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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化学合成装置，具体

涉及一种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

该装置包括反应池本体(1)、产物槽(2)、过滤筛

(3)、回流池(4)，其中，反应池本体(1)内设有通

孔固定件(6)和开设有槽道(10)的卡槽板(7)，以

及卡设在卡槽板(7)的槽道(10)内的阳极板和阴

极板。通过调整槽道(10)的数量，可同时进行多

组电极反应，批量合成金属有机骨架材料，解决

不能批量制备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问题，产品的

纯度和收率提高，回流池(4)的设计使反应介质

能够重复利用，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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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包括反应池本体(1)和产物槽(2)，其特

征在于，该装置在产物槽(2)下方还设有过滤筛(3)和回流池(4)，其中，在反应池本体(1)内

设有通孔固定件(6)和开设有槽道(10)的卡槽板(7)，以及卡设在卡槽板(7)的槽道(10)内

的阳极板和阴极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反应池本体

(1)和产物槽(2)相连为一体，通孔固定件(6)贯穿反应池本体(1)而插入至产物槽(2)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中，所述卡槽板(7)

的一侧固定在通孔固定件(6)上，卡槽板(7)的数量至少为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各卡槽板

(7)以通孔固定件(6)为中心均匀分布，各卡槽板(7)上的槽道(10)分布相同，槽道(10)数量

均为(3n-1)，n为电极反应的组数且至少为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卡槽板(7)

上的各槽道(10)用于卡入阳极板、阴极板或绝缘隔板，各槽道(10)的间距为0.5-30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各槽道(10)

的间距为1-10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卡槽板(7)

上相邻的两个卡入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槽道(10)间距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产物槽(2)

呈漏斗状，下端设有塑料活塞(9)，过滤筛(3)放置于回流池(4)上方，过滤筛(3)和回流池

(4)独立于反应池本体(1)设置于反应池本体(1)下方，回流池(4)的侧壁上设有孔。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中，回流池(4)内设有

泵，回流管(8)经由所述孔从回流池(4)插入反应池本体(1)内，过滤筛(3)为100-300目的筛

网。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

还包括外部支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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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批量电化学合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化学合成装置及方法，具体来说是一种批量合成金属有机

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以及用所述装置合成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是由无机金属中心(金属离子或金属簇)与桥连的有机配体通

过自组装相互连接，形成的一类具有周期性网络结构的晶态多孔材料，简称MOFs。由于MOFs

材料是一种无机-有机杂化材料，由无机金属离子和有机配体杂化组合，所以它兼具无机材

料和有机材料的特点，无机成分使其具有固定的孔道和特定功能，有机成分则使其拥有更

大的比表面积并兼具可设计性、孔道尺寸可调节性、孔道表面易功能化等特点。

[0003] 中国专利“一种纳米级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方法”(授权公告号102617646B)

中公开的纳米级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金属盐、有机配体在溶剂中，加入适当

的碱以增加有机配体在溶剂中的溶解度，从而加速MOFs成核获得纳米级MOFs材料，制备得

到的纳米级MOFs材料的比表面积大，二氧化碳吸附能力强。

[0004] 中国专利申请(申请号201310428964.1)“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其制备方法及其用

途”中公开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制备方法为：将金属盐、有机配体和溶剂装入特氟龙内杯，

然后将特氟龙内杯置于一个铁杯内，再将铁杯放入高温炉内进行高温反应，属于传统的溶

剂热制备方法。

[0005] 中国专利申请(申请号201410766174.9)“一种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中公开了采用水热法或加热回流法合成MOF(Fe)材料。水热法需在反应釜内高温反应，而且

用到氢氟酸，该方法存在耗能大，对设备的腐蚀性强的缺点。

[0006] 目前常用的合成MOFs材料的方法有水热/溶剂热法、扩散法、机械研磨法、微波合

成法和超声合成法等，这些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存在高温高压高耗能、合成工艺复杂、对反应

设备和环境要求苛刻、生产效率低等问题。电化学合成方法是一种常温常压、绿色环保、高

效率的合成方法，但熟练掌握其工艺却难度很大。中国专利1886536B公开了一种结晶、多空

的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制备方法，但其产量只能达到克级，且并未见公开具体的合

成装置，本实用新型设计了一套方便、快捷的电化学合成装置，能实现批量合成MOFs材料。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合成MOFs材料常用水热合成法，其需高温高压、高

耗能、合成工艺复杂、对反应设备和环境要求苛刻、生产效率低，产量也非常低，只能达到克

级(g)生产。现有技术公开了电化学合成技术原理，但没有具体的装置。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设计一套方便、快捷的利用电化学方法合成MOFs材料的装

置，不仅降低成本，还能快速、高纯度的合成金属有机骨架材料单晶，产量能够达到公斤级

(kg)，同时实现反应介质的循环使用，降低能耗。

[0009] 具体来说，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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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包括反应

池本体1和产物槽2，该装置在产物槽2下方还设有过滤筛3和回流池4，其中，在反应池本体1

内设有通孔固定件6和开设有槽道10的卡槽板7，以及卡设在卡槽板7的槽道10内的阳极板

和阴极板。

[0011] 优选的，反应池本体1和产物槽2相连为一体，通孔固定件6贯穿反应池本体1而插

入至产物槽2中。

[0012] 优选的，所述卡槽板7的一侧固定在通孔固定件6上，卡槽板7的数量至少为3。

[0013] 优选的，各卡槽板7以通孔固定件6为中心均匀分布，各卡槽板7上边的槽道10分布

相同，槽道10数量均为(3n-1)，n为电极反应的组数且至少为1。

[0014] 优选的，卡槽板7上的各槽道10用于卡入阳极板、阴极板或绝缘隔板，各槽道10的

间距为0.5-30mm。

[0015] 优选的，卡槽板7上的各槽道10用于卡入阳极板、阴极板或绝缘隔板，各槽道10的

间距为1-10mm。

[0016] 优选的，卡槽板7上相邻的两个卡入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槽道10间距相同。

[0017] 优选的，产物槽2呈漏斗状，下端设有塑料活塞9，过滤筛3放置于回流池4上方，过

滤筛3和回流池4独立于反应池本体1设置于反应池本体1下方，回流池4的侧壁上设有孔。

[0018] 优选的，回流池4内设有泵，回流管8经由所述孔从回流池4插入反应池本体1内，过

滤筛3为100-300目的筛网。

[0019] 优选的，所述装置还包括外部支架5。

[0020] 优选的，所述绝缘隔板为玻璃或陶瓷，更优选玻璃。

[0021] 优选的，卡设在卡槽板7的槽道10内的阳极板和阴极板为同种金属，该金属选自

锌、铜、锰、铁、钴、镍、铬、锆、铝和钛中的一种，优选锌、铜或钴。

[0022] 另一方面，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采用前述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合

成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方法，其合成步骤包括：将阳极板、阴极板卡入槽道10，加入反应介

质，接通电源，开始反应，产物蓄积到产物槽2，通过过滤筛3截留产品，反应介质进入回流池

4。

[0023] 优选的，进行2组或2组以上电池反应，往所述槽道10内卡入绝缘隔板。

[0024] 优选的，所述绝缘隔板为玻璃或陶瓷，优选玻璃。

[0025] 优选的，通过打开回流池4内的泵将反应介质经由回流管8导回反应池本体1。

[0026] 优选的，所述阳极板和阴极板为同种金属，选自锌、铜、锰、铁、钴、镍、铬、锆、铝和

钛中的一种，更优选锌、铜或钴。

[0027] 优选的，所述反应介质是导电盐与反应物和溶剂形成的混合物。

[0028] 优选的，所述导电盐为无机酸、磺酸、膦酸、硼酸、烷氧基磺酸、磺酰胺的盐、季铵离

子或质子化的胺中的一种或几种；反应物为有机配体化合物，包括咪唑类化合物，优选2-甲

基咪唑、2-乙基咪唑或苯并咪唑；羧酸类化合物，优选对苯二甲酸、间苯二甲酸或均苯三甲

酸；反应溶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二甲亚砜、四氢呋喃和水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9] 优选的，以重量计，导电盐的浓度为0.1-6.0％，优选1.0％-2.0％；有机配体化合

物的浓度为0.5-15％，优选2.5％-5.0％。

[0030] 优选的，阳极板和阴极板间的电势差为1.5-3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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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了可以高效、批量、廉价地合

成高纯度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解决了MOFs材料不能批量制备的问题。此

外，溶液的充分重复利用，减小了有机溶剂造成的环境污染，实现了低能耗。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实施例一所述批量合成MOFs材料的装置结构示意图，其中1-反应池本体，2-

产物槽，3-过滤筛，4-回流池，5-外部支架，6-通孔固定件，7-卡槽板，8-回流管，9-活塞，槽

道10；

[0033] 图2是图1在A-A＇位置的剖面图；

[0034] 图3为图1在B-B＇位置的剖面图；

[0035] 图4为实施例二合成的ZIF-8的XRD图；

[0036] 图5为实施例二合成的ZIF-8的SEM图；

[0037] 图6为实施例二合成的ZIF-8的红外图；

[0038] 图7为实施例三合成的ZIF-8的XRD图；

[0039] 图8为实施例三合成的ZIF-8的SEM图；

[0040] 图9为实施例三合成的ZIF-8的红外图；

[0041] 图10为实施例四合成的ZIF-67的XRD图；

[0042] 图11为实施例四合成的ZIF-67的SEM图；

[0043] 图12为实施例四合成的ZIF-67的红外图；

[0044] 图13为实施例五合成的ZIF-67的XRD图；

[0045] 图14为实施例五合成的ZIF-67的SEM图；

[0046] 图15为实施例五合成的ZIF-67的红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批量合成MOFs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在常温常压即能发

生反应，能耗低，合成工艺简单，产量能达公斤级，且反应介质能够循环使用，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降低成本。

[004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批量合成MOFs材料的装置，其

结构组成包括：反应池本体1、产物槽2、过滤筛3、回流池4、外部支架5、通孔固定件6和开设

有槽道10的卡槽板7。

[0049] 其中，过滤筛3和回流池4位于产物槽2的下方，且与产物槽2不相连；反应池本体1

与产物槽2相连为一体，外部支架5将反应池本体1固定，反应池本体1内还设有通孔固定件6

和开设有槽道10的卡槽板7以及卡设在卡槽板7的槽道10内的阳极板和阴极板。

[0050] 其中，参加电化学反应的阳极板和阴极板为相同的金属板，各组电解池中的阳极

板与阴极板的间距相同，即同时进行电解池反应的各组电池的电极间距相同。

[0051] 其中，通孔固定件6贯穿反应池本体1而插入产物槽2；卡槽板7一侧固定在通孔固

定件6上，卡槽板7以通孔固定件6为中心均匀分布，各个卡槽板7上的槽道10数量相同、分布

相同。每个卡槽板7上含有(3n-1)个槽道10，其中n表示电极反应的组数，n≥1。卡入用于电

极反应的阳极板和阴极板或绝缘隔板后，反应池本体1内形成多圈层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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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卡槽板7的另一侧可以固定在反应池本体1的内壁上，也可以不固定。当卡槽板7的

另一侧不固定时，卡槽板7与通孔固定件6为一体，可以从反应池本体1中抽离，同时在反应

池本体1和产物槽2连接面上设置与卡槽板7相匹配的卡合部件；使用时，将固定在通孔固定

件6上的卡槽板7的底部卡入设于反应池本体1和产物槽2连接面的与卡槽板7相匹配的卡合

部件。

[0053] 其中，反应槽2的下端设有塑料活塞9，当反应产物蓄积后，打开活塞9，产物被过滤

筛3截留，反应介质进入回流池4，打开回流池4内的泵，通过回流管8将回流池4回收的反应

介质导回反应池本体1，实现溶液重复利用，持续反应。

[0054] 本实用新型设计的批量合成MOFs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通过在卡槽板7上设置

若干个槽道10，卡入参与电池反应的阳极板和阴极板，以及将各组电池隔开的绝缘隔板后，

反应池本体1内形成多圈层结构，可同时进行多组电极反应，合成MOFs的产量达公斤级，实

现批量合成金属有机骨架材料。

[0055] 在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优选实施方式中，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利用批量合成

MOFs材料的电化学合成装置来合成MOFs材料的方法，主要步骤包括：将阳极板、阴极板以及

根据需要选用的绝缘隔板卡入槽道10，加入反应介质，接通电源，开始反应，产物蓄积到产

物槽2，通过过滤筛3截留产品，反应介质进入回流池4。其中，当同时进行2组或2组以上电极

反应时，需要在各组电极反应的电极板之间的槽道10内卡入绝缘隔板；加入的反应介质是

导电盐和有机配体化合物溶于反应溶剂后形成的混合物；外加电源提供阳极板和阴极板间

的电势差，数值范围为1.5-30v。反应产物在产物槽2蓄积后，打开活塞9，产物被过滤筛3截

留，反应介质进入回流池4，打开回流池4内的泵，通过回流管8将回流池内回收的反应介质

导回反应池本体1，实现溶液重复利用，持续反应。

[0056] 其中，阳极板和阴极板的材料相同，均为金属，阳极在本方法的过程中溶解或部分

溶解，属于“牺牲阳极”。本实用新型中的电极材料优选锌、铜和钴，绝缘隔板优选玻璃。绝缘

隔板将各组电极隔开，形成多个独立的电解池，同时发生电解反应，不相互影响。阳极板、阴

极板和绝缘隔板卡入卡槽板7中的各个槽道10之后，形成多圈层结构，充分利用反应池本体

1的空间，实现多组电极同时反应，产量提高到公斤级。

[0057] 其中，反应介质包括导电盐、反应物和溶剂。

[0058] 其中，反应介质中所述的导电盐为无机酸、磺酸、膦酸、硼酸、烷氧基磺酸、磺酰胺

的盐、季铵离子或质子化的胺中的一种或几种，优选质子化的铵盐。

[0059] 其中，反应介质中所述的反应物为有机配体化合物，包括咪唑类和羧酸类化合物，

优选2-甲基咪唑、2-乙基咪唑苯并咪唑、对苯二甲酸、间苯二甲酸和均苯三甲酸。

[0060] 其中，反应介质中所述的溶剂为N,N-二甲基甲酰胺、乙醇、甲醇、二甲亚砜、四氢呋

喃和水中的一种或几种。

[0061] 其中，合成MOFs材料的方法过程中，通过调节电压、电流、导电盐浓度和种类以及

反应溶剂可以提高产品的产率和纯度。具体而言，反应参数为：电极板间的电压大小为1.5-

30v，导电盐浓度为0.1-6.0％，有机配体的浓度为0.5-15％。以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电化学合

成装置合成MOFs材料，产量能够达到公斤级。

[0062]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MOFs材料批量电化学合成装置

及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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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以下的实施例中，所用试剂和设备的厂家和规格如表1和表2所示。

[0064] 表1本实用新型所用原料及厂家信息

[0065]

名称 纯度/成分 厂家

2-甲基咪唑 分析纯 百灵威

甲基三丁基氯化铵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锌板 99.98％ 百灵威

钴板 99.98％ 百灵威

乙醇 分析纯 北京化工厂

[0066] 表2本实用新型所用设备的信息

[0067]

[0068] 实施例一

[0069]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的批量电化学合成MOFs材料的装置如图1所示，所述装置

包括下述单元：反应池本体1、产物槽2、过滤筛3、回流池4、外部支架5、通孔固定件6，卡槽板

7，回流管8、活塞9和卡槽板7上的槽道10。

[0070] 其中，反应池本体1为圆筒状，与漏斗状的产物槽2相连为一体，呈“铅笔头”状，反

应池本体1中生成的产物直接进入产物槽2。

[0071] 其中，通孔固定件6为玻璃圆筒，卡槽板7的一侧固定在通孔固定件6上，共3个卡槽

板7互成120°角度分布；卡槽板7为玻璃板，其上边含有5个槽道10，各槽道10间距为10mm；通

孔固定件6置于反应池本体1的中心，卡槽板7的另一侧与反应池本体1的内壁固定，从而使

反应池本体1内的结构固定，这样卡入电解池反应用的电极板或绝缘板后，反应池本体1内

各部件不会漂移。

[0072] 需说明的是，当反应池本体1的半径远大于通孔固定件6的半径与卡槽板7的宽度

之和时，卡槽板7的另一侧不固定在反应池本体1的内壁上，而是通过在反应池本体1与产物

槽2相接的界面上设置与卡槽板7相匹配的卡合部件，以将卡槽板7和通孔固定件6固定在反

应池本体1内，在不使用装置时，相连为一体的卡槽板7和通孔固定件可以从反应池本体1中

抽离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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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参与电极反应的阳极板、阴极板以及将电解池隔开的绝缘隔板均为圆筒状，依次

将其卡入卡槽7上的槽道10内，同一块阳极板、阴极板或绝缘隔板在卡入槽道10的时候需保

证同时卡入3个卡槽板7上的相同槽道10，即保证同一块阳极板、阴极板或绝缘隔板相对通

孔固定件6处于相同的半径范围，由此保证同一组电极反应的阳极和阴极间距一致。

[0074] 本实施例中所用卡槽板7上边均匀设有5个槽道10，以通孔固定件6为中心，从里到

外依次卡入阳极板、阴极板、绝缘隔板、阳极板和阴极板，形成两组电解池。阳极板和阴极板

为相同的金属板，且两组电解池中的阳极板与阴极板的间距相同。

[0075] 反应池本体1和产物槽2的材质为玻璃，过滤筛3的侧面材质为不锈钢，网筛为尼龙

网，筛网为100目，过滤筛3的直径与回流池4的直径相匹配，即过滤筛3刚好能卡在回流池4

的上端，独立于反应池本体1和产物槽2。从产物槽2中流出来的溶液经过过滤筛3后，产品被

截留在筛网上，反应介质流入回流池4。

[0076] 需说明的是，过滤筛3的作用是截留产品，筛网的面积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回流

池4的横截面积，只要在收集产品时将过滤筛3固定于回流池4上端，实现过滤功能即可。

[0077] 回流池4内放置有一小型回流泵，泵与回流管8相连，泵提供动力将回流池4内的回

收的反应介质经由回流管8导回反应池本体1。

[0078] 实施例二

[0079] 采用实施例一所述电化学合成装置合成沸石咪唑酯骨架结构材料ZIF-8，具体步

骤包括：

[0080] 1)阳极板和阴极板均为圆筒状的锌板，绝缘隔板为圆筒状的玻璃隔板，将阳极板、

阴极板和玻璃隔板依次卡入各个槽道，其中玻璃隔板位于第3槽道，将两组电解池隔开；

[0081] 2)关闭活塞9，加入反应介质，所述反应介质为1.5％导电盐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

铵和2-甲基咪唑的乙醇溶液(2.5％)形成的混合溶液，总体积为25L。

[0082] 3)接通电源，设置电极板间的电压为5v，开动搅拌，转速300rpm；

[0083] 4)生成的产物蓄积于产物槽2；

[0084] 5)打开活塞9，产物及体系溶液流经过滤筛3，产物被截留在筛网上，溶液进入回流

池4；

[0085] 6)打开置于回流池4中的回流泵，溶液经回流管8导回反应池本体1；

[0086] 7)收集产品，用乙醇：水为1:1(v/v)的溶液洗涤3次；

[0087] 8)产品于室温下干燥2-3h，产量0.49kg，产率98.0％。

[0088] 上述合成反应对应的化学方程式如式(1)-(3)所示：

[0089] 阳极反应：Zn→Zn2++2e-；     (1)

[0090] 阴极反应：H-MeIM→MeIM-+H+；2H++2e-→H2(g)     (2)

[0091] 总反应：Zn+2H-MeIM+2H2O→Zn(MeIM)2·2H2O+H2(g)     (3)

[0092] 采用XRD、SEM和红外分析仪对制备得到的产品ZIF-8进行结构表征，各检测分析结

果见图4-6，结果表明本实用新型方法制备得到的ZIF-8很纯净无杂质，热稳定性好。

[0093] 实施例三

[0094]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二的区别在于：反应介质的组成为0.1％甲基三丁基氯化铵与

0.5％有机配体化合物的乙醇溶液形成的溶液，电极板间的电压为1.5v。

[0095] 采用XRD、SEM和红外分析仪对制备得到的产品ZIF-8进行结构表征，各检测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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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见图7-9，结果表明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ZIF-8纯净无杂质，热稳定性好。

[0096] 实施例四

[0097] 采用实施例一所述电化学合成装置合成沸石咪唑酯骨架结构材料ZIF-67具体步

骤包括：

[0098] 1)阳极板和阴极板均为圆筒状的钴板，绝缘隔板为圆筒状的玻璃隔板，将阳极板、

阴极板和玻璃隔板依次卡入各个槽道，其中玻璃隔板位于第3槽道，将两组电解池隔开；

[0099] 2)关闭活塞9，加入反应介质，所述反应介质为1.0％导电盐十六烷基三甲基氢氧

化铵和2-甲基咪唑的乙醇溶液(4％)形成的混合液，总体积为25L。

[0100] 3)接通电源，设置电极板间的电压为30v，开动搅拌，转速300rpm；

[0101] 4)生成的产物蓄积于产物槽2；

[0102] 5)打开活塞9，产物及体系溶液流经过滤筛3，产物被截留在筛网上，溶液进入回流

池4；

[0103] 6)打开置于回流池4中的回流泵，溶液经回流管8导回反应池本体1；

[0104] 7)收集产品，用乙醇：水为1:1(v/v)的溶液洗涤3次；

[0105] 8)产品于60℃下干燥1-2h，产量0.81kg，产率98.4％。

[0106] 上述合成反应对应的化学方程式如式(4)-(6)所示：

[0107] 阳极反应：Co→Co2++2e-；     (4)

[0108] 阴极反应：H-MeIM→MeIM-+H+；2H++2e-→H2(g)     (5)

[0109] 总反应：Co+2H-MeIM+2H2O→Co(MeIM)2·2H2O+H2(g)     (6)

[0110] 采用XRD、SEM和红外分析仪对制备得到的产品ZIF-67进行结构表征，各检测分析

结果见图10-12，结果表明本实用新型方法制备得到的ZIF-67很纯净无杂质，热稳定性好。

[0111] 实施例五

[011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四的区别在于：反应介质的组成为6％十二烷基三甲基氯化铵

与15％有机配体化合物的乙醇溶液形成的溶液。

[0113] 采用XRD、SEM和红外分析仪对制备得到的产品ZIF-67进行结构表征，各检测分析

结果见图13-15，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ZIF-67纯净无杂质，热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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