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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复合镁铝水滑石的制备及表征
赵秀峰 １
吴 霞 １，张立忠 １，李建辉 ２，
新疆 昌吉 ８３１１００；２．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１． 昌吉学院化学与应用化学系，
摘要：利用共沉淀法原位制备活性炭复合镁铝水滑石，
考察活性炭和水滑石不同比例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并对产物进行了 ＸＲＤ 表征。
结果表明：ＸＲＤ 表征图谱中，样品有水滑石的特征衍射峰，说明原位合成法得到的样品具有较好的晶型。电化学测试表明，不同比例的样
品其电容性能不同，活性炭与水滑石比例为 １∶１０ 时，
所得样品的电容量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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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滑石材料属于阴离子型层状化合物，具有的可插
层性和层间离子的可交换性，将一些功能性客体物质引
入层间空隙并将层板距离撑开从而形成层柱化合物 ［１］。
水滑石类化合物因其独特的结构被广泛应用在催化、离
子交换、吸附等方面［２－３］。同时水滑石及其氧化物具有独
特的微孔结构、金属离子的同晶可取代性和层间阴离子
的可交换性等特点［４－５］，通过将电活性物质引入到水滑石
层板或层间，可以得到一类新型的超级电容器电容材
料。由于活性炭的制备原料来源广泛，廉价易得［６］，同时
活性炭具有高比表面积［７］，
常用作电极材料。因此本文利
［８］
用共沉淀法 原位合成活性炭复合镁铝水滑石，并测试
其电容性能。

1 实验部分
1.1 试剂及仪器
试剂及药品均为分析纯试剂。仪器为 ＸＤ－２ 型 Ｘ－
射线衍射仪（北京普析仪器有限责任公司），以 Ｃｕ－Ｋα
为辐射源，波长为 １．５４０６ ，管电压 ３６ ＫＶ，管电流 ２０
Ａ
ｍＡ，扫描角度范围：
５°￣９０°，步长为 ０．０２°；电化学测试
装置采用天津市兰立科化学电子高技术有限公司的
Ｏ

ＬＫ９８ＢⅡ电化学工作站，本实验采用三电极体系，其中
工作电极是待测电极，参比电极为饱和甘汞电极，辅助
电极为铂丝。以 ６ ｍｏｌ Ｌ－１ 的 ＫＯＨ 溶液为电解液，电化学
工作站的电位窗口为 －０．７ 到 ０．２ Ｖ，循环伏安测试的扫
速为 １０ ｍｖ ｓ－１。
1.2 实验步骤
1.2.1 活性炭的预处理
采取浓硫酸液相活化活性炭，将活性炭浸渍在含

有浓硫酸的烧杯中，磁力搅拌并恒温（９０℃）水浴反应
８ｈ 后静置，抽滤、水洗至中性，置于烘箱中（１０５℃）干燥
４ｈ，待自然冷却至室温，将活化活性炭磨细备用。
1.2.2 共沉淀法制备活性炭复合水滑石
水滑石的结构式为［ＭⅡ１－ｘＭⅢ（ＯＨ
）２］ｘ＋（Ａｎ－）ｘ／ｎ·ｍＨ２Ｏ，
ｘ
当 Ｍ Ⅱ／Ｍ Ⅲ摩尔比介于 ２～４ 之间时能得到结构完整的
ＬＤＨｓ，本实验选取 ＭⅡ／ＭⅢ＝３。
（１） 室 温 下 ，称 取 一 定 量 的 Ｍｇ（ＮＯ３）２·６Ｈ２Ｏ 和
Ａｌ（ＮＯ３）３·９Ｈ２Ｏ，分别量取 １００ｍＬ 的蒸馏水，配制成硝
酸盐溶液。
（２）同 时 将 上 述 两 种 硝 酸 盐 溶 液 和 ＮａＯＨ 溶 液
（１ｍｏｌ／Ｌ） 分别缓慢滴加到含有活性炭 （浓硫酸活化处
理）的烧杯中，会有白色悬浮物出现。当溶液滴加完后，
调 ｐＨ 约为 ９．５，继续搅拌反应 ４ｈ。反应完后，将溶液静
置陈化 ２４ｈ，抽滤、水洗至中性，１０５℃干燥 ３ｈ。待自然
冷却至室温后研细备用。其中活性炭与镁铝水滑石的比
例分别为 １∶１０、
１∶１ 和 １０∶１（质量比）。
1.2.3 活性炭复合水滑石的活化
将上述样品置于坩埚，放于马弗炉中煅烧，升温速
率为 １０℃／ｍｉｎ，终温为 ３００℃，保温 ４ｈ，待自然冷却至室
温，研细备用。
1.2.4 活性炭-水滑石比例的确定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上述样品置于离心管中，滴加
２ｍＬ 的 １ｍｏｌ／Ｌ 的 ＨＣｌ 反应 １ｈ 后，离心干燥并准确称取
剩余样品的质量。
1.3 电化学性能测试
将镍网剪成 ４ｃｍ×１．１ｃｍ 的规格，分别放入丙酮、稀

２０１５－０５－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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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中超声 ３０ｍｉｎ，用蒸馏水洗净，６０℃下烘干备用。按
质量比为 ８５％∶１０％∶５％将电极材料∶乙炔黑∶ＰＴＦＥ

部分的活性炭接触空气而被氧化成 ＣＯ２，造成样品中活
性炭和水滑石比例的变化。活性炭作为电活性中心物

混匀，加入适量乙醇搅成浆糊状，均匀涂覆到处理过的
镍网上，
６０℃烘干处理后得到测试电极。

质，对样品的电容性能会有很大影响，因此确定样品中

2 结果与讨论

铝的双氢氧化物，用 ＨＣｌ 处理会溶解，而样品中的活性
炭不会溶解，
因此通过计算 ＨＣｌ 处理前后样品的质量可

2.1 活化后样品比例的确定
由于在活性炭水滑石复合样品的活化处理中，会有

活性炭与水滑石的比例至关重要。样品中的水滑石为镁

以确定样品中二者的比例。实验结果表 １ 所示。

表 １ 活化后样品中活性炭水滑石的比例
ＡＣ／ＬＤＨ（ｒａｔｉｏ）

ｍ／ＡＣ／ＬＤＨ（ｇ）

ｍ／ＡＣ（ｇ）

ｍ／ＬＤＨ（ｇ）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Ｃ／ＬＤＨ（ｒａｔｉｏ）

１∶１０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９８

１∶８．１７

１∶１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５８

１∶１．０５

１０∶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１０

８．８∶１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样品在活化后活性炭的比例都有
所减小，说明在活化过程中有部分活性炭接触空气从而

被氧化，
导致氧化前后活性炭与水滑石的比例发生改变。
2.2 样品的电化学测试

图 １ 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活性炭与水滑石的比例依次为 １∶１０、
１∶１ 和 １０∶１）

图 １ 为不同比例的样品的循环伏安测试图，从图 １
可以看出，
三个样品的循环伏安曲线均呈现不规则矩形，
样品的峰面积随着样品中活性炭比例的增加而减小，说
明活性炭含量越多，
样品的电容越小，
其中活性炭∶水滑
石为 １∶１０ 时，样品的电容最大；活性炭∶水滑石为 １０

∶１ 时样品的峰面积很小，样品几乎没有电容。结果表
明，
样品中水滑石的含量对电容大小影响很大，
可能是因
为水滑石含量越多，其在活性炭表面分散的相对较多，
增大了样品的比表面积，从而引起电容值增加。
样品的双电流阶跃计时电位法放电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样品的双电流阶跃计时电位法放电图（活性炭与水滑石的比例依次为 １∶１０、１∶１ 和 １０∶１）

通过双电流阶跃计时电位法曲线，由公式 Ｃｇ ＝ ＩΔｔ
／（ｍΔＶ）可计算工作电极的比电容 ［９］，式中 Ｃｇ 为电极的
质量比容量 （Ｆｇ－１）；Ｉ 为放电电流 （Ａ）；
Δｔ 为放电时间
（ｓ）；ｍ 为活性物质的质量（ｇ）；ΔＶ 为恒流充放电测试电
位窗口（Ｖ）。三个样品的恒流充放电曲线均呈现类三角

形，表明三个电极材料表现为良好的双电容行为，但样
品 ３ （活性炭与水滑石的比例为 １０∶１） 的曲线面积较
小，
说明此样品的电容量不大。通过上述公式计算的样
品的电容量分别为 １７５．２Ｆｇ－１、
８５．５Ｆｇ－１ 和 ３２．３Ｆｇ－１，说明
样品 １（活性炭与水滑石的比例为 １∶１０）具有大的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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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此实验结果与由循环伏安曲线得到的结论一致。
2.3 样品的 XRD 表征
由于样品的电化学测试结果说明，活性炭∶水滑石
＝１∶１０ 时，其电容值相对最大，为进一步考察其结构，
对此样品进行了 ＸＲＤ 测试，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安 徽 化 工

滑石材料，
考察了水滑石与活性炭的比例对电容性能的
影响。利用 Ｘ 射线衍射对产物的结构进行表征，
结论如
下：
（１）液相共沉淀法制备的活性炭复合镁铝水滑石
保留了镁铝水滑石的特征峰。
（２）电化学测试表明，样品中水滑石的含量越多，
样品的电容值相对越大。
电化学测试结果表明，活性炭与镁铝水滑石复合样
品具有一定的电容，但电容值不大，因此今后可引入具
有良好电容性能的物质作为水滑石的结构框架，如锂、
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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