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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

FeMoO4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为包括将一定

量含铁化合物，含钼化合物和均相沉淀剂尿素溶

于一定量的溶剂中，充分搅拌一定时间，形成稳

定的溶液。将混合溶液转移具有聚四氟乙烯内衬

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在

120～180℃下加热12～24h，冷却至室温。所得产

物用去离子水或无水乙醇清洗3遍以上，离心过

滤，于50～60℃下真空干燥。得到的产物再于空

气气氛中煅烧，制备得到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

孔FeMoO4固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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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

括：将含铁化合物，含钼化合物和均相沉淀剂溶于溶剂中，充分搅拌后进行水热反应，反应

结束后将产物洗涤、离心、干燥，再于空气气氛中煅烧，制备得到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

FeMoO4固体材料，所述溶剂为水或水和乙醇的混合，水和乙醇的混合中水：乙醇的体积比为

1-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含铁化合物选自氯化铁、硝酸铁、硫酸铁；所述含钼化合物选自氯化钼，钼酸钠，钼

酸铵；所述均相沉淀剂选择尿素。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水：乙醇的体积比为1.5-2.5: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含铁化合物和含钼化合物以Fe和Mo计，Fe和Mo的摩尔比为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均相沉淀剂的用量与含铁化合物及含钼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2~18:1: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均相沉淀剂的用量与含铁化合物及含钼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2-14:1:1。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热反应为：将充分搅拌后得到

的混合溶液转移至聚四氟乙烯为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在120~180  ℃下加热12

~24  h，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水热反应后所得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

水乙醇分别清洗至少3遍，离心过滤，再于50~60  ℃下真空干燥，得到FeMoO4前驱体纳米固

体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煅烧温度为400  ~  600  ℃，煅烧时间

为30  min  ~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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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材料合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  FeMoO4

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钼酸盐纳米材料在光、电、磁等方面具有良好的性质，在相关的材料领域存在着极

其广泛的潜在应用价值。探索钼酸盐纳米材料的控制合成方法，研究钼酸盐纳米材料的性

质，寻求钼酸盐纳米材料的性质与其微结构的关系，拓展钼酸盐纳米材料应用空间，成为当

前材料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

[0003] 作为钼酸盐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目前钼酸铁的制备方法较多，其主要为固相合成

法和水热法。例如，Shu-Hong  Yu课题组采用水热法制备了具有三维结构的钼酸铁(Fe2

(MoO4)3)微纳米材料。周明军课题组用水热方法制备了氧化钼/氢氧化铁异质纳米结构，将

其在空气中煅烧成功制备出了多孔钼酸铁纳米棒。而固相合成法合成的材料只要控制好配

比和煅烧温度，可以保证最终产物纯度。

[0004] 专利号CN201110347429.4提供以一种以EDTA为添加剂、采用微波辐射法制备具有

片层结构的钼酸铁纳米锥材料。该方法具有反应效率高、工艺可控性强以及适合批量连续

合成等特点；所合成的钼酸铁纳米材料具有形貌规整、结晶度高、分散性好等优点；该配位

剂辅助微波辐射技术来制备的钼酸铁纳米材料，合成的产物具有独特物理化学特性，而使

得钼酸铁纳米材料在光学、电学、催化及传感等领域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

所述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具有均一介孔层状结构。

[0006]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将含

铁化合物，含钼化合物和均相沉淀剂溶于溶剂中，充分搅拌后进行水热反应，反应结束后将

产物洗涤、离心、干燥，再于空气气氛中煅烧，制备得到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

体材料。

[0008] 所述含铁化合物选自氯化铁、硝酸铁、硫酸铁；所述含钼化合物选自氯化钼，钼酸

钠，钼酸铵；所述均相沉淀剂选择尿素。

[0009] 所述溶剂为水或水和乙醇的混合，水和乙醇的混合中水：乙醇的体积比为1-3：1；

水：乙醇的优选体积比为1.5-2.5:1。

[0010] 含铁化合物和含钼化合物以Fe和Mo计，Fe和Mo的摩尔比为1:1。

[0011] 均相沉淀剂的用量与含铁化合物及含钼化合物的摩尔比为12～18:1:1。

[0012] 均相沉淀剂的用量与含铁化合物及含钼化合物的优选摩尔比为  12-14:1:1。

[0013] 所述水热反应为：将充分搅拌后得到的混合溶液转移至聚四氟乙烯为内衬的不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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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在120～180℃下加热12～24h，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

[0014] 水热反应后所得产物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清洗至少3遍，离心过滤，再于50

～60℃下真空干燥，得到FeMoO4前驱体纳米固体材料。

[0015] 煅烧温度为400～600℃，煅烧时间为30min～2h。

[0016] 综上所述，得到具有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合成关键点：反

应原材料需溶于选用的溶剂，保证原材料计量比正确；水热和煅烧温度会影响产物形貌，但

不是影响产物纯度的关键因素。

[0017] 本发明的反应原料选择氯化铁和氯化钼时，两种盐在水热反应之前不发生反应，

因此可待到水热之后与尿素充分接触，得到产物的形貌最好。

[0018] 与其他方法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具有反应过程简单，反应时间短，无需任何复杂的操作及特殊的设备等优

点。本发明合成的FeMoO4材料由较均一的纳米立方体堆积而成，呈现层状结构，孔道较为均

一、材料分散性好、比表面积较大，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XRD 图片。

[0021] 图2是实施例1制备的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FeMoO4固体材料的SEM 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对比例进一步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室温下，将1mmol氯化铁，1mmol氯化钼和12mmol尿素溶于80ml  水中，置于磁力搅

拌器上，充分搅拌使之全部溶解。搅拌30min后，将溶液转移至一个100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

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置于马弗炉中在160℃下水热反应18h，然后冷却至室温，

所得产物用水和无水乙醇分别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

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500℃下煅烧2h。得到具有纳米立方体堆积层状介孔

FeMoO4固体材料，如图1、图2所示。

[0025] 实施例2

[0026] 室温下，将1mmol氯化铁，1mmol氯化钼和12mmol尿素溶于80ml  水中，置于磁力搅

拌器上，充分搅拌使之全部溶解。搅拌30min后，将溶液转移至一个100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

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置于马弗炉中在120℃下水热反应12h，然后冷却至室温，

所得产物用无水乙醇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

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400℃下煅烧2h。得到FeMoO4纳米固体材料。

[0027] 实施例3

[0028] 室温下，将1mmol氯化铁，1mmol钼酸钠和15mmol尿素溶于54ml  水和26ml乙醇中，

置于磁力搅拌器上，充分搅拌使之全部溶解。搅拌30min  后，将溶液转移至一个100ml的具

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置于马弗炉中在180℃下水热反应24h，然

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无水乙醇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

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600℃下煅烧30min。得到FeMoO4纳米固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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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4

[0030] 室温下，将1mmol氯化铁，1mmol钼酸钠和15mmol尿素溶于40ml  水和40ml乙醇中，

置于磁力搅拌器上，充分搅拌使之全部溶解。搅拌30min  后，将溶液转移至一个100ml的具

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置于马弗炉中在160℃下水热反应12h，然

后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无水乙醇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

真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500℃下煅烧1h。得到FeMoO4纳米固体材料。

[0031] 实施例5

[0032] 室温下，将1mmol氯化铁，1mmol钼酸铵和18mmol尿素溶于60ml  水和20ml乙醇，置

于磁力搅拌器上，充分搅拌使之全部溶解。搅拌30min  后，将溶液转移至一个100ml的具有

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置于马弗炉中在120℃下水热反应18h，然后

冷却至室温，所得产物用无水乙醇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

空干燥。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400℃下煅烧1h。得到FeMoO4纳米固体材料。

[0033] 实施例6

[0034] 室温下，将1mmol氯化铁，1mmol钼酸铵和18mmol尿素溶于80ml  水中，置于磁力搅

拌器上，充分搅拌使之全部溶解。搅拌30min后，将溶液转移至一个50ml的具有聚四氟乙烯

内衬的不锈钢高温高压反应釜中，置于马弗炉中在180℃下水热反应12h，然后冷却至室温，

所得产物用无水乙醇清洗三遍，除去可能残余的杂质，离心过滤，在60℃下真空干燥。将干

燥后的产物在空气气氛中于600℃下煅烧2h。得到FeMoO4纳米固体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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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07459064 B

7


	扉页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