，将氯化铁溶液在1～4℃的条件下加入到混合体

系A中，得到混合体系B，氯化铁溶液通过每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子水得到，将混合体

系B在1～4℃的条件下处理4～8h后抽滤，得到膜状物，将膜状物洗涤后干燥得到所述的细

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1先将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以1～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50～300℃，

之后保温1～3h，最后将碳化后的产物在600～800℃下进行碳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1将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以3～5℃/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600～8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1得到的产物研磨成粉末，再用质量分数为10％～15％的盐酸进行清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2将每40mg氮掺杂碳纤维分散在45ml乙醇中得到分散液；一正丁胺和氯化钴的比例为

2.5mL：(0.53～0.63)mo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3将前驱液在所述温度下水热12～18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3将复合物A在空气氛围中，于300～400℃保温1～3h得到复合物B。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步

骤4将复合物B和次亚磷酸钠以2～5℃/min的升温速率在300～400℃下进行磷化1～3h，得

到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

10.一种由权利要求1～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

物的制备方法得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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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能源材料领域，具体为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

物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氢气作为一种新型的清洁能源有望实现清洁生产和可持续供应，可以用来代替传

统化石能源，解决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在众多制备氢气的方法中，电解水是最有前景的一

种。电解水涉及阳极析氧和阴极析氢。其中，析氧反应是涉及四电子转移过程，存在严重的

动力学迟缓，往往需要较大的电势才能驱动。因此，需要制备高效的催化剂以降低反应所需

的过电位。

[0003] 目前，常用的析氧反应电催化剂主要是贵金属钌和铱的氧化物，具有催化活性高、

稳定性好的特点，但是其昂贵的价格和稀缺性限制了贵金属电催化剂的大规模应用。因此，

急需发明一种价格低廉且性能优异的析氧电催化剂。

[0004] 近些年，Fe、Co和Ni等过渡金属因其独特的电子结构受到了广泛关注，尤其是金属

氧化物和层状双氢氧化物等材料更是被认为具有潜力替代贵金属催化剂的材料。对于析氧

反应来说，反应总是发生在材料表面，氧化物和层状双氢氧化物不良的固有导电率是析氧

反应中电子传递的最大阻碍。研究发现，碳基载体具有优异的导电性，可以作为催化剂材料

的电子传输载体。而且，相比于金属氧化物，磷化物表现出更优异的催化性能。

[0005] 现阶段报道的载体催化剂往往使用了氧化石墨烯、碳纳米管等价格较为昂贵的碳

材料，不利于催化剂的商业化应用。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合成具有碳基载体负载的过渡金属

磷化物被认为是一种促进析氧反应活性，加速催化剂商业化的有效手段。因此，开发一种催

化活性高，廉价易得的催化剂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

属磷化物及制备方法，得到的析氧电催化剂催化活性好、价格低廉，可用于电解水阳极反

应，具有导电性好、电化学比表面积高、暴露的活性位点多的优点。

[0007]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1，将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在600～800℃下碳化1～3h，得到的

产物依次用盐酸、蒸馏水清洗后干燥，得到氮掺杂碳纤维；

[0010] 步骤2，将氮掺杂碳纤维分散在乙醇中，得到分散液，按(0.53～0.63)：(0 .27～

0.32)：(0.05～0.2mol)的摩尔比，先在分散液中加入氯化钴、氯化铁和氯化锆，碳纤维和氯

化钴的比例为40mg：(0.53～0.63)mol，之后加入一正丁胺混合均匀，得到前驱液；

[0011] 步骤3，将前驱液在140～180℃下进行水热处理，得到的反应液离心后依次洗涤、

干燥，得到复合物A，将复合物A预氧化处理后得到复合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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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4，按(10～30):1的质量比，将复合物B和次亚磷酸钠在300～400℃下进行磷

化处理，得到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

[0013] 优选的，步骤1按如下方式得到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

[0014] 将细菌纤维素悬浮液、吡咯、对甲苯磺酸混合均匀得到混合体系A，细菌纤维素、吡

咯和对甲苯磺酸的比例为100mg：0.5mL：1330mg，将氯化铁溶液在1～4℃的条件下加入到混

合体系A中，得到混合体系B，氯化铁溶液通过每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子水得到，将混

合体系B在1～4℃的条件下处理4～8h后抽滤，得到膜状物，将膜状物洗涤后干燥得到所述

的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

[0015] 优选的，步骤1先将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以1～3℃/min的升温速率

升温至250～300℃，之后保温1～3h，最后将碳化后的产物在600～800℃下进行碳化。

[0016] 优选的，步骤1将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以3～5℃/min的升温速率升

温至600～800℃。

[0017] 优选的，步骤1得到的产物研磨成粉末，再用质量分数为10％～15％的盐酸进行清

洗。

[0018] 优选的，步骤2将每40mg氮掺杂碳纤维分散在45ml乙醇中得到分散液；一正丁胺和

氯化钴的比例为2.5mL：(0.53～0.63)mol。

[0019] 优选的，步骤3将前驱液在所述温度下水热12～18h。

[0020] 优选的，步骤3将复合物A在空气氛围中，于300～400℃保温1～3h得到复合物B。

[0021] 优选的，步骤4将复合物B和次亚磷酸钠以2～5℃/min的升温速率在300～400℃下

进行磷化1～3h，得到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

[0022] 一种由上述任意一项所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

方法得到的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4] 本发明一种氮掺杂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制备方法，先将细菌纤

维素表面原位聚合的聚吡咯进行碳化，可形成具有导电性的碳材料，之后依次用盐酸、蒸馏

水清洗后干燥可以除去碳化过程中形成的杂质，保证制备的碳材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并

且酸性的过程中可以使碳材料表面暴露活性基团—COOH，有利于后续原位生长催化活性材

料；之后将氮掺杂碳纤维分散在乙醇中，加入一定量的氯化钴、氯化铁和氯化锆，碳纤维和

氯化钴，以及一正丁胺混合均匀，可得到前驱液，这样之后水热处理时可在氮掺杂碳纤维表

面原位合成锆掺杂的CoFe氧化物；然后将复合物A预氧化处理再磷化可以使水热合成的

CoFeZr氧化物结晶性更好，有利于之后的低温磷化过程引入磷元素，最后得到氮掺杂碳纤

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在CoFeZr氧化物中引入了磷元素，使得原本氧元素占据

的部分位置被磷元素替代，形成了新的电子结构，得到的析氧电催化剂催化活性好、催化效

率越高、过电位低，可用于电解水阳极反应，具有导电性好、电化学比表面积高、暴露的活性

位点多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1所得的高效析氧反应电催化剂P‑CoFeZr0.1/NCBC的XRD谱图。

[0026] 图2为实施例1所得的高效析氧反应电催化剂P‑CoFeZr0.1/NCBC的极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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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3为实施例1所得的高效析氧反应电催化剂P‑CoFeZr0.1/NCBC的Tafel斜率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发明的解释而

不是限定。

[0029] 本发明一种氮掺杂生物质碳纤维负载锆诱导的过渡金属磷化物析氧电催化剂的

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30] 步骤一：在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

苯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1～4℃的冰水浴中，1946mg氯化铁溶

于60mL去离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4～8h。抽滤成膜状产物，洗涤干燥。

[0031] 氯化铁作为引发剂，诱导吡咯单体在细菌纤维素表面原位聚合，形成Ppy(聚吡

咯)/BC(细菌纤维素)材料。

[0032] 步骤二：将步骤一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1～3℃/min升温至250～300℃，

保温1～3h，细菌纤维素在250～350℃会发生快速降解，以较低升温速率升温并保温一定时

间，可以细菌纤维素在之后高温碳化的过程中减少损失，形成较多的具有导电性的碳材料，

再用3～5℃/min升温至600～800℃，保温1～3h。所得到的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

数为10％～15％的盐酸超声清洗，采用盐酸酸洗，目的是为了除去碳化过程中形成的杂质，

保证制备的碳材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并且酸性的过程中可以使碳材料表面暴露活性基

团—COOH，有利于后续原位生长催化活性材料，最后用蒸馏水洗涤干燥。

[0033] 步骤三：取40mg步骤二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53～

0.63mol的氯化钴、0.27～0.32mol氯化铁和0.05～0.2mol氯化锆加入上述分散液中，搅拌

30min，缓慢滴加2.5mL一正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

的反应釜中，140～180℃反应12～18h。水热过程中，碳纤维表面原位合成了锆掺杂的CoFe

氧化物，离心，洗涤，干燥。

[0034]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300～400℃，空气氛围预氧化1～

3h。预氧化可以使水热合成的CoFeZr氧化物结晶性更好，有利于之后的低温磷化过程引入

磷元素；

[0035] 步骤五：将步骤四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10～30):1的质量比分别置于瓷

舟中分别放在管式炉的下游和上游，以2～5℃/min升温至300～400℃，保温1～3h。磷化过

程中，在CoFeZr氧化物引入磷元素，使得原本氧元素占据的部分位置被磷元素替代，在XRD

中能观察到材料中的氧化物变为磷化物。

[0036] 实施例1

[0037] 步骤1)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苯

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1℃冰水浴，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

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6h。抽滤成膜，洗涤干燥。

[0038] 步骤2)将步骤1)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2℃/min升温至300℃，保温1h，再

用5℃/min升温至800℃，保温2h。所得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超声

清洗，洗涤干燥。

[0039] 步骤3)取40mg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6mmol氯化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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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mmol氯化铁和0.1mmol氯化锆加入到碳纤维分散液中，搅拌30min，缓慢滴加2.5mL一正

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160℃反应15h。

离心，洗涤，干燥。

[0040] 步骤4)将步骤3)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350℃，空气氛围预氧化2h。

[0041] 步骤5)将步骤4)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10:1的质量比分别放在管式炉的

下游和上游，以3℃/min升温至350℃，保温2h。

[0042] 图1的XRD谱图反映了所制备的催化剂P‑CoFeZr0.1/NCBC与CoP和FeP的标准谱图对

应，说明了成功制备了双金属磷化物。

[0043] 图2的极化曲线反应了催化剂P‑CoFeZr0 .1/NCBC的电催化活性，析氧反应仅在

1.53V时就达到10mA/cm2，反应所需的过电位η＝1.53‑1 .23＝0.3V，而同样的过程下商业

RuO2的过电位为0.32V。

[0044] 图3中Tafel斜率反应了电催化剂P‑CoFeZr0.1/NCBC的催化效率，其数值越小，催化

效率越高，因此本发明制备的催化剂效率高于商业RuO2。

[0045] 实施例2

[0046] 步骤1)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苯

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2℃冰水浴，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

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4h。抽滤成膜，洗涤干燥。

[0047] 步骤2)将步骤1)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3℃/min升温至250℃，保温1h，再

用5℃/min升温至600℃，保温3h。所得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数为12％的盐酸超声

清洗，洗涤干燥。

[0048] 步骤3)取40mg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63mmol氯化钴，

0.32mmol氯化铁和0.05mmol氯化锆加入到碳纤维分散液中，搅拌30min，缓慢滴加2.5mL一

正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140℃反应

12h。离心，洗涤，干燥。

[0049] 步骤4)将步骤3)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300℃，空气氛围预氧化1h。

[0050] 步骤5)将步骤4)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10:1的质量比分别放在管式炉的

下游和上游，以5℃/min升温至320℃，保温1h。

[0051] 实施例3

[0052] 步骤1)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苯

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4℃冰水浴，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

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5h。抽滤成膜，洗涤干燥。

[0053] 步骤2)将步骤1)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1℃/min升温至300℃，保温2h，再

用4℃/min升温至650℃，保温1h。所得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超声

清洗，洗涤干燥。

[0054] 步骤3)取40mg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53mmol氯化钴，

0.27mmol氯化铁和0.2mmol氯化锆加入到碳纤维分散液中，搅拌30min，缓慢滴加2.5mL一正

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150℃反应18h。

离心，洗涤，干燥。

[0055] 步骤4)将步骤3)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320℃，空气氛围预氧化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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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步骤5)将步骤4)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10:1的质量比分别放在管式炉的

下游和上游，以3℃/min升温至300℃，保温2h。

[0057] 实施例4

[0058] 步骤1)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苯

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3℃冰水浴，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

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7h。抽滤成膜，洗涤干燥。

[0059] 步骤2)将步骤1)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2℃/min升温至280℃，保温1h，再

用5℃/min升温至700℃，保温2h。所得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数为15％的盐酸超声

清洗，洗涤干燥。

[0060] 步骤3)取40mg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6mmol氯化钴，

0.3mmol氯化铁和0.1mmol氯化锆加入到碳纤维分散液中，搅拌30min，缓慢滴加2.5mL一正

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170℃反应16h。

离心，洗涤，干燥。

[0061] 步骤4)将步骤3)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380℃，空气氛围预氧化3h。

[0062] 步骤5)将步骤4)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20:1的质量比分别放在管式炉的

下游和上游，以2℃/min升温至380℃，保温2h。

[0063] 实施例5

[0064] 步骤1)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苯

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2℃冰水浴，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

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8h。抽滤成膜，洗涤干燥。

[0065] 步骤2)将步骤1)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3℃/min升温至300℃，保温3h，再

用3℃/min升温至750℃，保温1h。所得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超声

清洗，洗涤干燥。

[0066] 步骤3)取40mg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6mmol氯化钴，

0.3mmol氯化铁和0.1mmol氯化锆加入到碳纤维分散液中，搅拌30min，缓慢滴加2.5mL一正

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180℃反应15h。

离心，洗涤，干燥。

[0067] 步骤4)将步骤3)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400℃，空气氛围预氧化2h。

[0068] 步骤5)将步骤4)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10:1的质量比分别放在管式炉的

下游和上游，以3℃/min升温至350℃，保温3h。

[0069] 实施例6

[0070] 步骤1)100mL  1mg/mL的细菌纤维素悬浮液中加入0.5mL吡咯单体，1330mg对甲苯

磺酸作为掺杂剂加入其中，将上述混合液体转移至1℃冰水浴，1946mg氯化铁溶于60mL去离

子水中，并缓慢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反应6h。抽滤成膜，洗涤干燥。

[0071] 步骤2)将步骤1)中干燥的材料置于管式炉中，以2℃/min升温至300℃，保温1h，再

用5℃/min升温至800℃，保温1h。所得碳纤维研磨成粉末，并用质量分数为10％的盐酸超声

清洗，洗涤干燥。

[0072] 步骤3)取40mg所得的氮掺杂碳纤维超声分散在45ml乙醇当中，0.6mmol氯化钴，

0.3mmol氯化铁和0.1mmol氯化锆加入到碳纤维分散液中，搅拌30min，缓慢滴加2.5mL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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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胺至反应体系中，搅拌15min后转移至100mL聚四氟乙烯内衬的反应釜中，160℃反应15h。

离心，洗涤，干燥。

[0073] 步骤4)将步骤3)中所得的粉末置于管式炉中，350℃，空气氛围预氧化2h。

[0074] 步骤5)将步骤4)中所得的粉末和次亚磷酸钠以30:1的质量比分别放在管式炉的

下游和上游，以3℃/min升温至400℃，保温2h。

[0075] 对以上实施例中的催化剂进行性能表征，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实施例仅是本发明

的进一步说明，而不是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在相当的含义或范围内做出适当的修改和

改进，这些均应认为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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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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