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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41 介孔壳层包覆的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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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具有开放的孔道层次结构、可调变的酸性、高的比表面积、较优的协同效应，可广泛应用于催
化吸附、环境工程、生物医药等领域。综述了近年来以介孔 MCM–41 分子筛为壳层，不同类型的微孔晶粒和介孔晶粒为核
的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研究进展，分析了影响核壳结构复合介孔分子筛合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了不同类型核壳结构复
合分子筛的合成技术路线，阐释了合成参数和核壳结构及厚度等之间的关联度，并展望了核壳结构分子筛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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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Shell Structur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Coated by MCM–41 Shell–A Short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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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of core–shell structure are widely used in catalyst, adsorptio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biological medicine due to their open hierarchical channel structure, adjustable acidity, high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superior
synergistic effect. Recent development on th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of core–shell structure with MCM–41 molecular sieve as
shell and different types of microporous or mesoporous molecular sieves as core was reviewed.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ynthesis of the core–shell structure of th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were analyzed. The synthesis routes of th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wer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synthetic parameters, the core–shell structure and thickness were explained.
Moreov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he core–shell structur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were foreca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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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用率[11–12]；而壳层材料不仅可以改变内核粒子
的表面电荷和反应特性，还可以增加内核粒子的稳
定性和分散度[13]。壳层择形的作用也是核壳结构纳
米复合材料重要性质之一。2 种分子筛以核壳结构
复合在一起，不仅能维持原有孔道扩散性能，并且
酸性可调变，在催化反应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协同
效应，广泛应用于纳米材料、催化吸附、生物医药、
环境工程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本课题组围绕介孔分子筛及复合分子筛做了大
量的研究[14–20]。本文介绍了介孔复合分子筛的合成
机理和合成路线，综述了以介孔结构为壳层、以微
孔和介孔结构为核的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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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核壳结构分子筛的研究成为新材料领
域的一个热点[1–6]。核壳结构分子筛是指在一种分子
筛颗粒的外表面包覆另一种分子筛形成的复合材
料，可采用溶胶–凝胶法、水热合成法、两步合成法、
双模板剂法、碱刻蚀法等进行合成[7–10]。核壳结构
的复合分子筛整合了内核和外壳 2 种材料的优异性
能，并通过改变内核的种类和控制壳层的厚度，使
其具备许多异于内核和外壳材料的性质。在化学键、
静电力、Coulomb 力等的作用下，这类具备核壳结
构的纳米复合材料的核与壳紧密相连，形成有利于
分子扩散的孔道结构，实现了不同分子组分在复合
分子筛内部空间的均匀配置，提高了内部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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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I@MCM–41
Qian 等[21]采用溶胶–凝胶法，以 ZSM–5 沸石
为核，以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CTAB)和正硅酸
乙酯(TEOS)自组装为壳，在碱性条件下在 ZSM–5
沸石表面协同自组装形成有序介孔 MCM–41 壳
层，制备了 ZSM–5@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
筛。ZSM@Al–MCM–41 核壳复合分子筛对正十二
烷催化裂化的转化率为 90%，相比于 ZSM–5 沸石
分子筛 83%的转化率，提升了 7%。场发射电子显
微镜观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颗粒具有
ZSM–5 分子筛形貌特征，呈球形形貌，且分散均
匀，尺寸约为 700 nm×500 nm×250 nm。透射电子
显微镜(TEM)观察(图 1)发现，该核壳结构复合分
子筛具有均匀的颗粒结构，并且可通过改变
TEOS/ZSM–5 的质量比来调变核壳复合分子筛壳
层的厚度(30~7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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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w.

1 微孔分子筛@MCM–41

附与捕获大分子，使大分子在壳层裂解成小分子，
小分子易于进入微孔孔道进行反应，提高了该结
构催化剂催化反应的选择性与活性。
阎子峰等[22]采用水热合成法，在碱性条件下，
将经过碱处理之后得到的富羟基 ZSM–5 分子筛为
内核，在表面活性剂 CTAB 的导向作用下，自组装
合成了 ZSM–5@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
SEM 观察表明，ZSM–5 内核被外部的介孔 MCM–41
壳层包裹，形成核壳结构。TEM 观察表明，复合分
子筛具备明显的核壳结构，也具有均匀的颗粒结构。
NH3 脱附–吸附分析也验证了其结构中同时存在微
孔和介孔。与 Al–MCM–41 相比，核壳结构复合分
子筛具有强酸和弱酸的分布，水热稳定性更高，这
归因于碱处理导致了内核表面含有丰富的羟基位，
有利于壳层分子筛在内核表面的生长，富羟基的内
核具有较强的成核诱导能力，介孔壳层分子筛易在
内核表面发生异相成核，形成均匀的介孔壳层，进
而得到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由于内核的引入，高
稳定性的内核粒子使核壳复合分子筛在同等条件下
具备较好的水热稳定性。
纪永军等[23]采用溶胶–凝胶法和水热合成法，
以四丙基氢氧化铵(TPAOH)自组装合成的 ZSM–5
单晶为核，通过模板剂 CTAB 的介孔组装，外延生
长介孔 SiO2 壳层，制备了 ZSM–5@MCM–41 核壳
结构复合分子筛。XRD 分析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

ww

展，阐释了合成过程参数和与核壳结构的关联度，
并展望了核壳结构分子筛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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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ZSM–5@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 TEM 照片[21]
Fig. 1 TEM image of core shell structur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ZSM–5@MCM–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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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在壳层厚度为 75 nm 的 ZSM–5@MCM–41 核
壳结构复合分子筛中的动力学扩散效率为 7.25×
1019 m2·s1，与 ZSM–5 沸石分子筛(7.88×1019 m2·s1)几
乎一致。根据苯的动力学直径，苯在 MFI 10MR 孔
道中的动力学扩散速率不受限制，说明核壳结构复
合分子筛的介孔和微孔连通性较好，形成了一个从
介孔到微孔的分层空隙结构。在正十二烷的催化裂
化反应中，ZSM–5@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
较原有的 ZSM–5 沸石分子筛更具有优势，根据正
十二烷的动力学直径，在 MFI 10 MR 孔道中的动
力学扩散受到限制，壳层中的介孔孔道更易于吸

分子筛壳层存在介孔，且 ZSM–5 内核微孔结构保存
完好，但介孔结构缺乏长程有序性。SEM 观察表明，
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仍保持球形形貌，形状均一，
且分布均匀，没有发现单一的 ZSM–5 和介孔 SiO2
粒子。TEM 观察(图 2)表明，介孔 SiO2 壳层成功包
覆 ZSM–5 内核，形成核壳结构，但介孔壳层孔道内
部缺乏六方对称性，呈无序排列，与 XRD 分析结
果一致。通过改变 TEOS 与 ZSM–5 的质量比，可以
调变核壳复合分子筛壳层的厚度(25~180 nm)，如图
2 所示。N2 吸附等温线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
子筛内核的微孔和壳层的介孔孔道完全相通，且随
着 TEOS 量的增加，介孔壳层厚度也增加。该核壳
结构复合分子筛对甲苯甲醇烷基化反应的性能差异
显著：ZSM–5 分子筛上对二甲苯的选择性为 28.8%，
而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上的对二甲苯选择性为
41.1%，提高了 12.3%。这归因于介孔 SiO2 壳层的
包覆有利于抑制对二甲苯在外表面发生的异构化反
应，也减少了大分子产物的出现，同时提高了对二
甲苯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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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孔壳层与微孔内核分子筛的高度连通，呈现开放
的多级孔道结构，介孔壳层为捕获大分子提供足够
的反应空间，也提高了反应物分子从介孔壳层到微
孔内核的扩散速率。

jc

cs

oc

(a) SEM

w.

图 3 Nano–Y@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 TEM 照片[24]
Fig. 3 TEM image of the core shell structur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of Zeolite nano–Y@MCM–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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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等[25]采用水热合成法，分别用 NaOH 和
Na2SiO3 对 Y 型沸石进行预处理，再以 Y 型沸石
为内核构筑介孔 MCM–41 壳层，制备了 2 种粒径
的 Zeolite Y@MCM–41(记为样品 A)和(B)核壳结
构复合分子筛。XRD 分析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
分子筛同时存在规整的微孔和介孔结构；TEM 观
察表明，样品 A 通过 600 ℃水热处理 2 h 之后介
孔相出现崩塌现象；而样品 B 经 600 ℃水热处理
2 h 后仍保持长程有序的介孔结构，相对结晶度较
好，如图 4 所示。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水热稳
定性归因于颗粒大小和 FAU 型 12MR 的框架结构
强度。对比样品 A 和样品 B 发现，前者的粒径较
小，后者的粒径较大，水热处理下，超细粒子的
高表面能导致颗粒之间发成团聚现象，使小粒径
样品的晶格变形和崩塌，因此，大粒径的 B 样品
的水热稳定性较好。另外，从键能分析，样品 B
表面存在大量的 SiO3–，易形成 Si-O-Si 键，而非
Si-O-Al 键，且 Si-O 键的键能高于 Al-O 键。对于
高 Si/Al 的样品，具有较多高能量的 Si-O-Si 键有
利于提高其水热稳定性，因此样品 B 的水热稳定
性优于样品 A。催化裂化反应分析发现，样品 B
的 VGO 转化率从普通 Y 型沸石的 68.19%上升到
69.72%，样品 A 的 VGO 转化率则下降至 67.29%；
而样品 B 的总液体收率(68.18%)也高于样品 A 的
总 液 收 率 (65.90%) 和 Y 型 沸 石 的 总 液 收 率
(66.65%)。这可能是由于孔道间隙结构的不同和表
面酸性的差异，核壳复合分子筛样品 B 具有更多

初

(b) TEM

FAU@MCM–41
Lv 等[24]采用溶胶–凝胶法，以 Y 型沸石单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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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ZSM–5@MCM41 样品焙烧后的 SEM 和 TEM 照片[23]
Fig. 2 SEM and TEM images of calcined ZSM–5@MCM41
sample[23]

核，以 CTAB 为模板剂，碱性条件下在 Y 型沸石表

报

面协同自组装介孔壳层，制备了 Zeolite nano–

学

Y@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SEM 观察表明，
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呈八面体结构形貌，颗粒均

盐

一且分散性均匀。TEM 观察(图 3)表明，该核壳结

酸

构复合分子筛具有均匀且呈八面体形貌的颗粒结
构，平均晶粒大小约 80 nm，与 SEM 观察结果相一

硅

致。同时，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介孔壳层厚度
随着 TEOS 与 Zeolite nano–Y 的质量比的增大而增

《

加，可在 4~20 nm 范围内调控；而壳层厚度的增加

也证明介孔壳层的可控组装发生在 Y 型沸石表面。

TEM 观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保留着 Y
型沸石的完整性，且介孔壳层与微孔内核呈现高度
开放的孔道层次结构。在苯吸附的探针反应中，该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表现出较优的吸附性能，其吸
附总量可达 4.7 mmol/g，而普通 Y 型沸石的吸附总
量为 3.0 mmol/g，吸附量提升了 57%。这归因于

第 45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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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孔孔道结构，可以为大分子预留更多的反应
空间，降低反应物的扩散阻力，促进重质油分子
的裂解，还可抑制焦化、深裂等反应；另外，催
化剂的表面酸性越强也就表示着催化剂的活性越
强，转化率自然随之增加。

A@MCM–41 核 壳 结 构 复 合 分 子 筛 。 SEM 观 察
(图 6)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呈立方体形貌，
且分散均匀，而且，微米级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
分散程度较高，其形貌特征与 A 型沸石基本一致。
TEM 观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具有均匀的
颗 粒 结 构 ， 其 壳 层 厚 度 (20~50 nm) 可 通 过 改 变
TEOS/Zeolite A 的比值来调变。而 2 种 Zeolite A 型

om

沸石@MCM–41 都具有高的比表面积，分别为 723
和 951m2/g；这是由于 LTA 8MR 框架孔道与介孔

.c

MCM–41 壳层共同生长，既保留了 A 型沸石的完整

oc

性，又呈现高度开放的分层多级孔道的结构，使其
更有利于大分子的吸附与扩散。在吸附丁醛的性能

cs

上，A 型沸石复合分子筛的吸附量最高可达普通 A

jc

型沸石的 2 倍，而纳米级 A 型@MCM–41 的吸附量
(314 mg/g)大于微米级 A 型沸石@MCM–41 的吸附

w.

量(266 mg/g)。
Zeolite Y@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 600 ℃水蒸
汽处理 2 h 前后的 XRD 谱[25]
Fig. 4 XRD patterns of Zeolite Y@MCM–41(B) before and
after steaming treatment at 600 ℃ for 2 h[25]

初

的导向作用下，在 13X 型沸石表面协同自组装形

稿

Liu 等[26]采用溶胶–凝胶法，在模板剂 CTAB

ww

图4

成介孔 MCM–41 壳层，制备了 Zeolite X@MCM–41

者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采用甲基硅烷化技术增加核

作

壳结构复合分子筛 MCM–41 介孔壳层表面的疏水
性，提高其在水蒸气中的吸附能力。N2 吸附-脱附

》

分析(图 5)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具有Ⅳ型

报

吸附等温线，证明其 MCM–41 壳层的介孔结构特
征。SEM 观察表明，该核壳复合分子筛具有光滑

学

的外表面，呈现六角聚集体形态，其颗粒直径约
1~2 μm。TEM 观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

图 5 3 种分子筛的 N2 吸附脱附等温线[26]
Fig. 5 Nitrogen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3 types of
molecular sieves[26]

Li 等[28]采用水热合成法，利用 CTAB 与 TEOS

SiO2 壳层均匀分布在 13X 沸石内核的表面。水汽

在 NaA 沸石内核表面自组装形成均匀的介孔 SiO2

的吸附分析表明，在相对湿度为 100%时，核壳结

涂层，制备了 Zeolite NaA@MCM–41 核壳结构复合

构复合分子筛和 13X 型沸石分子筛的吸附量都将

分子筛。SEM 观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具

达到 33%，但在低的相对湿度时，核壳结构复合分

有粗糙的表面，呈立方体形貌，仍具有 NaA 沸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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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均匀的颗粒结构，且孔隙分布较窄，其介孔

子筛的吸附量远低于 13X 型沸石分子筛，最高相

特征。TEM 观察(图 7)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

差约 6%。

筛颗粒均匀，其介孔壳层沿着 NaA 沸石内核表面垂

1.3

直生长直至将之完全包覆，外壳和内核连通性较好，

LTA@MCM–41
Yu 等[27]采用溶胶–凝胶的方法，在强碱性体系

具有开放的孔道结构。XRD 分析表明，该核壳结构

中首先合成微米级 A 型和纳米级 A 型沸石，以它们

分子筛同时存在微孔和介孔结构，且随着

为核，在 CTAB 模板剂的导向作用下，协同自组

TEOS/NaA 的比值增加，介孔结构趋于规整，微孔

装形成有序介孔 MCM–41 壳层，制备了 Zeolite

结构结晶程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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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ano–Zeolite A@MCM–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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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微米级和纳米级 A 型沸石@MCM–41 的 SEM 照片[27]
Fig. 6 SEM images of micro and nano–Zeolite A@MCM–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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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icro–Zeolite A@MCM–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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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材料具备微孔和介孔分子筛的结构特征，又
包括外壳介孔 MCM–41 分子筛的拓扑骨架，整体呈
分级开放孔道结构。

ww

2 介孔分子筛@MCM–41

稿

Niu 等[36]采用双模板剂法，以聚苯乙烯–b–聚乙
烯酸(PS–b–PAA)为内核模板剂，以 CTAB 为外壳孔

者

初

道介孔模板剂，以 TEOS 为硅源，在碱性的条件下，
通过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和表面活性剂自组装形成具
有核壳结构的介孔 SiO2@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
子筛。N2 吸附–脱附分析表明，该核壳复合分子筛
内核和外壳的孔道直径属于典型介孔孔道，且交叉
连通。TEM 观察(图 8)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

作

图 7 NaA@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 TEM 照片[28]
Fig. 7 TEM image of the core shell structured Zeolite
NaA@MCM–41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28]

《

硅

酸

盐

学

报

》

综上所述，介孔 MCM–41 壳层包覆微孔内核
(MFI 10MR、FAU 12MR、LTA 8MR)的核壳结构复
合分子筛，要求微孔沸石内核具有强诱导作用，随
后介孔壳层在模板剂 CTAB 的作用下发生异相成
核，形成均匀的介孔分子筛。文献 [29–31]报道，
介孔 MCM–41 壳层包覆微孔沸石形成的核壳结构
复合分子筛，常用的合成方法为两步合成法，第一
步采用溶胶–凝胶法合成内核，第二步采用水热合成
法合成介孔 MCM–41 壳层。介孔 MCM–41 壳层的
合成多以 CTAB 作为模板导向剂，TEOS 为硅源，
碱性条件下进行协同自组装。在核壳组装过程中，
微孔内核表面与介孔壳层相互作用，纳米尺度的介
孔分子筛高度有序地组装在微孔内核表面，因此可
在不同的微孔内核表面制备出高度单轴取向的介孔
MCM–41 分子筛阵列[32–35]。而合成核壳材料的核心
关键是如何在沸石表面均匀生长介孔壳层材料。因
此，合成过程中 SiO32–阴离子围绕沸石内核水解异
相聚合沉积，成为构建核壳结构的关键因素。制备

筛具有均匀的颗粒结构、均一的颗粒大小。壳层的
厚度(5–60 nm)和内核的孔道直径(12.8~18.5 nm)可
分别通过调整 TEOS 的数量和 PS–b–PAA 中 PS 的
长度来改变。将疏水性磁性纳米粒子引入该核壳结
构复合分子筛内核，形成超核磁双介孔 SiO2 球，其
比表面积从 697 m2/g 增加至 1154 m2/g；孔容从
0.95 cm3/g 增加至 1.21 m3/g。在药物储存和扩散应
用实验中，通过改变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壳层
厚度，可以有效控制药物的储存和扩散速率。
López–Noriega 等[37]先使用气溶胶辅助法，在
酸性条件下，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聚环氧乙烷–聚环
氧丙烷–聚环氧乙烷三嵌段共聚物(P123)为模板剂
自组装形成介孔微球；然后使用改良的 Stober 法，
以介孔微球为核，表面活性剂 CTAB 为模板剂在介
孔微球表面自组装形成介孔壳层，制备了介孔
SiO2@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XRD 分析表
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内核和外壳都具有明
显的介孔结构，其外壳的特征衍射峰说明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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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μm。TEM 观察表明，该复合分子筛具有均匀的颗
粒结构，壳层厚度可在 40~100 nm 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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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41 系列。SEM 观察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
筛呈现球形的颗粒形貌，分散均匀，其颗粒直径约

(b) Shell thickness=25 nm

cs

(a) Shell thickness=5 nm

稿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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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因此，合成介孔分子筛@MCM–41 核壳结构
复合分子筛的主要因素为 SiO32–阴离子围绕介孔分
子筛内核水解聚合沉积形成均匀的壳层。而常规合
成包含两个步骤，分别为溶胶凝胶法或脱硅法合成
介孔内核以及通过 CTAB 的模板导向作用，与硅铝
源在碱性条件下自组装形成介孔 MCM–41 壳层。这
种方法合成的复合结构分子筛颗粒形貌一般以鞘形
和球形为主，由此可推测其形貌与合成过程，与溶
剂和模板剂都有一定的关系。研究[36,37]发现，虽然
介孔内核和介孔壳层都是以 CTAB 为模板进行合成
制备，但是以水为溶剂的溶胶–凝胶法合成的内核分
子筛为较小颗粒团聚的鞘形形貌，而以乙醇为溶剂
的 Stober 法合成的内核分子筛为球形形貌，表现出
不同的介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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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o 等 [38]采用脱硅法，将 HZSM–5 分子筛在
四 甲 基 氢 氧 化 铵 (TMAOH) 或 四 乙 基 氢 氧 化 铵
(TEAOH)的水溶液中连续脱硅，得到具备介孔孔
道结构的 meso–HZSM–5；然后再采用重结晶法，
利用表面活性剂 CTAB 组装在 meso–HZSM–5 表面
形 成 介 孔 MCM–41 壳 层 ， 得 到 核 壳 结 构
meso–HZSM-5@MCM-41 复合分子筛。TEM 观察
(图 9)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颗粒形貌呈鞘
形，表面光滑，直径约 3.5 μm，介孔壳层厚度达
到 58 nm。XRD 分析表明，该核壳结构复合分子
筛同时呈现典型的 HZSM–5 和 MCM–41 的特征衍
射峰，而吸附脱附分析表明其同时具备
LangmuirⅠ型和Ⅳ型曲线，并且其孔径分布集中在
3.4 nm，属于介孔孔道，与 TEM 观察相一致。该
分子筛在催化裂解正十二烷的应用中表现出良好
的催化活性，相比 HZSM–5 分子筛，其催化活性
提高了 25%，失活率降低了 12.9%。介孔 MCM–41
壳层的择形催化作用，使大分子裂解成小分子，
从而扩散到内核核心发生反应，既增加了反应选
择性，又减少了副反应的产生，进而提高了催化
活性；而介孔孔道结构的内核和壳层也提高了整
个反应的扩散系数。据 Xian 等 [39]报道，较高的超
零界碳氢化合物扩散系数有利于消除焦炭，减少
失活率。
综上所述，对于介孔分子筛@MCM–41 核壳结
构复合分子筛来说，由于作为内核的介孔沸石，本
身比微孔沸石具有更多的羟基位[40–41]，所以无需像
微孔沸石内核一样必须预处理以提高其成核的诱导

jc

图 8 介孔 SiO2@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 TEM 照片[36]
Fig. 8 TEM images of the core shell structured mesoporous silica@MCM–41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with different shell
thicknesses[36]

图 9

Meso–HZSM–5@MCM–41 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的
TEM 照片[38]
Fig. 9 TEM images of the core shell structured mesoHZSM–5@MCM–41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38]

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内核的孔道尺寸的大小上[43–44]。
微孔内核表面具备较多的酸性位，而介孔壳层表面
呈弱酸性；微孔内核被介孔 MCM–41 壳层包覆之
后，内核表面的酸性位被覆盖，虽然表面酸性有所
降低，但酸性呈弱酸位到强酸位分层次分布，使酸
性位的择形催化功能得以发挥；而介孔分子筛本身
具有大量的硅羟基，使其呈弱酸性，虽外表面包覆
介孔 MCM–41 壳层，仍不能改变其弱酸性特征，只
是使酸强度稍有提高[40]。另外，微孔内核表面的羟
基位点数量明显低于介孔内核表面。据 Li 等[41–42]
报道，介孔 MCM–41 壳层包覆内核的结合力随着内
核分子筛羟基位数目的增加而增加，内核表面的羟
基位越多，其结合力越强。因此介孔分子筛
@MCM–41 的核壳之间的作用力远大于微孔分子筛

3.2

介孔 MCM–41 包覆微孔内核和介孔内核的复
合分子筛合成技术路线

微 孔 分 子 筛 @MCM–41 的 合 成 技 术 路 线 如
下：通过原位合成、碱处理或表面改性的方法使
MFI 10MR(FAU 12MR、LTA 8MR)沸石晶粒形成
具有较强诱导成核作用的羟基位(图 10a)，在模板
剂 CTAB 的作用下，通过电荷匹配在其带负电荷
的微孔内核表面集聚；而后，TEOS 在碱性体系中
形成的寡聚体小颗粒聚集在模板剂 CTAB 的周
围，在静电作用下进行组装，形成介孔 MCM–41
壳层(图 10b)。合成的此类核壳结构复合分子筛具
有从微孔到介孔的分层孔隙结构和介孔到微孔连
通的择形效果，既提高了复合分子筛整体的酸性
分布，又易于大分子在外部被吸附捕获，裂解生
成的小分子扩散至内核的活性位上进行反应，提
高分子筛催化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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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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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M–41 的核壳之间的作用力。最后，从应用领

大孔的孔道特征和分子筛表面大量的硅羟基位。

om

即使内核不同，其内核与外壳的连通性均较好，它们

@MCM–41 主要应用于磁性材料负载，主要利用其

.c

孔分子筛@MCM–41 都具备开放的孔道层次结构，

子筛的不同层次的酸性位；而介孔分子筛

oc

微孔和介

cs

类核壳结构分子筛的特征分析

的择形催化，主要利用分子筛的择形催化性能和分

jc

3.1.2

域来说，微孔分子筛@MCM–41 一般用于石油化工

w.

影响核壳结构介孔 MCM–41 复合
分子筛合成的主要因素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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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介孔 MCM–41 包覆 ZSM–5 微孔内核的复合分子筛合成路线
Synthesis route of th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of ZSM–5 microporous core coated the MCM–41 mesoporous sieves

硅

Fig. 10

《

介孔分子筛@MCM–41 的合成技术路线如下：
首先将介孔内核在模板作用下与 SiO32–阴离子发生
作用，通过静电作用控制表面活性剂的排列方式(层
状、六方相)、无机组元的聚合程度及表面活性剂的
排列情况，使其得到不同结构的介孔分子筛内核
[45]
；在内核形成后，调变 pH 值等参数，使介孔内
核停留在具有特征孔道结构和拓扑结构的介观微结
构单元的基础上，不再继续生长；而后，加入壳层

的介孔模板剂 CTAB，通过调整反应体系的参数，
让核壳之间电荷匹配，表面活性剂 CTAB 在溶液中
形成胶束棒，与带负电荷的内核电荷匹配，聚集在
介孔内核晶粒表面；随后加入的 SiO32–离子与表面
活性剂在静电作用下发生协同自组装，形成介孔
MCM–41 壳层(图 11)，而利用复合分子筛壳层的可
调变性和可修饰性，还能提高整个核壳结构分子筛
水热稳定性。

第 45 卷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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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合成路径，介孔 MCM–41 壳层构建主
要过程包括：表面活性剂 CTAB 通过电荷匹配自组
装在带负电荷的内核表面，形成六方形棒状胶束；

jc

介孔 MCM–41 壳层构建的主要影响因素

性的核壳结构的复合型分子筛材料，提高扩散传质
速度，实现催化–催化耦合作用，给不同催化过程之
间的耦合开启了全新途径，可望在大分子催化、重
油催化裂解等领域开展广泛应用。

w.

3.3

图 11 介孔 MCM–41 包覆介孔内核的复合分子筛合成技术路线
The synthesis technology route of the composite molecular sieves of mesoporous core coated the MCM–41 mesoporous
sie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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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32–与 CTAB 发生诱导成核，构建出介孔 MCM–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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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SiO32–的沉积速率尤为关键。虽然合成具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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