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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

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将公开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

制备方法及其产品和应用，在不加碱的条件下，

软模板法一步合成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以

聚氧化乙烯‑聚苯醚‑聚氧化乙烯三嵌段共聚物

PEO‑PPO‑PEO（F127）为模板，加入1,3,5‑三甲苯，

间二苯酚，六亚甲基四胺合成有序介孔聚合物中

间体，然后加入柠檬酸铁制备铁负载的有序介孔

碳材料。这样制备出的铁负载的介孔碳材料，具

有高比表面积，均一的孔径，且具有很好的磁性，

在吸附有机污染物上表现出良好的吸附功能且

能够快速将污染物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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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不加碱的条件下，以聚氧化乙

烯‑聚苯醚‑聚氧化乙烯三嵌段共聚物PEO‑PPO‑PEO（F127）为模板，加入1,3,5‑三甲苯，间二

苯酚，六亚甲基四胺合成有序介孔聚合物中间体，然后加入柠檬酸铁制备铁负载的有序介

孔碳材料，包括如下步骤：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一定量的1,3,5‑三甲苯（TMB），0.55g间苯二酚及

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1‑4  h，得到澄清的溶液，其中，TMB/F127的质量比为

0.2~0.4；

b、将a的溶液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  ℃下水热反应6‑24  h；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40‑100  ℃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中间体；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搅拌过夜后，将干燥得到

的产物在650℃，在非氧气气体保护下煅烧1‑5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其中，

步骤b中水热反应12h；

步骤c中干燥温度为8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非氧气

气体是指氢气、氮气、氩气或氦气，煅烧时间为3h。

3.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其特征在于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方法制备得到，该负

载Fe 的介孔碳材料的比表面积为580‑600  m2/g、孔体积为0.28‑0.38  cm3/g、平均孔径3‑

4nm、Fe的含量高于10%。

4.一种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在吸附废水中有机污染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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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用于工业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吸附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负载

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生命存在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样是构成人体组织的重

要部分。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几何增长、现代工业废水的乱排乱放、城市垃圾、农村农药喷洒

等等，造成本来已是极少的淡水资源加剧短缺，无法为人类所用。造成水污染的主要污染物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有机物(酚类有机物、制药废水、三氯甲烷、四氯化碳、氨氮等)；重金属

(铅、汞、锰、镉等)；微生物(细菌、致病菌等)。而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工业化发展，含有有机类

污染物的工业废水被大量排放。

[0003] 目前，水中污染物的处理方法主要有：物理处理方法、化学处理方法、生物处理方

法等。物理处理技术有很多种，随需处理的有机污染物的不同而不同，主要方法有：吸附法、

混凝法、气浮法、沉淀法等。化学处理技术包括铁炭法、臭氧氧化法、Fenton试剂法、光催化

氧化法等。使用化学方法时，某些化学试剂非常昂贵，而一些化学试剂的过量使用又容易导

致水体的二次污染。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利用微生物的生命活动来代谢废水中的有机物从而

达到净化目的。目前针对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最有效的处理方法是吸附法。吸附法主要是

利用多孔材料吸附废水中一种或几种污染物，从而回收或去除污染物，以达到净化废水的

目的。常用的固体吸附剂主要有：多孔碳材料、炉渣、人造沸石、高岭土、膨润土、硅藻土等。

[0004] 近年来，一种新型的性能优异的多孔碳材料即介孔碳材料在吸附废水中有机污染

物方面得到很好的应用，介孔碳材料由于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可控的孔结构、较大的孔径

和较窄的孔径分布以及很好的化学和机械稳定性，在吸附分离、电极材料、催化剂载体、能

量存储等领域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将有序介孔碳应用于吸附

有机污染物时，存在一个待解决的难题，即有序介孔碳材料不容易从水溶液中分离出来，因

此不利于材料的二次利用而且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有序介孔碳材料不容易从水溶液中分离出来的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

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方法制备的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产品。

[0007]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产品的应用。

[0008] 本发明目的通过下述方案实现：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不加碱的条件下，软模板法一步合成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以聚氧化乙烯‑聚苯

醚‑聚氧化乙烯三嵌段共聚物PEO‑PPO‑PEO（F127）为模板，加入1,3,5‑三甲苯，间二苯酚，六

亚甲基四胺合成有序介孔聚合物中间体，然后加入柠檬酸铁制备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

料，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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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一定量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10]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1‑4  h，得到澄清的溶液，其中，

TMB/F127的质量比为0.2~0.4；

[0011]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6‑24  h；

[0012]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40‑100  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

[0013] 合物中间体；

[0014]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搅拌过夜后，将干燥

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非氧气气体保护下煅烧1‑5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15] 在上述方案基础上，步骤b中水热反应12h。

[0016] 步骤c中干燥温度为85ºC。

[0017] 步骤d中非氧气气体是指氢气、氮气、氩气、氦气，煅烧时间为3h。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根据上述任一所述方法制备得到，该负载

Fe 的介孔碳材料的比表面积为580‑600  m2/g、孔体积为0.28‑0.38  cm3/g、平均孔径3‑4nm、

Fe的含量高于10%。

[0019] 本发明提供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在吸附废水中有机污染物中的应用。

[0020] 这样制备出的铁负载的介孔碳材料，具有高比表面积，均一的孔径，且具有很好的

磁性，在吸附有机污染物上表现出良好的吸附功能且能够快速将污染物分离出来。本发明

的方法得到的负载Fe 的介孔碳材料的Fe  含量高于用浸渍法制备得到的介孔碳材料，并且

没有团聚现象的发生；其具有介孔纳米孔道、比表面积大、孔径分布均匀的特点，并且Fe  均

匀分布在介孔碳材料的基体中。该介孔碳材料结构稳定，比表面积大且具有良好的磁性，能

很好的用于磁性分离。

[0021] 我们设计在介孔碳上负载磁性金属粒子，使介孔碳具有很好的磁性，这样在外加

磁场的条件下，介孔碳材料就可以快速的从水溶液中分离出来，去除有机污染物后还可以

进行二次吸附。

附图说明

[0022] 图1 是实施例1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

[0023] 图2 是实施例1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24] 图3是实施例2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

[0025] 图4 是实施例2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26] 图5 是实施例3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

[0027] 图6 是实施例3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28] 图7 是实施例4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

[0029] 图8 是实施例4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30] 图9 是实施例5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

[0031] 图10 是实施例5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32] 图11 是实施例6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

[0033] 图12 是实施例6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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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负载铁的介孔碳材料的制备方法，在不加碱的条件下，以聚氧化乙烯‑聚苯

醚‑聚氧化乙烯三嵌段共聚物PEO‑PPO‑PEO（F127）为模板，加入1,3,5‑三甲苯，间二苯酚，六

亚甲基四胺合成有序介孔聚合物中间体，然后加入柠檬酸铁制备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

料，按如下步骤制备：

[0037]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0.2g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38]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2  h，得到澄清的溶液。

[0039]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12  h。

[0040]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85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

[0041] 中间体。

[0042]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搅拌过夜后，将干燥

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氮气保护下煅烧3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43] 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铁掺杂的有序介孔碳，具有良好的介孔结构，介孔参数见表

1：比表面积为509m2/g，孔径为3.4nm。

[0044] 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见图1，是实施例1  制；制得

介孔碳材料的透射电镜图见图2  。

[0045] 实施例2

[0046]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0.3g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47]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2  h，得到澄清的溶液。

[0048]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12  h。

[0049]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85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

[0050] 中间体。

[0051]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搅拌过夜后，将干燥

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氮气保护下煅烧3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52] 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铁掺杂的有序介孔碳，具有良好的介孔结构，介孔参数见表

1：比表面积为505m2/g，孔径为3.2nm。

[0053]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见图3；制得介孔碳材料

的透射电镜图见图4。

[0054] 实施例3

[0055]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0.4g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56]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2  h，得到澄清的溶液。

[0057]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12  h。

[0058]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85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

[0059] 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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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搅拌过夜后，将干燥

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氮气保护下煅烧3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61] 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铁掺杂的有序介孔碳，具有良好的介孔结构，介孔参数见表

1：比表面积为503m2/g，孔径为3.0nm。

[0062]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如图5和制得介孔碳材料

的透射电镜图见图6。

[0063] 实施例4

[0064]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0.2g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65]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2  h，得到澄清的溶液。

[0066]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12  h。

[0067]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85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

[0068] 中间体。

[0069]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橙色聚合物中间体

与柠檬酸铁的质量比为0.1，搅拌过夜后，将干燥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氮气保护下煅烧3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70] 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铁掺杂的有序介孔碳，具有良好的介孔结构，介孔参数见表

1：比表面积为590m2/g，孔径为3.8nm，并且Fe  均匀分布在介孔碳材料的基体中。

[0071]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如图7和制得介孔碳材料

的透射电镜图见图8。

[0072] 实施例5

[0073]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0.2g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74]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2  h，得到澄清的溶液。

[0075]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12  h。

[0076]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85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

[0077] 中间体。

[0078]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橙色聚合物中间体

与柠檬酸铁的质量比为0.15，搅拌过夜后，将干燥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氮气保护下煅烧3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79] 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铁掺杂的有序介孔碳，具有良好的介孔结构，介孔参数见表

1：比表面积为592m2/g，孔径为4.6nm，并且Fe  均匀分布在介孔碳材料的基体中。

[0080]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图9  和透射电镜图见图

10。

[0081] 实施例6

[0082] a、称取1.0g  F127溶于18  g水中，加入0.2g的1,3,5‑三甲苯（TMB），0.55g

[0083] 间苯二酚及0.35  g六亚甲基四胺，在常温下搅拌2  h，得到澄清的溶液。

[0084] b、将a的溶液其转入100  ml反应釜中，100ºC下水热反应12  h。

[0085] c、将b的反应产物抽滤、洗涤、在85ºC的温度下干燥，得到橙色聚合物

[0086] 中间体。

[0087] d、将c中合成的橙色聚合物浸渍在溶解好的柠檬酸铁溶液中，橙色聚合物中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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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柠檬酸铁的质量比为0.2，搅拌过夜后，将干燥得到的产物在650ºC，在氮气保护下煅烧3 

h，即得到铁负载的有序介孔碳材料。

[0088] 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铁掺杂的有序介孔碳，具有良好的介孔结构，介孔参数见表

1：比表面积为580m2/g，孔径为3.6nm，并且Fe  均匀分布在介孔碳材料的基体中。

[0089] 制得介孔碳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曲线及孔径分布图和透射电镜图见图12。

[0090] 表1 实施例1‑6 的介孔碳材料的介孔参数

[00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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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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