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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生物质能源＂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它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太阳能。由于生物质的碳源来自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生物质能源的开

发符合当今社会低碳经济的主旋律，是理想的环境友好型石油替代能源。作为一
种重要的生物质能源，生物柴油是指以各种油脂为原料与低级醇（如甲醇、乙醇）
经酯化反应或酯交换反应及一系列后处理过程而制成的长链脂肪酸甲（乙）酯混

合物。发展生物柴油产业在我国具有巨大的潜力，在保障石油安全、保护生态环
境、促进农业和制造业发展以及提高国民收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论文以生物柴油及其副产甘油非均相催化利用等工艺的过程开发作为目
的，以制备、表征、测试催化剂等实验技术和动力学建模、反应器建模和密度泛

函理论等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
①采用微型固定床反应器研究基于固体碱催化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工艺，
在排除液．液、液．固内扩散和液．固外扩散三个传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获得酯交

换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揭示了发生在固体催化剂表面
的酯交换反应机理。研究表明：Ｅｌｅｙ＿砒ｄｅａｌ吸附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微型反应
器内部的动力学情况，甘油三酯与甲醇的第一步酯交换作用是速率控制步骤。该
本征动力学模型为固定床固体碱催化制备生物柴油的工业化奠定理论和模型基
础。

②开发具有良好机械强度的成型催化剂，设计中试固定床反应器及其自动化装置，
在该装置中评价成型催化剂的各项性能，并对该中试固定床反应器进行考虑本征
动力学与传质因素的宏观数学建模。研究表明，所制备的成型催化剂对于植物油
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具有较长的寿命与催化活性；所建立的宏观动力学、反应器
模型可以较好地描绘反应器内部的传质与反应偶联现象，模型计算数据与实验所
得数据吻合良好；所搭建的中试生物柴油装置对进一步放大该工艺技术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

③开发出适用于各种生物柴油副产粗甘油精制的通用分离方法，以来自生物柴油
工厂的两种粗甘油为研究对象，从实验探索出发，以过程建模为研究手段，在实

验精制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基础上，对该多级分离过程进行数学建模，建模结果
可以较好地描述实验现象，所开发的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具有一定的工业应用价
值。

④采用实验与理论计算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在实验中设计、合成、表征并测试若
干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在排除内外扩散的条件下，测定了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
据；在理论计算中优化了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的结构、计算了各个基元表面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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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势垒并获得了微观动力学模型与参数；最后通过化学吸附和催化基元反应的分

子转换频率（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ｆ盘ｅｑｕｅｎｃｙ）将实验和理论各自获得的动力学联系起来。研
究表明，双金属催化剂催化生物柴油副产甘油选择性氧化制备１，３．二羟基丙酮的
原因为：金属Ｐｔ表面的Ｂｉ金属阻碍了甘油端位羟基的氧化，而由于Ｂｉ的位阻
效应与电子效应，该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却可以定向地催化甘油转化为１，３．二羟
基丙酮；通过理论计算建立的微观动力学模型与实验动力学数据的反应趋势吻合
良好。本章所采用的理论计算与实验相结合的催化研究方法，对其他催化领域中
催化剂设计、机理研究和微观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生物柴油，酯交换反应，非均相催化，本征动力学，宏观动力学，粗甘油精
制，双金属催化剂，催化助剂Ｂｉ，密度泛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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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生物柴油及其制备方法
１．１生物柴油及其制备方法

“生物质能源”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它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太阳能。由于生物质的碳源来自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生物质能源的开

发符合当今社会低碳经济的主旋律，是理想的环境友好型石油替代能源。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逐渐认识到石油作为燃料所造成空气污染
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研发生物质能源。作为
一种重要的生物质能源，生物柴油是指以各种油脂为原料与低级醇（如甲醇、乙
醇）经酯化反应或酯交换反应及一系列后处理过程而制成的长链脂肪酸甲（乙）
酯混合物。生物柴油性能与石化柴油相似，可直接在现有的发动机系统内燃烧，

不需要对发动机做重大的改变，在硫含量、闪点、生物降解性、芳香烃含量、十
六烷值等参数方面均优于石化柴油，可与石化柴油以任意比例混合，制成的混合
燃料具有良好的燃烧特性及可再生性、环境友好等优点，故生物柴油已经在西方
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国和欧洲各国都已有了工业化的生产厂。发展生物柴

油产业在我国也具有巨大的潜力，在保障石油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和
制造业发展以及提高国民收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３１。
生物柴油的制备方法有直接混合法、微乳液法、高温裂解法和酯交换法，其
中酯交换法是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生物柴油生产方法，它是通过酯交换作用将高黏

度的油脂转化成低黏度的脂肪酸酯，使油脂的分子量约降至原来的１／３，黏度降
低８倍，使其与石化柴油具有相同的黏度和流动性，同时也提高了燃料的挥发度，
并能与石化柴油以任意比例互溶。在众多的生物柴油酯交换制备方法中，因酶催

化法需要解决酶固定化和价格昂贵的问题、超临界法所需要反应条件极为苛刻，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以下所提及的生物柴油生产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指
排除酶催化法和超临界法的酯交换法。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酯交换法又可以分

为不同的子类：如根据所用催化剂的种类，可分为酸催化法、碱催化法；根据所
用催化剂的相态，可分为均相催化法和非均相催化法；根据操作连续性，可分为
连续法、半间歇法和间歇法；根据过程强化手段，可分为反应精馏法、膜反应器

法和超声辅助法等。下面主要根据所用催化剂相态的分类方法来介绍酯交换反应
【４，５】
ｏ

１．１．１均相催化酯交换法

均相催化酯交换反应过程一般使用盐酸、浓硫酸、苯磺酸和磷酸等液体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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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钾、甲醇钠、氢氧化钠和氢氧化钾溶液等液体碱作为催化剂。除了发生酯交
换反应外，油脂中的游离脂肪酸还将在酸性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酯化反应，故酯

交换反应常常是和酯化反应同时发生的。Ｃｒａｂｂｅ等【６】的研究表明，在甲醇与棕榈
油的摩尔比４０：１、反应温度９５℃、５％（占油脂质量的百分数，下同）Ｈ２Ｓ０４
催化的条件下，反应９ ｈ后生物柴油收率可达９７％。Ｏｂｉｂｕｚｏｒ等Ｌ７】以果皮中回收

的油脂为原料（游离脂肪酸含量较高），在醇油摩尔比３５＂１、反应温度６８℃的
条件下，反应１２ｈ生物柴油的收率约为９７％。而Ｚｈａｎｇ等【８Ｊ对游离脂肪酸含量
较高的植物油进行预处理后，在醇油摩尔比２４：１、反应温度６０。Ｃ、２％Ｈ２８０４
催化的条件下，反应８０ｍｉｎ生物柴油的收率即可达到９８％以上。黄庆德等【９Ｊ在以

ＮａＯＨ为催化剂、甲醇与油摩尔比为４．５．７．５：１、反应温度为６０．８０℃条件下，经
两步连续反应，生产出总甘油和游离甘油量分别低于０．２５％和０．２０％的生物柴油。

Ｌｉｕ等【１０】使用乙醇钙作为催化剂催化大豆油制备生物柴油，在醇油摩尔比１２．１、
反应温度６５℃、催化剂用量３％的条件下，反应１．５ ｈ，生物柴油的收率可达９５％
以上。

虽然均相催化法具有催化活性高的优点，但该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中和、水洗、
设备腐蚀、产生大量废水且催化剂与产物难以分离等诸多问题，虽然一直是生物
柴油工业生产的主要方法，但也是全球学术界和工业界试图取代的工艺【１１｜。
１．１．２非均相催化酯交换法

非均相催化法是指以固体酸或固体碱为催化剂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
的方法。固体酸为具有接受电子对能力的固体，而固体碱为具有给出电子对能力

的固体。Ａｌｍｅｉｄａ等【１２】使用Ｔｉ０２／８０４２’作为固体酸催化剂催化大豆油和菜籽油制
备生物柴油，在１２０。Ｃ下反应６０ｍｉｎ，生物柴油的收率可达到４０％。Ｌｏｐｅｚ等ｌｌ

３Ｊ

研究了阳离子交换树脂Ａｍｂｅｒｌｙｓｔ．１５、高氟化离子交换树脂ＮＲ５０、硫酸锆、钨
酸锆等固体酸催化剂催化甘油三乙酸酯和甲醇的酯交换反应，以此作为植物油与
甲醇酯交换反应的模型，各种催化剂活性次序由高到低为Ａｍｂｅｒｌｙｓｔ．１５＞硫酸锆＞
高氟化离子交换树脂ＮＲ５０＞钨酸锆，当醇油摩尔比６：１、催化剂用量为２％、反
应温度６０。Ｃ、反应时间８ｈ时，乙酸甲酯的收率分别为：Ａｍｂｅｒｌｙｓｔ．１５作催化剂
时为７９％、高氟化离子交换树脂ＮＲ５０作催化剂时为３３％、硫酸锆作催化剂时为
５７％。Ｍａｒｃｈｅｒ等【１４】使用固体离子交换树脂制备生物柴油，其最终转化率可达９０％

以上。Ｆｕｒｕｔａ等【１５１使用ＺｒＯ和矾土作为固体酸催化剂催化大豆油制备生物柴油，
在常温常压的条件下即可达到生物柴油收率９０％以上。Ｓｉｌｖａ等【ｌ ６】使用新型的固

体酸Ｈ３ＰＷｌ２０４０作为催化剂，在室温下反应４ ｈ，生物柴油的收率高于９０％。Ｋｉｍ
等【１７】制备了Ｎａ／ＮａＯＨ／Ｙ．Ａ１２０３固体碱，用以催化油脂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
油，在添加正己烷作共溶剂、醇油摩尔比９：１的条件下，生物柴油的收率为９４％。
Ｓｕｐｐｅｓ等【１８】制备了一系列负载钾、铯的Ｎａ）（八面沸石和ＥＴＳ．１０沸石，并在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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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负载ＮａＯｘ和重氮化钠制成固体碱，将这些催化剂用于大豆油和甲醇的酯交换
反应，生物柴油的收率都可高于９０％。Ｓｕｎ等【１９】使用ＫＦ／Ｅｕ２０３固体碱催化菜籽
油制备生物柴油，得到较好的效果：在醇油摩尔比１２：１、反应温度６５。Ｃ、催化
剂用量３％的条件下，反应１ ｈ，生物柴油的收率可达９２．５％。Ｘｉｅ等【２０Ｊ使用镁铝
水滑石焙烧后的层状复合金属氧化物作为催化剂催化油脂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
柴油，在醇油摩尔比１５：１、反应温度６５。Ｃ、催化剂用量７．５％的条件下，反应９
ｈ，生物柴油转化率可达６７％。
非均相催化法具有不易失活的优点，能适用于范围较广的油脂，且造价低廉、
处理过程简便，是目前国内外生物柴油领域的研究热点，大有取代工业均相催化
法制备生物柴油的趋势。

生物柴油工业生产技术简介
最早的酯交换工业反应过程都是在带冷却回流的间歇釜式反应器中进行的：
先将碱催化剂溶解于甲醇，再加入到油脂中在搅拌条件下升温反应。醇油摩尔比

范围为４：１．２０：１，最常用的是６：１。操作温度范围为２５．８５℃，最常用的温度
为６５℃。最常用的催化剂为ＮａＯＨ和ＫＯＨ，使用量一般为油脂质量的０．３％．１．５％。
为了使油相、催化剂和甲醇相能够充分接触，反应起始阶段一般要求三者充分混
合。反应后期则相反，通过液．液分层可以使甘油从酯、油相中分离出来，促进
反应进行彻底。
除间歇法外，连续法也是常用的方法。连续式反应器主要采用连续搅拌釜式
反应器（ＣＳＴＲ）。在工业应用上，一般万吨级以上的生物柴油厂采用连续碱催化
工艺，这对生产成本的降低、工业规范化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常规的工艺
是将多个连续搅拌釜式反应器组合为一个系列来代替间歇式反应器，并在每一级
反应器后把甘油相分出，同时补充甲醇和催化剂，继续进入下一级反应器，直到
反应完全。当前世界上的工业化生物柴油技术很多，大多数是以均相酸碱作为催
化剂的，比如德国的Ｃｏｎｎｅｍａｎｎ工艺、Ｃｉｍｂｒｉａ Ｓｋｅｔ工艺、Ｌｕｒｇｉ工艺、Ｈｅｎｋｅｌ
工艺、加拿大的ＢＩＯＸ工艺、美国的Ｇｒｅｅｎｌｉｎｅ工艺、印度的Ｄｅｓｍｅｔ Ｂａｌｌｅｓｔｒａ工
艺、马来西亚的Ｏｉｌｔｅｋ工艺等【２Ｊ。下面主要介绍两种非均相催化制备生物柴油的
工艺。
１．２．１

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工艺【２１】
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工艺由法国石油研究院开发，采用尖晶石型的混合金属氧化物固

体碱化剂，在较高的温度下分两段进行酯交换反应。该工艺中，植物和甲醇经过
第一级固定床反应器后，部分闪蒸甲醇，并进行甘油沉降和分离，上层的粗酯和
补充的甲醇一起进入第二级固定床反应器，然后再闪蒸甲醇、进行甘油沉降和分
离，对上层粗甲酯进行减压蒸馏得到收率接近１００％、纯度超过９９％的生物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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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工艺是第一套采用固体碱催化剂生产生物柴油的工艺。与以

ＮａＯＨ或甲醇钠为催化剂的均相酯交换法相比，该工艺废水排放量大大减少，生
物柴油和副产甘油的纯度均很高。
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工艺的流程简图见图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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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工艺流程简图

Ｆｉｇｕｒｅ ｌ一１ 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

Ｅｎｓｅｌ工艺【２２】

１．２．２

美国Ｂｅｎｅｆｕｅｌ公司与位于印度新德里的南方化学印度公司于２００８年３月初
签署协议，由南方化学印度公司生产专有的固体酸催化剂，供Ｂｅｎｅｆｕｅｌ公司在
世界各地的生物柴油生产装置使用。由Ｂｅｎｅｆｕｅｌ公司与印度国家化学实验室联
合开发的专利，固体酸催化剂基于铁锌双金属氰化物（ＤＭＣ）的络合物，它可
以使绝大多数的植物油、动物脂肪或餐饮废油直接转化为生物柴油。与其它固体
酸催化剂不同，ＤＭＣ甚至同时对甘油三酯的酯交换和游离脂肪酸的酯化反应均
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ＤＭＣ对原料油中水的存在也不敏感，对于含量高达２０％
的原料油，生物柴油仍可维持较高的收率。该工艺中，生物柴油与副产甘油可在
一个固定床反应器中连续产生。与常规的均相催化剂相比，该工艺无需大量后处
理步骤将催化剂从产物生物柴油中洗掉。这意味着该工艺为无水操作，不仅有利
于环境保护，还可以降低工业成本。
总体来说，工业化的生物柴油工艺主要采用连续搅拌釜式反应器中均相酸、
碱催化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的技术，尽管已经工业化的固定床催化酯交换反应
制备生物柴油技术只有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工艺、Ｅｎｓｅｌ工艺两例，但是这类新兴的非均
相催化法制备生物柴油技术具有较大的工业应用潜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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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固定床反应器制备生物柴油进展
尽管已经工业化的固定床催化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技术只有Ｅｓｔｅｒｆｉｐ．Ｈ
工艺、Ｅｎｓｅｌ工艺两例，但国内外学者正在针对采用固定床反应器制备生物柴油

的技术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江苏工业学院开发的固定床处理高酸值地沟油工
艺，在夹套式固定床反应器中装入２５ ｇ粒径为１０，、－４０目的ＮＢＴ－１催化剂，反应
器床层内径１ ｃｍ、床层高度６０ ｃｍ。用恒流泵将甲醇和预酯化油泵入反应器，经
过混合段后流入床层，用超级恒温水浴锅送入恒温热水以维持反应所需的温度。
反应物最后收集到接收器中，蒸去未反应的甲醇后，测定酸值，控制反应液的酸
值在２ ｍｇ ＫＯＨ／ｇ以下。广州能源研究所建立了一套２００ ｔ／ａ的生物柴油中试系统，

包括固定床反应器、活塞流反应器、蒸馏系统和自动控制系统等四个部分，对以
菜籽油、桐油、地沟油为原料制备生物柴油的过程进行了试验评价。活塞流反应
器的最佳工艺条件为：醇油摩尔比６：１、催化剂用量１．２％、反应温度６５℃、停
留时间１７ ｍｉｎ，得到生物柴油的收率可达９６．３３％；在固定床反应器中采用一种
阳离子交换树脂作为催化剂，以桐油为原料，测试得固定床反应器最佳条件为：
醇油摩尔比６：１，停留时间８８ ｍｉｎ，酸值从７．０ ｍｇ ＫＯＨ／ｇ降至Ｏ．８

ｍｇ ＫＯＨ／ｇ；

同样，以酸值高达１１４．０ ｍｇ ＫＯＨ／ｇ的地沟油为原料，经中试系统生产的生物柴
油完全符合中国柴油０４标准。经过一年多的研制，这套工艺装置容易实现连续化、

规模化生产以及对生产过程进行自动化控制，并可通过改善固定床反应器中的传
热和传质，有效利用过程的能量，降低生产成本和节约能源消耗。浙江大学开发
出固定床反应器中树脂催化油脂制备生物柴油的工艺。物料用计量泵控制一定流

量从反应器的进料口泵入，自下而上经过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发生催化反应，
产物从出料口引出。待产物酸值稳定后，从相应的取样口取样１０＂－＂１５ ｍＬ，蒸去

乙醇及水分，测定其酸值。反应温度用插入床层中的温度计来测定，热量由流经
固定床反应器中外套管的循环热水来提供，温度由数控超级恒温槽控制。华南理
工大学采用固定化脂肪酶，在三级固定床反应器中将酸化油合成生物柴油，研究
各相关因素对反应的影响，探讨适宜的生产工艺，对产品生物柴油的理化性质进

行测定和分析比较。假丝酵母脂肪酶通过吸附法固定在无纺布上。自制玻璃材质
的固定床反应器，外部为可通水的夹套，内径为１５ ｍｌｎ，高度为２００ ｍｌｒｌ。酶催

化的生物柴油反应在固定床反应器中进行。将油、甲醇、溶剂、水等原料混合均
匀后泵送到反应器顶部，滴入反应器内。将三支反应器串联起来形成一个三级反
应系统，每一级反应器的进料中醇油摩尔比均为１：１，每一级反应的产物及时

分离出副产物甘油。北京化工大学采用实验室设计制作的不锈钢固定床反应器
（内径１８ ｃｍ，高１ ｍ），填充层片状固定化酶，４０。Ｃ恒温水浴，采用分级流加甲
醇的方式，每三支固定床反应柱作为一级反应，每级反应加入等物质的量的甲醇，

并在每一级反应结束后采用分离器在线分离副产物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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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开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柴油技术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
天尤为重要。固定床固体碱催化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技术是一个十分有潜力

的工艺，但这套工艺的连续化操作、规模化生产、降低成本、节约能耗以及生产
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等领域，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１．３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精制方法
在过去的十年中，生物柴油的产量显著增加，随之增加的还有副产甘油的产

量。一般来说，每生产１０ ｋｇ生物柴油，大约会有１ ｋｇ副产粗甘油产生。据估
计，到２０１６年全球生物柴油市场将达到３７０亿加仑，这意味着每年将产生超过
４０亿加仑的粗甘油，从而导致甘油产能过剩。粗甘油的潜在销售可能对生物柴
油的总价格产生影响，并降低生物柴油产业的运营成本。虽然纯甘油可以在许多
工业部门中使用，例如在食品、化妆品、纺织行业、制药、纤维素等行业，人们

可以用它生产硝化纤维素以及用作家畜饲料，但相比之下，粗甘油的直接利用则
由于其中各类杂质而较为困难。当前世界上主要的生物柴油生产商，均通过车间
内的适当装置以过滤、化学转化、过滤以及真空蒸馏等过程精制粗甘油，从而获
得工业级（＞９７％ｗｔ）甚至高纯（＞９９．７％ｗｔ）甘油。然而，存在的问题是此类
精制装置的投资、运行费用以及精制甘油的运输费用往往高于甘油的价格，使其
难以为工业界所接受。因此，为了解决制约生物柴发展的高成本问题，必须为粗
甘油的利用找到新的出路。

由于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原料、催化剂、过程工艺等因素不尽相同，
其副产甘油的组成往往有很大区别。表１．１列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粗甘油组成。
粗甘油中主要污染物包括废催化剂、残余甲醇、无机盐、重金属、甘油酯、游离
脂肪酸和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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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粗甘油组成‘２３】
Ｔａｂｌｅ ｌ－１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ｒｕｄ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ＢＤＬ：司检测范围以下

ｂ无机盐在皂和灰分中被计入两次
从表１．１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粗甘油样品中各种成分的含量相差很多，但
其实际上每个样品所含的杂质种类却相同，分别为甲醇（或乙醇）、水、皂、脂

肪酸甲酯（即生物柴油）、甘油酯（包括单甘油酸酯、二甘油酸酯和三甘油酸酯）、
游离脂肪酸和灰分。其中甲醇来自于未反应的原料，水来自于工艺过程中的酯化
反应，

皂则是碱性催化剂和油脂反应生成，脂肪酸甲酯源于酯交换产物分层不

彻底，甘油酯是酯交换反应不完全的产品，游离脂肪酸为油脂中夹带的成分。由
于粗甘油的组成差异很大，不同生物柴油技术采用了不同的粗甘油精制流程。
Ｉｓｍａｉｌ等【２４】开发了一种采用中和、过滤和离子交换树脂吸附的粗甘油分离方法。
Ｏｏｉ等［２５】依次采用酸化、过滤、中和、溶剂萃取和真空蒸馏的步骤从粗甘油得到
了平均纯度为５１．４％（质量百分数，下同）的提纯甘油。Ｈａｊｅｋ等【２６】通过皂化、
过滤、蒸发以及相分离等操作获得纯度８６％的精制甘油。Ｋｏｎｇｊａｏ等进行了实验
室规模的粗甘油精制，将其反复多次进行酸化、相分离、中和和乙醇萃取等过程
处理，最终可以得到９３．３％的精制甘油。Ｍａｎｏｓａｋ等【２ ７】通过酸化、极性溶剂萃取

和活性炭吸附等步骤，在最优条件下可以获得纯度为９５．７％的精制甘油。在某些
条件下，为了获得高纯度的甘油，需要采用离子交换树脂除去微量的盐分【２８刀】。
此外，一般来说，为了满足大多生产或应用需要（纯度＞９９．５％），甘油成品前的
最后一个处理步骤均为高温（１５０．２００℃）真空蒸馏，而这无疑将带来大量的设
备费用和操作费用的增长【３

０１。

总之，为了对副产物粗甘油进行有效的利用从而降低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

首先需要对粗甘油进行精制，而粗甘油的组成往往差异很大，这导致了各种粗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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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精制方法大相径庭。针对某种特定的粗甘油开发出行之有效的精制方案经常需
要耗费一定的时间、物力和人力。如果可以成功开发出一种适用于各种粗甘油精
制的通用处理方法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１．４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利用途径
尽管甘油可以在食品、化妆品、制药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但这些应用的附
加值是比较低的，如果通过催化反应对甘油的官能团进行选择性的转化，则可获
得高附加值的产品，其价格往往远远高于甘油的价格，有的甚至高达甘油价格的
百余倍。以下仅就甘油的催化转化利用做简要介绍。
１．４．１甘油制氢
氢气是下一代的可再生燃料，是不可或缺的未来能源之一，可为世界提供长

远的能源安全。２０１０年美国能源部计划花费１２亿美元研究和开发氢能作为汽车
燃料。Ｗｏｏｄ等【３１】在２００２年报道，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化学工程师已经开
发出一种基于铂的催化重整工艺，反应在中等温度和压力下进行，氢来自于葡萄

糖和甘油，并可以避免蒸汽形成，副产二氧化碳。Ｈｉｒａｉ掣３２】采用过渡金属催化
剂进行了甘油的气相蒸汽重整研究，即采用浸渍法以Ｙ２０３，Ｚｒ０２，Ｃｅ０２，Ｌａ０３，
Ｓｉ０２，

ＭｇＯ和Ａ１２０３作为载体制备的催化剂装入固定床中，研究结果表明甘

油转化的最优催化剂为３％Ｒｕ／Ｙ２０３，此时反应器内发生如下化学反应：
甘油蒸汽重整反应：

Ｃ，Ｈ。Ｏ，—旦ｚ马３Ｃ０，＋４Ｈ：

ＣＯ＋Ｈ２０—Ｃ０２＋Ｈ２
总反应：Ｃ３Ｈ８０３＋３Ｈ２０一３Ｃ０２＋７Ｈ２
甲烷化反应：ＣＯ＋３Ｈ，一ＣＨ４＋Ｈ２０
水煤气反应：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Ｈｕｂｅｒ等【３３１采用以Ｓｎ为助剂的雷尼镍催化剂进行了基于生物质基的水相氧
化烃重整研究，反应温度约５００ Ｋ，产生Ｈ２和Ｃ０２的反应涉及吸附在催化剂表
面的各个组分的Ｃ．Ｃ键、Ｃ．Ｈ和／或０．Ｈ键断裂。ＶＩＩＩ族元素通常可以使上述化
学键容易断裂，例如Ｐｄ、ＩＬｉａ和Ｐｔ，其中Ｐｔ基催化剂还可以使乙二醇和山梨醇
等多元醇产氢。另外一个由甘油制氢的方法是通过热解和甘油蒸汽气化。
Ｖａｌｌｉｙａｐｐａｎ等【３４１采用铬镍铁合金作为催化剂，详细考察了固定床反应器中甘油
制氢的反应，结果表明在８００。Ｃ下热解反应中，以水蒸汽作为载气，可以大幅度
增加产氢量。
１．４．２丙二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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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二醇是１，２．丙二醇和１，３．丙二醇的统称，由甘油生产丙二醇的工艺由来
己久，但长期以来一直仅限于发酵法，发酵法存在反应时间过长、菌种生长不易

控制和菌种对环境要求苛刻等缺点，

而化学催化法对甘油进行选择性氢解则可

以定向的生成１，２．丙二醇或１，３．丙二醇。以下仅对甘油的化学催化法制备丙二
醇做简要介绍。

１．２．丙二醇是立体中心位于中间碳原子上的三碳二元醇。丙二醇在２００５年
在美国的年销额超过１０亿美元，主要用于制备聚酯、增塑剂、表面活性剂，还
可用作防霉剂、防腐剂、防冻剂、催熟剂和保湿剂等。Ｐｅｒｏｓａ等【３５Ｊ采用雷尼镍将
甘油选择性催化转化为１，２．丙二醇反应发生在Ｈ２分压为１０ ａｔｍ的高压釜中，在
１５０。Ｃ下进行２０ ｈ，转化率达到１２％，选择性为９３％。Ｄａｓａｒｉ等１３６Ｊ在流动反应

器中进行了相似的研究，但采用的催化剂为亚铬酸铜，最佳反应温度为３００℃，
可以获得１，２．丙二醇的收率为７３％。
ｌ，３．丙二醇要用于对苯二甲酸缩聚生产聚对苯二甲酸丙二醇酯（即ＰＴＴ），它
具有很好的弹性、染色性和柔软性，兼有ＰＥＴ（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的高性能和

ＰＢＴ（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酯）的易加工性，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它还可以配制
成复合材料、粘合剂、层压材料、粉末和ＵＶ．固化涂料、模塑制品和防冻剂等。

Ｑｔｎ掣３７】采用Ｐｔ／Ｗ０３／Ｚｒ０２催化剂在固定床对甘油进行氢解反应，在１ １０．１４０℃、
氢气分压２．５ ＭＰａ主要得到的产物为１，３．丙二醇和正丙醇，在最佳条件下１，３．

丙二醇的收率可达３２．０％。Ｎａｋａｇａｗａ等【３８】进一步指出，为了对甘油进行选择性
氢解生产１，３．丙二醇而不是１，２．丙二醇，需要应用双金属催化剂，其中两个较
理想的组合为Ｐｔ．Ｗ和Ｉｒ．Ｒｅ，其中贵金属催化剂的功能是对氢分子进行活化，而
另一种金属的作用机理尚不明确。
１．４．３

１．３．二羟基丙酮（ＤＨＡ）
１，３．二羟基丙酮也简称为二羟基丙酮，英文名为１，３－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ｅｅｔｏｎｅ，故英

文缩写为ＤＨＡ，熔点为７５～８０℃，常温下为白色粉末状结晶，易吸潮，需要低
温保存，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用途十分广泛，还可以用作医药中间体和食品
添加剂。该产品在欧美国家已经大量产业化生产，但在国内几乎没有工业化的生
产厂家。１，３．二羟基丙酮是本文针对生物柴油副产甘油利用的主要产品，这里较
为详细的介绍其用途和生产方法。
１，３．二羟基丙酮具有生物可降解性，可以食用且对人体和环境无毒害，是一
种多功能添加剂，可用于化妆品、医药和食品行业。１，３．二羟基丙酮用作化妆品

原料，能阻止皮肤水分的过度蒸发，起到保湿、防晒和防紫外线辐射的作用，
ＤＨＡ中的酮官能团还可与皮肤角蛋白的氨基酸和氨基基团起反应形成褐色聚合
物，故可以用作仿晒剂，在喜欢黝黑肤色的欧美白种人国家得到广泛应用。ＤＨＡ

用作保健食品，能够提高机体代谢率和脂肪酸氧化，可潜在地有效燃烧脂肪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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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体脂和延缓体重增长，减少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使血糖利用率增加并节省肌糖
元。在制革工业中，ＤＨＡ可作为皮革制品的保护剂。另外，以ＤＨＡ为主要成分
的保鲜剂可用于果蔬、水产品、肉制品的防腐保鲜。ＤＨＡ分子中含有两个羟基
和一个酮基，化学性质活泼，能广泛参与氧化、还原、聚合、缩合、酯化等反应，
可用于制备咪唑、呋喃、仲醇、糖、内酯等化合物。
ＤＨＡ可以由微生物发酵法和非均相催化法制备。目前ＤＨＡ的工业生产方法
是利用微生物分批发酵法，即采用醋酸杆菌、氧化葡萄糖酸杆菌、粗壮假丝酵母
和粗糙脉孢菌等菌种，通过脱氢酶选择性的氧化甘油分子生成ＤＨＡ。虽然该微
生物工艺已经工业化，但仍有明显弊端，每个分批发酵过程都经历接种、生长繁
殖、菌体衰老进过程，微生物所处的环境是不断变化的，杂菌的污染可能使操作

终止，底物和产物在菌体周围大量累积而导致与非均相催化领域的催化剂中毒类
似的现象，导致发酵周期大幅度延长（３００～４００小时），产率也随之下降。
经过非均相催化法选择性氧化甘油制备ＤＨＡ是可能取代发酵法的工艺。甘
油的非均相催化氧化是一个众多平行反应和串联反应组成的复杂反应网络。采用
非均相催化法制备ＤＨ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如何将氧化的位置控制在仲位羟基、

而不是伯位羟基；二是如何控制生成的ＤＨＡ不被进一步氧化成深度氧化产物。
由于采用单一贵金属如Ｐｄ、Ｐｔ、Ａｕ作为催化剂氧化甘油时，通常得到端位氧化
产物，中间位氧化产物小于５％，故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均相催化氧化甘油
制备ＤＨＡ的研究停滞不前。直至１ ９９３年，日本学者Ｋｉｍｕｒａ等［３９，４０］报道在Ｐｔ
催化剂的基础上添加２０％的Ｂｉ作为催化助剂，以活性炭作为载体，形成Ｂｉ．Ｐｔ／Ｃ
催化剂，该反应可以发生在间歇反应器或者连续操作的固定床反应器内，最终获

得甘油氧化制备ＤＨＡ的选择性提高到８０％，ＤＨＡ收率约为３０％，他们同时通
过动力学测试和催化剂表征结果指出，Ｂｉ之所以能够大幅度提高ＤＨＡ的选择性，
在于Ｂｉ在Ｐｔ表面形成了阻滞层，阻碍了端位羟基的氧化速率。Ｃａｒｃｉａ等【４ｌＪ、
Ｂｒａｎｄｎｅｒ等【４２】和Ｈｕ等［４３，４４］分别在各自的论文中对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的制备条
件、反应条件以及动力学和反应机理做了详细的研究和探究。一般性的结论为，

浸渍法制备的Ｐｔ．Ｂｉ催化剂可以选择性的将甘油仲位羟基氧化得到约３０－－一５０％的
收率，酸性反应条件下，温度压力条件温和，即低温（３０－－一８０。Ｃ）、常压（～１ａｔｍ）。

关于上述双金属催化剂Ｂｉ．Ｐｔ的作用机理，目前存在一定的争议，除了前面提到
的Ｂｉ阻滞层假设（即Ｂｉ空间位阻效应）外，另有Ｐｔ．Ｂｉ．ＯＨ氧化活性位假设【４５，４ｑ
以及ＰｔＢｉ２假设。几种假设均建立在各自的理论或实验结果基础上，均能自圆其
说，言之凿凿，但又彼此存在一定的矛盾。除了双金属Ｂｉ．Ｐｔ催化剂外，Ｃｌａｕｓｅ

等‘４７１和谢艳丽【４８】发现，Ａ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催化甘油生产ＤＨＡ，他们所采
用的催化剂分别为Ａｕ．Ｐｔ／Ｃ和Ａｕ．Ｂｉ．Ｐｔ／Ｃ催化剂，ＤＨＡ相应的选择性分别为３６％

和６８％。是一类新型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甘油选择性制备ＤＨＡ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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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甘油催化氧化法制备ＤＨＡ是一条经济、绿色的工艺路线，双金属Ｂｉ—Ｐｔ

充分显示了其优越的性能，但该反应的机理尚存在争议，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
更通用性的研究，成功阐释双金属催化剂催化转化甘油制备ＤＨＡ的机理不但有
利于开发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应用途径、增加生物柴油的竞争力，还对筛选、设
计催化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４．４其他利用

除了上述提及的甘油分解制氢、甘油选择性氢解制备丙二醇和甘油选择性氧
化制备１，３．二羟基丙酮，通过催化转化，还可以将甘油转化为多元醇、多元酯、
以及琥珀酸等化学品。

１．５有序介孔分子筛在选择性催化氧化领域的应用
１．５．１有序介孔分子筛简介
多孔物质在非均相催化领域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从早期使用的无定型硅酸钠
到今年陆续发现的各类沸石分子筛，多孔物质由于具有优异的吸附和酸、碱性能，
以及稳定的化学结构和优良的机械强度使其在非均相催化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最早的天然沸石于１７５６年被发现，最早的人工沸石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通过
模仿天然沸石的水热条件被合成出来。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科学家系统研究了
以沸石为主体的多孔材料，涵盖其孔道维数、孔道尺寸、孔道走向和孔壁组成等

特征，其中孔道尺寸常常是一个划分沸石类别的重要参数，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
化学联合会（ＩＵＰＡＣ）的定义，孔道的尺寸小于２ ｎｉｌｌ的物质称为微：子Ｌ（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
具有规则的微孔孔道结构的物质称为微孔化合物（ｍｉｅ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或分子
筛（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ｅｖｅ）；孔道尺寸范围在２－－－５０ ｎｌｎ之间的物质称为介：ｊ：Ｌ（ｍｅｓｏｐｏｒｅ），

具有有序介孔结构的物质称为介孔材料（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而孔道尺寸范围
大于５０ ｎｌＴｌ的物质属于大孑Ｌ（ｍａｃｒｏ ｐｏｒｏｕｓ）材料范围，有时也将小于Ｏ．７ｎｍ的微
孔称为超微孔，大于１０００ ｎｌｎ的孔称为宏孔。上述所谓孔道尺寸通常指的是孔直

径或者孔宽。一般地，可以认为分子筛和微孔沸石具有同样的含义；但由于分子
筛可以指一类具有特殊吸附性能而可以“过滤”分子的多孔物质，分子筛的概念

除了涵盖微孔沸石，有时也包括孔道尺寸略大的介孔物质，微孔和介孔物质均属
于纳米材料领域范畴。截止到２０１４年７月，根据国际沸石学会统计和认证，微
孔化合物的结构类型共有２１６种，相比于２００３年的１４５种、１９９６年的９８种，
近年来新的沸石结构仍然被不断的发现【４９】。
微孔分子筛由于具有空旷的化学结构和巨大的比表面积，适于作为催化剂或

催化剂载体，并已经大量应用于石油炼制与加工产业、煤化工产业以及精细化工
产业，例如烃类的裂解、烷基化、加氢裂解、异构化和加氢重整等，但微孔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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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孔径ｆ＜２ ｒｉｍ）不利于较大分子的吸附和扩散，严重限制了它在反应分子较大
体系里的应用［５０，５１Ｊ。
传统的微孔沸石分子筛的合成过程中通常采用单一溶剂化的分子或者离子

作为模板剂，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成功的合成具有规整结构的介孔材料。直到１９９２
年，美国Ｍｏｂｉｌ公司的Ｋｒｅｓｇｅ等【５２】创造性地利用一个具有有序组织的阳离子型
季铵盐表面活性剂作为模板，首次成功地合成了高比表面积、孔结构规整、孔道
尺寸可以调节的有序介孔材料Ｍ４１Ｓ系列，包括具有六方相结构的ＭＣＭ．４１、立
方相结构的ＭＣＭ．４８和层状结构的ＭＣＭ．５０等，其孔径范围为１．６＂－－＇１０ ｎｌＴｌ，该
项工作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ＺＳＭ．５的成功合成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都堪称分子
筛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合成Ｍ４１Ｓ系列材料的核心方法是溶胶．凝胶法，即采
用表面活性剂形成的超分子结构为模板，通过溶胶．凝胶过程，在无机物与有机
物之间的界面引导作用下，自组装成孔径在２＂－＇５０ ｎｌｒｌ、孔径分布狭窄、孔道结

构规整的介孔材料。关于Ｍ４１Ｓ系列的合成机理，主要有液晶模板机理和协同作
用机理两种，这两种机理均由Ｍ４１Ｓ系列的发现者Ｋｒｅｓｇｅ等提出，虽然此后世
界各地的科学家又陆续提出如广义液晶模板机理【５３１、硅酸盐片迭机理【５４１、电荷
密度匹配机理【５５】等，但上述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看作是最初的液晶模板机
理和协同作用机理的修正和完善。
有序介孔材料的性能介于无定型多孔材料（例如无定型硅酸盐）和具有晶体
结构的多孔材料（例如沸石分子筛）之间，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晶体多孔材料
的优点，又同时具有无定型多孔材料孔径较大、有利于吸附大分子的特点，此外
介孔材料还具有其他多孔材料所不具备的下列优异性能：孔道结构高度有序、孔
径分布单一、孔径尺寸可调控、孔壁组成多样化、可以经过改性获得较好的热稳

定性和水热稳定性、高比表面积、高孔隙率、颗粒外形规整等【５…。
基于微孔材料的钛硅分子筛在烃类的氧化反应中展示出良好的催化效果，但
由于微孔材料孔径较小的限制，钛硅分子筛只适合小分子的氧化还原反应。有序
介孔分子筛通常具有比微孔分子筛更大的比表面积，相对较大的孔径以及规整的
孔结构，因此有利于较大分子的吸附和扩散，可以作为比微孔分子筛适用范围更

广的择形催化，为重油、渣油的择形催化裂化利用提供了可能。有序介孔材料作
为酸碱催化剂可以显著改善催化剂表面的结焦积碳问题，提高反应物和产物的扩
散速率、降低催化剂失活速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介孔材料孔道分布较窄、
孔壁组成多样化，采用在介孔材料骨架中掺杂具有氧化还原能力的过渡金属制备

改性介孔材料，或者在介孔材料表面负载贵金属和氧化物制备负载型介孔材料，
从而获得具有较强氧化还原能力的介孔材料催化剂。
因此，如果希望介孔分子筛表现出较强的氧化还原能力，金属的作用是必不

可少的，而金属的引入可以通过掺杂改性和负载两种方法，两者的不同在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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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般是指将金属以取代的形式引入分子筛骨架内部，从而能从根本上改变分子
筛的化学结构；而后者通常是指将介孔分子筛作为催化剂载体，在其上通过各种

方法将金属颗粒负载在载体表面。
１．５．２掺杂改性有序介孔分子筛

与微孔材料类似，介孔材料的孔壁组成最初也限于Ａｌ和Ｓｉ两种元素，随着
人们对介孔材料认识程度的加深，高硅铝比甚至全硅介孔分子筛被合成出来，与
此同时，孔壁的化学组成也不再限于Ａｌ和Ｓｉ两种元素，从介孔碳材料的出现至
今，以硅为基本骨架结构的介孔材料的孔壁组成已经涵盖了元素周期表上的大部
分元素，如Ｔｉ、Ｆｅ、Ｂｉ、Ｖ、Ｚｒ、Ｍｎ、Ｓｎ、Ｃｒ、Ｍｏ、Ｇａ、Ｂ、Ｎｂ、Ｗ和Ｇｅ等。
将金属材料引入介孔材料骨架的结构中，显著地改善了介孔材料的催化性能。与
微孔分子筛的掺杂改性一样，人们研究最早的介孔分子筛掺杂改性是钛硅介孔分

子筛。Ｉｇａｒａｓｈｉ等１５ ６Ｊ系统研究了Ｔｉ掺杂改性的介孔分子筛ＭＣＭ．４１和ＭＣＭ．４８，
并考察了各类所制备的催化剂对环烯烃氧化反应的催化活性，结果表明在温度为
３４３

Ｋ反应时间为６ ｈ的条件下Ｔｉ．ＭＣＭ．４８使反应的转化率达到９８％。Ｙｕａｎ等

【５７埽０备了Ｔｉ改性的ＭＣＭ．４１催化剂并考察其在环氧化反应中的催化效果，在最
佳条件下，环己烯的氧化反应转化率可以达到７０％，催化剂在经过一定的再生处

理后，仍然可展示出较高的催化活性。除了Ｔｉ金属以外，为数众多的各类金属
都被考虑添加到介孔分子筛材料中进行改性，其趋势已经超过了对传统微孔分子
筛的改性研究，这其中很多种掺杂改性催化剂都在氧化反应中展示出较高的活性。
Ｙａｏ等【５８Ｊ制备了Ｃｅ掺杂改性的ＭＣＭ．４１催化剂，该催化剂在液相氧化环己烷的
反应中具有大于９０％的转化率，其中生产环己醇的选择性大于８０％。Ｃｈｅｎ等【５卅
采用金属ｗ对ＭＣＭ．４１进行了改性，使之成为可以在水相Ｈ２０２作为氧化剂的
吻合条件下将环戊烯开环氧化为戊二醛的高效催化剂。上述谈及的金属均为过渡
性金属，而Ｑｉａｎ等【６０】利用非过渡性的长周期元素Ｂｉ对ＭＣＭ．４１进行掺杂改性，
所得到的Ｂｉ．ＭＣＭ．４１催化剂可以高效的氧化环己烷。

１．５．３负载型有序介孔分子筛
由于介孔分子筛具有比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孔道直径，如作为催化剂载体，可
以以较高的分散度负载贵金属或其氧化物等活性组分，有利于负载型催化剂显示

出优良的催化性能。Ｊｕｎｇｅｓ等【６ｌ】将Ｐｔ负载于ＭＣＭ．４１介孔材料上制备得到可以
在低温条件下氧化ＣＯ的负载型介孔分子筛催化剂，１００℃时的ＣＯ转化率接近
１００％。Ｘｉａ等【６２Ｊ在氟离子的存在下将Ｐｔ负载于ＭＣＭ．４１上得到具有疏水性质的
负载型介孔分子筛催化剂，该催化剂仍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孔直径，在苯、甲
苯、乙苯和异丙苯的催化氧化燃烧过程中活性很高，转化率均可以达到９０％以上。

Ｙａｎ等【６３ｊ采用传统的分子自组装方法合成了ＭＣＭ．４１，并将Ｐｔ均匀的分散在
ＭＣＭ．４１表面，ＴＥＭ和ＸＲＤ表征表明，ＭＣＭ．４１的高度规整性在负载前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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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该介孔分子筛催化剂可以高效率的催化甲苯的氧化反应。Ｒｕｉｚ等Ｌ６４Ｊ制备
了Ｐｄ．ＭＣＭ．４１催化剂并考察了该介孔分子筛催化剂在甲烷催化燃烧反应中的活
性，结果表明该催化剂在１２７３ Ｋ的高温下仍具有较好热稳定性，甲烷的催化燃

烧转化率通常可以大于９０％。Ｈｅ等【６５Ｊ系统研究了负载于不同微孔、介孔分子筛
上的Ｐｄ催化剂对苯和甲苯氧化反应的催化活性，结果表明介孔分子筛催化剂的
活性略小于微孔分子筛催化剂（Ｐｄ／Ｂｅｔａ＞Ｐｄ／ＺＳＭ．５＞Ｐｄ／ＳＢＡ．１ ５＞Ｐｄ／ＭＣＭ．４８＞
Ｐｄ／ＭＣＭ．４１），其中的Ｐｄ／ＳＢＡ．１５介孔分子筛催化剂同Ｐｄ／ＺＳＭ．５微孔分子筛催
化剂一样，具有较长的催化剂寿命，在７２ ｈ内没有表现出失活效应。
综上所述，以ＭＣＭ．４１、ＭＣＭ．４８为代表的介孔分子筛催化剂，不但继承了
微孔分子筛孔道规整、比表面积大等优点，还具有孔道尺寸较大、孔道直径分布

均一等特性，通过金属掺杂和负载改性，介孔分子筛在各类氧化反应中展示出较
高的催化活性。
１．６密度泛函理论在非均相催化机理领域的应用【６６－６８１
如今距１９１０年德国巴斯夫公司将世界上第一个催化工艺一一哈柏法合成氨
实现工业化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纵观过去的２０世纪，催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改
变了化学化工的研究领域，也同时改变了整个世界。从由合成氨制造化学肥料解
决人类的粮食问题，到一战中大量军需橡胶的生产，从３０，－、一，４０年代的石油化工
的萌芽，到结束二战的强大又罪恶的原子弹研制，从６０＂－＇７０年代的宇宙飞船上

天，到８０＂－＇９０年代的能源危机，催化涉及或涵盖了人类粮食、战争武器、汽车
能源、航天科技等衣食住行的各方各面，但人们对于催化概念的认识却依旧沿袭
１００年前科学家对合成氨的认识过程：实践指导理论，即合成氨研究开发和工业
化和后来大多数其他催化过程一样，主要依赖的是以实验为主的经验主义，虽然
也有很多催化理论的提出，但由于认识局限、实验条件有限等原因，长期以来一
直没有成为指导催化过程开发的主要方法。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人类可以骄傲地
说，在实验条件大力发展、标准手段日益先进以及计算机运算速度大幅提高的今
天，合成氨的催化机理已经基本上确定。问题是，在当前社会能源危机日益严重、

环境污染逐渐恶化的情形下，催化过程的开发似乎显得尤为重要，但是除了合成
氨，另有ＣＯ的氧化过程可能成为第二个可以被完全阐释机理的催化反应外，其
他的众多催化反应的机理均不是十分明确。依据合成氨和ＣＯ氧化的先例，除了
传统的实验开发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手段外，计算催化成为衔接理论与实践的桥
梁【６９－７２１。

计算催化是计算化学中的一个分支，泛指通过计算的方法解释催化反应机理、
获得催化反应热力学、动力学等数据以及催化反应路径，并进一步通过催化剂设
计或改性来控制催化反应的程度来获得所需的产物的一门学科。一般地，计算催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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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可以根据所用的方法分为分子力学方法、蒙特卡洛方法、分子动力学方法和量
子力学方法等，几种方法各有优劣：基于分子的计算方法常常因忽略了过多的细
节而得到谬误，而考虑了一切的第一性原理从头算法却因为消耗太多的计算时间
而变得不现实。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为不同计算方法的取舍而徘徊，而２０１３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却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十分优秀的解决方案。２０１３年
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Ｍａｒｔｉｎ Ｋａｒｐｌｕ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ｅｖｉｔｔ和Ａｒｉｅｈ Ｗａｒｓｈｅｌ三位科学家，
以表彰他们在“发展复杂化学体系多尺度模型”中的杰出贡献，三位科学家将牛
顿经典力学方法与量子力学的方法相结合用于计算蛋白质大分子的性质，利用量

子力学计算蛋白质分子的特殊官能团，利用经典力学计算蛋白质分子的其他部分，
获得的结果可以很好的反应蛋白质分子的性质。在２０１３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颁奖
致辞中还特别提到，多尺度模型除了在蛋白质分子计算中的应用外，还广泛用于
非均相催化中【７３．７５１。过去的１００多年间，在几个与催化相关的诺贝尔化学奖中，
这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不同于１９０９年首次提出催化作用机理的诺贝尔化学奖，
不同于１９３２年研究表面化学和吸附理论的诺贝尔化学奖，不同于１９５６年研究气
相反应动力学的诺贝尔化学奖，也不同于１９９８年提出密度泛函理论和为第一个
量子化学商用软件Ｇａｕｓｓｉａｎ做出杰出贡献的诺贝尔化学奖，２０１３年的诺贝尔化
学奖宣告了计算化学在大分子性质预测中的成功，是计算化学实践的胜利，将具
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如Ｋａｒｐｌｕｓ博士、Ｍｉｃｈａｅｌ博士和Ｗａｒｓｈｅｌ博士所指出的
那样，将量子化学计算应用到特殊的官能团计算上，可以在计算时间消耗不大的
情况下获得足够好的结果并与实验吻合１７昏７引。
１．６．１微观动力学（本征动力学）
一般的流固相催化反应过程可以由以下七个步骤组成ｉ７粥ｌ】：
①反应物自流体主体扩散至催化剂外表面（外扩散）；
②反应物自催化剂外表面扩散至催化剂内表面（内扩散）；
③内表面上的反应物被吸附在催化剂活性位点上（吸附）；
④吸附在催化剂活性位点上的反应物发生反应（表面催化反应）
⑤产物从催化剂活性位点上脱附至催化剂内表面（脱附）；
⑥产物自催化剂内表面扩散至催化剂外表面（内扩散）；
⑦产物自催化剂外表面扩散至流体主体（外扩散）。
上述七个步骤中，①②⑥⑦属于传质过程，即反应工程领域通常所说的内、

外扩散；包含③④⑤三个步骤的动力学统称为本征动力学，一般可以通过实验手
段获得；考虑所有七个步骤的动力学所得到的宏观动力学，是反应器设计与优化
的基础【８２１。尽管有时传质、吸附或者脱附也可能成为影响宏观动力学的重要因
素，但毫无疑问的是，涵盖吸附、表面催化反应和脱附的本征动力学在整个催化
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着手从两个方向研究催化领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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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实验的角度设计、筛选、评价并开发催化剂，从实验角度获得的描述吸附．
表面催化．脱附过程的动力学称为本征动力学（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８３ｊ；二是从理
论的角度解释催化作用机理，从原子或分子层次设计催化剂，从理论的角度获得
的动力学称为微观动力学（ｍｉ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早在催化应用于工业生产伊始，人们就意识到催化具有表面吸附．表面反应
的特征。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人们一直采用实验测定的手段获得本征动力学，
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动力学几乎成为催化的代名词。１９２２年，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和他的
同事们提出了著名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机制，标志着表面催化反应这个催
化子学科的诞生，时至今日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假设仍被大量应用用催化反
应的研究领域。此后的半个世纪，活性中心理论、多位点催化理论、活性基团理
论、中间化合物理论、变性理论、基团理论、过渡态理论等假说被相继提出，分

别用于解释吸附、脱附或表面催化的反应。但这些理论均包含某些过于理想化的
假设，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描述催化现象，未能涉及吸附．表面催化．脱附三个相辅
相成的过程的本质【８４１。直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随着量子化学、固体物理和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早在５０年代被提出的催化电子理论重新引起了科学家的重
视，人们将吸附、脱附和表面催化性质与构成催化剂元素的电子（主要是价电子）
行为和电子能级联系起来，逐渐发展出基于化学键变化的微观催化理论，并根据
催化剂表面元素的电子结构和吸附分子的，量子化学性质从理论上预测微观动力
肖４７７】

于

ｏ

１．６．２密度泛函理论【７２，８５】

密度泛函理论（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是一种基于第一性原理（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量子力学从头算法（Ａｂ ｉｎｉｔｉｏ），是目前为止唯一可以成功处理计
算物理、计算化学和计算材料学等诸多学科内较大分子体系的计算方法，广泛应
用于生物活性分子、固体物理、非均相催化和高分子科学等领域【８６，８７】。根据伟大
的经典物理学家牛顿的后自然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旧由日本学者据《易经》译为“形
而上学”）理论，第一推动力创造了世界，是一切力的源头，因此从量子力学基
本原理出发，不采用任何经验公式、仅利用几个常数（光速、普朗克常数、电子
电量、电子质量和所涉及的各元素的同位素质量）求解薛定谔方程的方法，称作

第一性原理；具体到算法实施角度，第一性原理的实现往往需要引入非相对论近
似、绝热近似和轨道近似等假设，引入这些数学、物理假设处理的第一性原理又
被称为从头算法。尽管如此，从头算所消耗的时间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认为
计算量与体系电子数目的４～７次方成正比，所以从头算至今为止仍被限制在小
分子领域内应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密度泛函理论采用电子基态密度计算基态
波函数，从而计算系统基态的各类性质，即系统基态的各类性质是电子基态密度

的函数的函数一一泛函。密度泛函理论的计算量仅与电子数目的３次方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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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降低计算时间，又由于考虑了电子交换能，得到的结果往往与从头算所得结
果具有同样的准确性，因此近三十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密度
泛函理论所采用的泛函可能包含一些经验参数，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密度泛函
理论不属于纯粹的第一性原理，但仍常常被划分在第一性原理或者从头算的范畴
内。
１．６．３周期性平板超原胞模型【８８Ｊ
数学模型是对实际问题的抽象，而一个学科应用数学的程度往往代表了该学
科的成熟程度。对于表面催化的数学描述，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不同的模型：团簇
模型（Ｃｌｕｓ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和平板模型（Ｓｌａｂ ｍｏｄｅｌ）［８８，８９】。
团簇模型源自于化学家，它采用由若干（通常几个至几十个）原子组成的团
簇代表催化剂，通过反应物在该团簇附近的吸附、反应来描述表面催化反应【９０１。
团簇模型是十分符合众多出身于实验的催化科学家的思维的，这是由于从催化剂
的ＴＥＭ表征结果来看，催化剂活性组分就是以众多类似于“孤岛”的团簇的形式
分布在催化剂载体上的【９”３１。尽管团簇模型便于研究低覆盖度的表面催化体系，
并且可以同时采用混合密度泛函和平面波两种不同的方法描述体系的性质，但团
簇模型仍具有以下几个局限【７２】：
①团簇的几何结构不易确定；
②团簇边缘的原子存在“悬空”的问题，无法形成价键；
③处于团簇边缘的吸附物性质由于团簇价键缺失而存在不准确的问题。
平板模型源自于物理学家【７２，９４，９５】，它的核心思想是考虑周期性边界条件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利用有限的二维空间的重复性结构结合第三维

的真空层间隔，得到可以描述三维周期性体系的周期性平板超原胞（Ｓｕ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ｃｅｌｌ）模型。为了消除相邻超原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真空层一般需要大于１０ Ａ。
平板模型唯一具有的确定是，如果原胞的尺寸过小，吸附分子在原胞内部所受的
作用力可能受到附近原胞的影响。由于周期性边界条件的存在，平板模型具有如
下优点【８５，９６，９７】：
①平板的结构可以根据所选取的晶面（如１１１面，１００面等）简单确定【９８】；
②平板边缘的原子不存在“悬空”问题；
③即使处于平板边缘的吸附分子也可以准确描述其性质［９９１。
１．６．４

ＶＡＳＰ软件包简介
众多的量子化学计算软件可以实施密度泛函理论的计算，如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ＥＳＴＡ、ＶＡＳＰ、ＣＰＭＤ和ＡＢＩＮＩＴ等，对于基于密度泛函理
论的周期性平板超原胞模型，ＶＡＳＰ是国际上应用较广的软件，本文采用的密度
泛函理论计算均由ＶＡＳＰ完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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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ＳＰ是Ｖｉｅｎｎａ

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ｅ，即维也纳从头算模拟软件包的

简称，是采用平面波赝势（或缀加投影波）方法进行从头计算原子、分子性质的
模拟软件包。ＶＡＳＰ基于有限温度下的局部密度近似，以自由能作为电子气密度
的泛函，在每个分子动力学时间不长内精确求解电子气的瞬时基态。ＶＡＳＰ采用
周期性边界条件处理原子、分子、团簇、纳米线（或纳米管）、薄膜、晶体、准晶
和无定性材料，以及表面体系和固体，便于计算材料的结构参数（如键长，键角，
晶格常数，原子位置等）、构型、电子结构（包括能级、电荷密度分布、能带、电
子态密度）。与其他的量子化学计算软件相比，在计算表面催化领域，ＶＡＳＰ具
有如下优势【１００】：

①在完善的赝势库的基础上，采用了缀加投影波（ＰＡＷ）或超软赝势，大幅度减少
平面波的数目，尤其对过渡金属和第一长周期元素（Ｐｎ碳元素和氧元素），可以将
平面波数目由１００减至５０；
②在实空间中计算势的非局域部分并保持正交化的数目较少，因此计算量仅与体
系价电子数目的三次方成正比，远小于常规从头算法与电子数４～７次方成正比
的计算量；价电子数目小于４０００时，即相当于计算含有４００个Ｐｔ原子的超原胞
时，上述比例关系均有效；

③在电子的自洽迭代计算中，采用了非常有效的算法，例如ＲＭＭ．ＤＩＳＳ和ｂｌｏｃｋｅ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收敛效果好，计算效率高［６９，１０１】。
④能自动确定体系的对称性并由此进行计算；
⑤支持所有计算机平台（串行计算机、并行计算机、矢量计算机、超级标量计算
机等）。

１．７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本论文的主要目的研究生物柴油催化制备过程中的工程与科学问题，在不同
的尺度下分别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研究：
①在微型固定床反应器中对ＫＦ／Ｃａ－Ｍｇ．Ａ１水滑石固体碱催化剂对催化制备生物

柴油的工艺条件进行了考察，并建立了基于平推流假设和Ｅｌｅｙ埘ｄｅａｌ吸附机理
的本征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该微型反应器中的动力学行为；
②搭建了自动化控制的中试规模生物柴油装置，对成型催化剂进行了５００ ｈ的寿
命评价实验，催化剂的活性保持在９５％以上，并建立了考虑传质与反应因素的宏
观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该中试反应器中的动力学行为；
③开发了一种低能耗的通用粗甘油精制工艺，使其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来源的生
物柴油副产粗甘油，并建立了精制过程的数学模型，该模型可以准确地描述粗甘
油的精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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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制备了多种铂．铋双金属催化剂，用以将甘油进行选择性氧化制备１，３．二羟基
丙酮，收率接近５０％，利用密度泛函理论对该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行为进行了
理论计算，从理论上解释了催化助剂铋的作用，并建立了仅依赖于理论的微观动

力学模型，该模型与实验所得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吻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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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ｂｙ ｉｏ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ｉｏｔ Ａｕｇ ２００９；８４（８）：１１３０．１ １３５．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Ｐａｒｔ ＩＩ『Ｊ１．Ｊ Ｃｈｅｍ

『３０１

ＹＯＮＧ ＫＣ，００Ｉ ＴＬ，ＤＺＵＬＫＥＦＩＹ Ｋ，Ⅵ，ＡＮ ＹＵＮＵＳ ＷＭＺ，ＨＡＺＩＭＡＨ ＡＨ．

Ｒｅｆ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ｇｌｙｃｅｒｉｎ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ｂｙ ｓｉｍｐｌｅ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Ｊ１．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ｉｌ Ｐａｌ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 １．

２０

万方数据

ｖａｃｕｕｍ

第一章绪论

Ｗｏｏｄ Ａ．Ｎｏｖｅｌ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ｖｅｒｔ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ｔｏ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Ｊ］．
Ｃｈｅｍ Ｗ－ｅｅｋ．Ａｕｇ．Ｓｅｐ ２００２；１ ６４（３４）：３０．３０．
［３２］Ｈｉｒａｉ Ｔ，Ｉｋｅｎａｇａ Ｎ，Ｍｉｙａｋｅ Ｔ，Ｓｕｚｕｋｉ 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ｂｙ ｓｔｅａｍ
［３ １］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ｉｎ

ｒｕｔｈｅｎｉｕｍ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Ｅｎｅｒｇ Ｆｕｅｌ．Ｊｕｌ—Ａｕｇ

ｏｎ

２００５；１９（４）：１７６１．１７６２．
ｆ３ ３ １

Ｈｕｂｅｒ ＧＷ：Ｓｈａｂａｋｅｒ ＪＷ：Ｄｕｍｅｓｉｃ ＪＡ．Ｒａｎｅｙ Ｎｉ．Ｓ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Ｈ．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Ⅲ．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ｕｎ

２７

２００３：３００（５６２８）：２０７５．２０７７．

［３４］

Ｖａｌｌｉｙａｐｐａｎ Ｔ，Ｂａｋｈｓｈｉ ＮＮ，Ｄａｌａｉ ＡＫ．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ｏｒ ｓｙｎ ｇａ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０１．Ｊｕｌ ２００８；９９（１ ０）：４４７６－４４８３．
［３ ５］Ｐｅｒｏｓａ Ａ，Ｔｕｎｄｏ Ｐ．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晰ｔｈ Ｒａｎｅｙ ｎｉｃｋｅｌ【Ｊ】．

Ｉｎｄ Ｅｎｇ Ｃｈｅｍ Ｒｅｓ．Ｎｏｖ ９ ２００５：４４（２３）：８５３５．８５３７．

［３６】Ｄａｓａｒｉ ＭＡ，Ｋｉａｔｓｉｒｎｋｕｌ

ＰＰ，Ｓｕｔｔｅｒｌｉｎ ＷＲ，Ｓｕｐｐｅｓ ＧＪ．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ｔｏ 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
２００５；２８ １

ｇｌｙｃｏｌ【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

ａ－Ｇｅｎ．Ｍａｒ

１８

ｆ１．２）：２２５．２３ １．

Ｑｉｎ ＬＺ，Ｓｏｎｇ ＭＪ，Ｃｈｅｎ ＣＬ．Ａｑｕｅｏｕｓ—ｐｈａｓｅ ｄ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 ｏｖｅｒ Ｐｔ／Ｗ０３／Ｚｒ０２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ｉｎ ａ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Ｊ１．Ｇｒｅｅｎ
［３ ７］

ｔｏ

Ｃｈｅｍ．

Ａｕｇ ２０１０；１２（８１：１４６６．１４７２．

『３ ８１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Ｙ Ｔａｍｕｒａ Ｍ，Ｔｏｍｉｓｈｉｇｅ Ｋ．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ｔｏ １，３·ｐｒｏｐａｎｅｄｉｏｌ［Ｊ］．Ｊ Ｍａｔｅｒ Ｃｈｅｍ Ａ
２０ １ ４：２ｎ ９）：６６８８．６７０２．

『３９１

Ｋｉｍｕｒａ Ｈ．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０１

Ｕｓｉｎｇ

ａ

『４０１

Ｋｉｍｕｒａ Ｈ，Ｔｓｕｔｏ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ｎ ａ

Ｒｅａｃｔｏｒ［Ｊ］．Ａｐｐｌ

ｏｎ ａ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Ｂｉｓｍｕｔｈ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ｂｙ

Ｃａｔａｌ ａ－Ｇｅｒｔ Ｎｏｖ １５

Ｋ，恻ｓａｋａ Ｔ，Ｋａｚｕｍｉ

１９９３；１０５（２）：１４７—１５８．

Ｙ Ｉｎａｙａ 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Ｂｉｓｍｕｔｈ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Ｊｌ．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 ａ－ＧｅｒＬ Ｍａｒ ２６

１９９３；９６（２）：２１７．２２８．
ｆ４ １ １

Ｇａｒｃｉａ Ｒ，Ｂｅｓｓｏｎ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ｗｉｔｈ Ａｉｒ

ｏｎ

Ｍ，Ｇａｉｌｅｚｏｔ Ｐ．Ｃｈｅｍ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Ｍｅｔａｌｓ『Ｊ１．Ａｐｐ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ｌ ａ．Ｇｅｎ．Ｊｕｎ ２２

１９９５；１２７（１．２、：１６５．１７６．
Ｂｒａｎｄｎｅｒ Ａ，Ｌｅｈｎｅｒｔ Ｋ，Ｂｉｅｎｈｏｌｚ Ａ，Ｌｕｃａｓ Ｍ，Ｃｌａｕｓ 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４２１
Ｂｉｏｍａｓｓ．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Ｃｈｅｍ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Ｊ１．
Ｔｏｐ Ｃａｔａｌ．Ａｐｒ ２００９；５２（３）：２７８．２８７．

［４３】Ｈｕ ＷＢ，Ｋｎｉｇｈｔ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ｎｅ

Ｄ，Ｌｏｗｒｙ Ｂ，Ｖａｒｍａ 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ｔｏ

ｏｖｅｒ

Ｐｔ．Ｂｉ／Ｃ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Ｉｎｄ Ｅｎｇ Ｃｈｅｍ
［４４］

Ｈｕ

Ｐｔ－Ｂｉ／Ｃ

『４５１

Ｒｅｓ．Ｎｏｖ ３

２０１０；４９（２１）：１０８７６．１０８８２．

ＷＢ，Ｌｏｗｒｙ Ｂ，Ｖａｒｍａ Ａ．Ｋｉｎｅ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Ｊ］．Ａｐｐｌ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Ｐ，Ｂｅｓｓｏｎ

ｔｏ ｍｅｓｏｘａｉｉｃ ａｃｉｄ ｏｎ

Ｃａｔａｌ Ｂ－ＥｎｖｉｒｏｒＬ Ｊｕｌ ２１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ｖｅｒ

２０１１；１０６（１－２）：１２３－１３２．

Ｍ，Ｇａｌｌｅｚｏｔ 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ｉｒ ｏｆ ｔａｒｔｒｏ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ｉｓｍｕ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Ｊ１．Ｃａｔａｌ Ｌｅｔｔ．

１ ９９７；４６（３．４）：１ ９５．１ ９９．

ｆ４６１

Ｂｅｓｓｏｎ Ｍ，Ｇａｌｌｅｚｏｔ 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ｓ

Ｔｏｄａｙ．Ｍａｒ ３ １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Ｃａｔａｌ
［４７］Ｄｅｍｉｒｅｌ Ｓ，Ｌｅｈｎｅｒｔ

ａｎｄ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ｓ

ｏｎ

ｍｅｔａｌ

２０００；５７（１．２）：１２７．１４１．

Ｋ，Ｌｕｃａｓ Ｍ，Ｃｌａｕｓ Ｐ．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ｇｏｌ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Ｊ］．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

２１

万方数据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Ｂ．ＥｎｖｉｒｏｒＬ Ｊａｎ ３ １

２００７；７０（１．４）：６３７．６４３．

［４８］ 谢艳丽．甘油的选择性催化氧化及其产物分离的研究［Ｄ］．浙江杭州：浙
江大学理学院，２００６．
［４９］Ｔａｇｕｃｈｉ Ａ，Ｓｃｈｕｔｈ Ｆ．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Ｍｅｓｏｐｏｒ Ｍａｔ Ｊａｎ ３ ２００５；７７（１）：１．４５．
［５０】Ｐｅｒｅｇｏ Ｃ，Ｍｉｌｌｉｎｉ

ｉ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Ｍｉｃｒｏｐｏｒ

Ｒ．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１．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ＲｅＶ．２０１３；４２（９）：３９５６．３９７６．
Ｍ，Ｓｃｈｍｉｄｔ 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ｎ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 ｏｆ ＭＦＩ／ＭＣＭ．４ １ ｌｉｋ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ｂｙ ａ ｍｉｘｅｄ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ｆ５ １ １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 Ａ，Ｓｔｏｃｋｅｒ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Ｍｉｃｒｏｐｏｒ Ｍｅｓｏｐｏｒ Ｍ牡Ｆｅｂ １９９９；２７（２－３）：１８１－１９２．
ｆ５２１
Ｋｒｅｓｇｅ ＣＴ，Ｌｅｏｎｏｗｉｃｚ ＭＥ，Ｒｏｔｈ ＷＪ，Ｖａｒｔｕｌｉ ＪＣ，Ｂｅｃｋ Ｊ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ｅｖｅ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Ｊ１．Ｎａｔｕｒｅ．Ｏｃｔ ２２ １９９２：３５９（６３９７）：７１０．７１２．
Ｂｅｃｋ ＪＳ，Ｖａｒｔｕｌｉ ＪＣ，Ｒｏｔｈ ＷＪ，ｅｔ ａ１．Ａ Ｎｅｗ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ｆ５３１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ｉｅｖ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ｑｕｉｄ．Ｃｒｙｓｔａｌ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Ｊ１．Ｊ Ａｍ Ｃｈｅｍ Ｓｏｃ．Ｄｅｃ
３０

１９９２；１１４（２７）：１０８３４．１０８４３．
［５４］Ｉｎａｇａｋｉ Ｓ，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Ｙ Ｋｕｒｏｄａ Ｋ．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ａ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ｒｒＬ Ａｐｒ ２ １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Ｐｏｌｙ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ｆＪｌ．Ｊ

１

９９３（８）：６８０．６８２．
Ｍｏｎｎｉｅｒ Ａ，Ｓｃｈｕｔｈ Ｆ，Ｈｕｏ Ｑ，ｅｔ
『５５１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ｐ ３

ａ１．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Ｍｅｓ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Ｊ１．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３；２６１ｆ５１２６）：１２９９．１３０３．

［５６］ Ｉｇａｒａｓｈｉ Ｎ，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Ｋ，Ｔａｔｓｕｍｉ Ｔ．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ｙｌａｔｅｄ
Ｔｉ．ＭＣＭ一４ １ ａｎｄ Ｔｉ－ＭＣＭ．４８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１．Ｍｉｃｒｏｐｏｒ Ｍｅｓｏｐｏｒ Ｍａｔ Ａｕｇ ２３
２００７；ｌ ０４（１．３）：２６９．２８０．

［５７】Ｙｕａｎ ＱＣ，Ｈａｇｅｎ Ａ，Ｒｏｅｓｓｎｅｒ Ｆ．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ｉ－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ＣＭ一４ １ ａｎｄ ｅｐ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１．Ａｐｐｌ Ｃａｔａｌ ａ．Ｇｅｎ．Ａｐｒ １ ８

ｏｎ

２００６；３０３（１）：８ １．８７．
『５ ８１

ＹＪ，Ｍｉｎ Ｌ，ｅｔ ａ１．Ｌｉｑｕｉ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ｔｏ
ｃｅｒｉｕｍ．ｄｏｐｅｄ ＭＣＭ．４ １『Ｊ１．Ｊ Ｍｏｌ Ｃａｔａｌ ａ－Ｃｈｅｍ．Ｍａｒ １

Ｙａｏ ＷＨ，Ｃｈｅｎ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ｌ

ｏｖｅｒ

２００６；２４６（１．２、：１６２．１６６．
【５９】Ｃｈｅｎ

Ｈ，Ｄａｉ

ＷＬ，Ｄｅｎｇ

ＪＦ，Ｆａｎ ＫＮ．Ｎｏｖｅ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Ｗ－ｄｏｐｅｄ ＭＣＭ－４ １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ｃｌｏｐｅｎｔｅｎｅ ｔｏ ｇｌｕｔａｒ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ｂｙ ａｑｕｅｏｕｓ

Ｈ２０２『Ｊ１．Ｃａｔａｌ Ｌｅ位Ｊｕｌ ２００２；８１（１．２）：１３１．１３６．

［６０】 Ｑｉａｎ Ｇ，Ｊｉ Ｄ，Ｌｕ ＧＭ，Ｚｈａｏ Ｒ，Ｑｉ ＹＸ，Ｓｕｏ ＪＳ．Ｂｉｓｍｕｔ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ＣＭ一４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ｌｉｑｕｉｄ．ｐｈａｓ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１：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Ｊ１．Ｊ Ｃａｔａｌ．Ｊｕｎ １０ ２００５：２３２（２）：３７８．３８５．

［６ １］Ｊｕ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Ｕ，Ｊａｃｏｂｓ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Ｗ，Ｖｏｉｇｔｍａｒｔｉｎ

Ｉ，Ｋ＿ｒｕｔｚｓｃｈ Ｂ，Ｓｃｈｕｔｈ

Ｆ．Ｍｃｍ一４ １

ａｓ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ｆｏｒ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ａｒｂｏｎ．Ｍｏｎｏｘｉｄ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ｆＪｌ．Ｊ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Ｃｈｅｍ Ｃｏｍｍ．Ｎｏｖ ２１ １９９５（２２）：２２８３．２２８４．

［６２］Ｘｉａ ＱＨ，Ｈｉｄａｊ ａｔ
ｏｎ

Ｋ，Ｋａｗｉ 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ｓ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ＭＣＭ．４ １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１．Ｃａｔａｌ Ｔｏｄａｙ．Ｊｕｌ １

２００１；６８（１．３）：２５５．２６２．
［６３］Ｙａｎ ＦＷ，Ｚｈａｎｇ

万方数据

ＳＦ，Ｇｕｏ ＣＹ Ｌｉ

ＦＢ，Ｙａｎ Ｆ，Ｙｕａｎ ＧＱ．Ｔｏｔ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第一章绪论

ｔｏｌｕｅｎｅ

ｏｖｅｒ

Ｐｔ．ＭＣＭ．４ １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ｉｎ

ａ

ｏｎｅ．ｓｔｅ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Ｊ１．Ｃａｔａｌ Ｃｏｍｎｌｕｎ．Ｊｕｌ ２５

２００９；１０（１３）：１６８９．１６９２．

［６４］Ｒｕｉｚ

ＪＡＣ，Ｆｒａｇａ ＭＡ，Ｐａｓｔｏｒｅ ＨＯ．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ＭＣＭ．４１Ⅲ．Ａｐｐｌ
［６５］Ｃｈｉａｎｇ

ｏｖｅｒ

ｐ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ｏｎ

Ｃａｔａｌ Ｂ．Ｅｎｖｉｒｏｎ．Ｏｃｔ ３０ ２００７；７６（１．２）：１１５．１２２．

Ｈ，Ｂｈａｎ Ａ．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ｈｅｘａｎｅ ｈｙｄｒｏｉｓｏ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ｎ

ａｃｉｄｉｃ ｚｅｏｌｉｔｅｓ ｒＪｌ．Ｊ Ｃａｔａｌ．Ｏｃｔ ６

２０１１；２８３（１）：９８．１０７．
ｆ６６１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Ｔ，Ａｍａｄｏｔｔｉｒ Ｌ，Ｓｅｌｌｅｒｓ ＪＲ．ｖ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Ｐ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Ｓｏｌｉ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Ｊ１．Ｚ Ｐｈｙｓ

ｏｎ

Ｃｈｅｍ．Ｎｏｖ ２０１３；２２７（９．１１）：１４３５。１４５４．

ｆ６７１Ⅵｌ Ｌ，Ｐａｎ ＸＬ，Ｃａｏ ＸＭ，Ｈｕ Ｐ，Ｂａｏ）（Ｈ．Ｏｘｙｇｅ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ｄｏｐｅｄ ｇｒａｐｈｅｎｅ：Ａ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Ｊ］．Ｊ

Ｃａｔａｌ．Ａｕｇ １ ５

２０１ ｌ：２８２（１）：１ ８３．１９０．

『６８１

Ｈａｆｎｅｒ Ｊ．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ｕｓｉｎｇ ＶＡＳＰ：Ｄｅｎｓ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１．Ｊ Ｃｏｍｐｕｔ

Ｃｈｅｍ．Ｏｃｔ ２００８：２９（１３）：２０４４．２０７８．

［６９］Ｎｏｒｓｋｏｖ ＪＫ，Ｂｌｉｇａａｒｄ Ｔ，Ｌｏｇａｄｏｔｔｉｒ Ａ，ｅｔ ａ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１．Ｊ Ｃａｔａｌ．Ｊｕｌ ２５ ２００２；２０９（２）：２７５．２７８．
Ｎｏｒｓｋｏｖ ＪＫ．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Ｊ１．Ｓｔｕｄ Ｓｕｒｆ Ｓｃｉ Ｃａｔａｌ．
『７０１
１９９９；１２２：３．１０．

『７ １ １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ｂａ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１．

Ｎｏｒｓｋｏｖ ＪＫ．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ｕｒｆ Ｓｃｉ．Ｊａｎ １ １９９４；２９９（１．３）：６９０．７０５．

『７２１

Ｋｒｅｓｓｅ Ｇ，Ｈａｆｎｅｒ Ｊ．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ｑｕｉｄ．Ｍｅｔａｌ 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ｉｕｍ ｆＪｌ．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Ｂ．
Ｍａｖ １５ １９９４；４９（２０）：１４２５１—１４２６９．

Ｍ．Ｑｕａｎｔｕｍ

『７３１

Ｂｅｌｌ ＡＴ，Ｈｅａｄ．Ｇｏｒｄｏｎ

『７４１

Ａｌａｍ ＭＫ，Ａｈｍｅｄ Ｆ＇Ｍｉｕｒ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Ｊ１．ｍｎｎｕ Ｒｅｖ Ｃｈｅｍ Ｂｉｏｍ０１．２０１ １；２：４５３．４７７．
Ｒ，ｅｔ ａ１．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ｉｕｎｌ

ｏｘｉｄ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ｂｙ Ｈ（２）ｕｓｉｎｇ ｕｌｔｒａ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ｑｕａｎｔｕｍ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ｕｄｙ『Ｊ１．Ｃａｔａｌ Ｔｏｄａｙ．Ａｐｒ ３０
『７５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２０１１：１６４（１）：９．１５．

Ｚｏｐｅ ＢＮ，ＨｉｂｂｉＲｓ ＤＤ，Ｎｅｕｒｏｃｋ Ｍ，Ｄａｖｉｓ ＲＪ．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Ｊ１．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ｃｔ １

２０１０：３３０（６０００）：７４．７８．
Ｓａｌｃｉｃｃｉｏｌｉ Ｍ，Ｓｔａｍａｔａｋｉｓ Ｍ，Ｃａｒａｔｚｏｕｌａｓ Ｓ，Ｖｌａｃｈｏｓ Ｄ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７６１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叨．Ｃｈｅｍ Ｅｎｇ Ｓｃｉ．Ｏｃｔ １ ２０１１；６６（１９）：４３１９－４３５５．

［７７］Ｖａｎ Ｒｅｎｓｂｕｒｇ ＷＪ，Ｇｒｏｖｅ

Ｃ，Ｓｔｅｙｎｂｅｒｇ ＪＰ，Ｓｔａｒｋ ＫＢ，Ｈｕｙｓｅｒ ＪＪ，Ｓｔｅｙｎｂｅｒｇ ＰＪ．

Ａ ＤＦＴ ｓｔｕｄ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ｓ．Ｍａｒ １５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ｒｉｍｅｆ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１．

２００４；２３（６）：１２０７．１２２２．

Ｍｏｓｋａｌｅｖａ ＬＶ，Ｃｈｅｎ ＺＸ，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ｏｖ ＨＡ，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Ｂ，Ｓｕｎ Ｑ，Ｒｏｓｃｈ Ｎ．
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Ｅｔｈｙｌｉｄｙｎｅ ｏｖｅｒ Ｐｄ（１ １１、：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析ｔｌｌ

［７８】

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１．Ｊ 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 Ｃ．Ｆｅｂ １２ ２００９；１１ ３（６）：２５ １２．２５２０．
７９

朱炳辰．化学反应工程［Ｍ】．北京：化学ｌ，ｉｋ出版社，２００８．

８０

朱炳辰．化学反应工程［Ｍ］２００５．

８１

朱开宏，袁渭康．化学反应工程分析【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２

郭汉贤．应用化工动力学［Ｍ１２００３．

２３

万方数据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Ｋｒｅｓｓｅ Ｇ，Ｊｏｕｂｅｒｔ Ｄ．Ｆｒｏｍ ｕｌｔｒａｓｏｆｔ ｐｓｅｕｄｏ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ｒ
『８３１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Ｊ１．Ｐｈｙｓ Ｒｅｖ Ｂ．Ｊａｎ １ ５ １ ９９９；５９（３）：１ ７５ ８．１ ７７５．
ｆ８４１ Ｈｏｎｋａｌａ Ｋ，Ｈｅｌｌｍａｎ Ａ，Ｒｅｍｅｄｉａｋｉｓ ＩＮ，ｅｔ ａ１．Ａｍｍｏｎｉ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１．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ａｎ ２８ ２００５：３０７（５７０９）：５５５．５５８．

『８５１

Ｎｏｒｓｋｏｖ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８６］

ａｎｄ

ＪＫ，Ｓｃｈｅｆｆｉｅｒ Ｍ，Ｔｏｕｌｈｏａｔ 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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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微型固定床反应器中固体碱催化植物
油制备生物柴油
２．１引言
固定床反应器是指流体通过静止不动的固体催化剂（或固体反应物、惰性固
体填料）所形成的床层而进行反应的装置。固定床反应器主要应用于气．固相催
化体系，也可用于液．固催化及气．液．固催化（此类固定床常被称为滴流床，亦译
作涓流床，两者均来自英语Ｔｒｉｃｋｌｅ

ｂ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等其它体系。固定床反应器的主

要优点是床层内流体的流动接近活塞流形式，可用较少量的催化剂和较小的反应
器容积获得较大的生产能力，又由于停留时间可以严格控制，当主反应伴有串联
副反应时，可以通过控制停留时间获得对主反应较高的选择性。此外，固定床反
应器结构简单、操作简便、催化剂机械磨损小，这也是它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原
因。固定床反应器在化学工业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多基本的化工反应过程

都是在固定床反应器中进行的，如催化重整、正构烷烃异构化、丁烯氧化脱氢制
丁二烯、苯氧化制顺酐、萘（邻二甲苯）氧化制苯酐、苯加氢制环己烷和乙苯脱
氢制苯乙烯等。

反应动力学研究反应物浓度、压力、温度以及催化剂等各因素对反应速率的
影响，还研究反应进行时历经的步骤，即反应机理。通过对反应动力学的研究，
可以指导化学反应过程的放大、控制条件以提高反应的速率，从而实现反应过程
的工业化。反应动力学传统意义上讲属于物理化学的研究范畴，但为了满足工程
实践的需要，化学工程师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一般来说，化学家
对于反应动力学着重研究的是反应机理，力图根据基元反应速率的理论计算来预
测整个反应的动力学规律；化学工程师则主要通过实验测定，研究工业反应器操
作范围内反应速率与反应条件之间的定量关系，以满足反应过程开发和反应器设
计的需要。
油脂的酯交换反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反应速率受多种理化因素影响。油脂
通常是上百种物质的混合物，而不同的油脂、甚至同类油脂的组成又不尽相同。

常规的工业酯交换反应至少是液．液非均相反应过程，如果采用固体催化剂，则
成为液．液．固非均相反应过程，因此实际反应速率是由本征反应速率和传质速率
决定的。关于制备生物柴油的酯交换催化反应的动力学研究，可以按催化剂相态
分为两类：均相催化反应动力学和非均相催化反应动力学。

均相催化反应动力学研究开展得较早也较深入。概括来说，可以将油脂与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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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的酯交换反应机理解释为：三个由油脂分子逐步与甲醇进行酯交换的串联反应，
而忽略油脂分子经一步反应直接生成脂肪酸甲酯和甘油的并联反应。采用拟均相
二级可逆反应动力学模型拟合动力学速率的实验数据，获得了反应活化能、指前

因子等参数的值，所用模型的计算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实验数据【１卅。周慧等【５Ｊ在
醇油摩尔比为６：１、使用１．３％的ＫＯＨ作为催化剂的条件下，在６４℃下反应
２０

ｍｉｎ，生物柴油的收率达９８％以上，在优化反应条件的基础上，研究了反应的

动力学特征：反应遵循拟二级反应规律，在３２℃和５ｌ℃时的反应速率常数分别
为０．６６２７ Ｌ／（ｍｉｎ·ｍ０１）和０．９４７４ Ｌ／（ｍｉｎ·ｍ０１），反应的活化能约为１５．４６ ｋＪ／ｍｏｌ。
张静雅等【３４】在添加甲基叔丁基醚为共溶剂的条件下研究酯交换反应的动力学，
结果表明反应在３０ ｍｉｎ后基本达到平衡，收率最高为９９．４％，反应基本遵循一
级反应规律，反应活化能为５２．１７

ｋＪ／ｍｏｌ。

相对于均相催化反应动力学而言，非均相催化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较少【６圳。
尹芳华等【ｌｏ】在间歇釜式反应器中研究了以菜籽油为原料、采用钙基负载型固体
碱作催化剂的酯交换反应动力学，结果表明，反应分为三个阶段：引发段的０．５

级反应、增长段的二级反应、平衡段的零级反应，反应的活化能约为５０．１００

ｋＪ／ｍｏｌ。

郭宏珍【１ｌ】在固定床反应器中研究了阳离子交换树脂催化下油酸与醇酯化反应的
动力学，用拟均相二级可逆反应模型对反应速率数据进行了拟合，得到了不同温
度下的反应速率常数，由此得到的反应活化能约为６０．７ｋＪ／ｍｏｌ。肖弥彰等【ｌ ２Ｊ研究
了间歇釜式反应器中废油与甲醇经过双金属氰基络合物催化同时发生酯化与酯
交换反应的动力学，反应在开始阶段接近二级反应，而后转为一级反应和零级反
应，反应的活化能为１０．６ ｋＪ／ｍｏｌ。马利等【１３】以潲水油为原料，探讨了间歇釜式反

应器中酯化．酯交换两步法制备生物柴油的反应动力学，以活性炭负载硫酸铁为
负载型催化剂，测定不同反应温度、不同甲醇／脂肪酸摩尔比条件下潲水油中游
离脂肪酸的转化率，以此确定酯化反应的动力学控制步骤及动力学方程中的待定
参数，从而建立了在实验温度范围内酯化反应的动力学方程，并根据碱催化酯交
换反应机理，在简化的动力学模型基础上，推导出了潲水油中甘油三酯与甲醇发

生酯交换反应的宏观动力学方程；结果表明，酯化反应和酯交换反应的动力学方
程在实验条件范围内都能较好地描述各自的反应过程。总之，非均相催化反应动
力学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考虑的是在间歇釜式反应器中油脂与甲醇在催化剂作
用下酯交换反应的宏观动力学，而固定床固体碱催化酯交换反应的本征动力学研
究则尚未见诸报道。
本章采用微型的固定床反应器研究基于固体碱催化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
柴油工艺，在排除液．液、液．固内扩散和液．固外扩散三个传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获得酯交换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为固定床固体碱催化
制备生物柴油的工业化奠定理论和模型基础。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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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实验材料和仪器设备
２．２．１实验所需材料
本章实验所需的材料及其规格和生产厂家见表２．１。
表２．１实验所需试剂
Ｔａｂｌｅ ２—１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２．２．２实验所需仪器
本实验所需的仪器及其生产厂家和数量见表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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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口

无级恒速搅拌器

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

马弗炉

上海浦东荣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１ｌ，ｌ

离心机

江苏响水县医疗器械厂

１ｌ

加热套

温州市成海电器有限公司

旋转蒸发仪

天津玻璃仪器厂

ｃ－、｜１ｌ

循环水式真空泵

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厂

１ｌ

气相色谱仪

上海欧华精密仪器厂

１Ｉ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１ｌ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

天津市鹏翔科技有限公司

１ｌ

厶口厶口吞芸厶口厶口厶口厶口吞芸

２．２．３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
反应器作为非均相催化动力学研究装置的核心部分，常采用不同的类型【１４，ｌ ５｜。
反应器按照流体流动形式，可以分为简单流动反应器和循环流动反应器；按照催
化剂运动状态，可以分为固定床反应器和流动床反应器；按照反应速率的大小（或
催化剂装填量），可以分为积分反应器和微分反应器；按照进出料的操作形式，
可以分为间歇反应器、半间歇（半连续）反应器和连续反应器。本章所采用的是
连续流动的微型的固定床积分反应器，又被称为理想置换反应器。该类反应器一
般垂直放置，流体自反应器上端进入、下端排除，管径一般为１０～＇２０ １１３１１１，管径
与催化剂粒径之比通常大于１０（最好大于２０）、以避免由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

质量传递所导致反应器径向出现沟流（壁效应）、温度梯度和浓度梯度，从而使
数据处理趋于复杂化【１６，１７】。此外，由于对非等温情况下数据处理的困难，动力学

研究一般都采用等温条件下采集的数据。为了解决等温问题，可以采用外置恒温
油浴、填充导热优良的惰性填充物和多段控温的方法。经测定，本实验装置的恒
温段大于１０ ｃｍ，且每次实验前均需重新测定恒温段长度和位置后装填催化剂，
以确保所有的实验均在恒温条件下进行。
微分反应器和积分反应器在设备层次上没有本质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操
作条件，即前者催化剂装填量较少（一般认为床层高度需要小于２ ｍｍ）、相应的
转化率比较低（通常要求小于１０％，甚至小于５％）；而后者的催化剂装填量较
多、转化率较高【ｌ引。固定床中非均相催化反应的“整体效果”，可以看作发生在
一个个“无限薄”的催化剂床层上的多个“子催化反应”的累加，而实施所谓的
“整体效果”的反应器即积分反应器，实施所谓众多“子催化反应”的反应器即
微分反应器。显然，微／积分反应器是指对催化剂床层的微／积分，而不是对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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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或停留时间）的微／积分。这两种反应器各具优缺点。积分反应器由于催
化剂装填多、反应转化率较高，需要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的数学处理才可以
获得反应速率，且当绝热温升较大时，整个床层的控温较难，但它更接近工业反

应器情况，反应随着反应条件的变化比较直观，一直乐于为研究者所采用。微分
反应器由于催化剂装填量很少、反应转化率很低，床层热效应可以忽略，反应器
温度易于控制，其数据可认为是在等温、恒浓的条件下获得，若不计入误差，反
应物进出口浓度变化与停留时间的比值即为反应速率，这为确定反应模型的基本
形式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微分反应器仍存在床层装填不规整、分析精度要求高
等缺点，对于复杂反应体系难以实现。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是本文中测定反应速率的重要仪器，其实物图见图
２．１。

图２．１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实物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２－１ Ｉｎｔｅｇｅｒａｌ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ｅｔｕ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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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动力学实验方法
２．３．１棕榈油酸值和皂化值的测定

棕榈油是一种由多种甘油三酯组成的混合物，虽然具有比较相似的化学性质，
但是其相对分子质量通常需要针对特定的原料进行测量得出，以便计量其在化学
反应中物质的量的变化，以下采用中国国家标准测定棕榈油的酸值和皂化值，然
后计算得出相对分子质量。
①棕榈油酸值的测定
棕榈油酸值的测定依据国家标准ＧＢ／Ｔ

５５３０．２００５。

称２．５ ｇ（精确到０．００１ ｇ）棕榈油于锥形瓶中，加入中性乙醚：乙醇＝２：１

（体积比）的混合溶剂５００ ｍＬ，震荡锥形瓶使棕榈油完全溶解，再加入４＂－＇６滴
１％酚酞，用０．０１ ｍｏｌ／Ｌ的ＫＯＨ溶液滴定至微红，记录ＫＯＨ溶液的体积用量；

重复两次上述实验。
②棕榈油皂化值的测定
棕榈油皂化值的测定依据国家标准ＧＢ／Ｔ ５５３４．２００８。
称２．５ ｇ（精确到０．００１９）棕榈油于锥形瓶中，加入Ｏ．５ｍｏｌ／Ｌ的ＫＯＨ乙醇
溶液５０ ｍＬ，煮沸回流３０ ｍｉｎ，停止加热，再加入１０滴１％酚酞，趁热用０．５ ｍｏｌ／Ｌ

的盐酸滴定至红色消失，记录盐酸的体积用量；重复一次上述实验；同时做无棕
榈油的空白实验，记录盐酸的体积用量。
２．３．２

ＫＦ／Ｃａ．Ｍｇ．Ａ１水滑石固体碱催化剂的制备ｌｌ刿
采用双滴共沉淀法制备Ｍ９６Ａ１２（ＯＨ）１４（Ｃ０３）２·４Ｈ２０水滑石（Ｈｙｄｒｏｔａｌｃｉｔｅ，ＨＴ）：

将Ｃａ（Ｎ０３）２·４Ｈ２０、Ｍｇ（Ｎ０３）２·６Ｈ２０和Ａｌ（Ｎ０３）３·９Ｈ２０配成Ａ溶液，总阳离子

的摩尔浓度为１

ｍｏｌ／Ｌ；

将ＮａＯＨ和Ｎａ２Ｃ０３配成Ｂ溶液，ＮａＯＨ和Ｎａ２Ｃ０３的

浓度分别为０．４ ｍｏｌ／Ｌ和０．１ ｍｏｌ／Ｌ。强烈搅拌下，将Ａ溶液和Ｂ溶液滴入一定量

的水中，保证ｐＨ值在９＂－－１０之间，得到的胶状沉淀恒温３３８ Ｋ晶化；４８ ｈ后，
抽滤、水洗至ｐＨ接近７，将沉淀物在３７３～３９８。Ｃ下干燥过夜并在７２３ Ｋ下煅烧

５小时制成Ｃａ－Ｍｇ．Ａ１复合氧化物。最后将焙烧后的粉末与Ｉ＠·２Ｈ２０按照质量
１：１的比例混合，同时滴加一些水，该浆料在３３８ Ｋ的干燥过夜，制备成
ＫＦ／Ｃａ．Ｍｇ．Ａ１水滑石固体碱催化剂。而后将上述催化剂研磨，按粒径筛分为２０＂
４０目、４０－－一６０目、６０－－一８０目、８０－－．１００目、１００＂、一１２０目、１２０目以上等各级，
并置于干燥箱中备用。
２．３．３液．液传质阻力影响的排除
在多个小试管中加入少量甲醇和棕榈油，再向每个小试管中分别滴加乙酸甲

酯、正己烷、正庚烷、环己烷、乙醚、异丙醚、石油醚、四氢呋喃等溶剂，同时
震荡试管，观察记录试管内液相分层情况，以确定最佳的共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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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图的测定采用浊点法：在小试管中准确称量１～３ ｇ棕榈油，再用移液管
准确加入一定体积的甲醇（精确到０．０１ ｍＬ），配制成醇油摩尔比０．５＂－－－＇３０：１的

混合液，试管在３０℃水浴中保温。在磁力搅拌下用移液管准确加入一定体积的
共溶剂（精确到０．０５ ｍＬ），直到混合液呈均相且２ ｈ内不出现浑浊，记录共溶剂
体积用量。绘制棕榈油．甲醇。共溶剂三元相图。
２．３．４积分固定床反应器操作条件
反应管内径１２ ＩＴｌｌＴＩ，长度５０ ｎｕｌｌ，恒温区长度１０ １／１１１１。自下向上依次装填

岩棉３０ ｎｌｎｌ、石英砂６０，、，８０ ｍｉｌｌ、催化剂１～５ ｇ、石英砂３０＂－－５０ Ｈｕｎ、岩棉３０

ｍｍ。

其他实验条件设定：
①催化剂装填。准确称量一定质量的催化剂，均匀紧密地装填于反应管中上
部，通过控制装填高度使装填密度Ｐ约为０．８８∥ｃｍ３。
②溶液的配制。根据棕榈油．甲醇．共溶剂三元相图，在５００ ｍＬ容量瓶中配
制指定醇油摩尔比的均相溶液。

③进料前的准备。将反应炉按照程序升温升至指定反应温度，气化器与阀箱
温度设为与反应温度相同的温度，进料罐保温、管线保温均设置为３０℃；调节
计量泵到指定流量。
④进料以及取样分析。待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的各项温度达到指定值时，
开始按指定流量进料；在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的各项温度重新稳定且出料组成
不再改变时取样并进气相色谱分析。
２．３．５液．固外扩散传质阻力影响的排除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装填催化剂的粒径在１２０目以
上，醇油的摩尔比为３０：１，保持装填的催化剂质量和进料速度之比不变，测定
如下条件的反应转化率：
１

ｇ（精确到０．００１ ｇ，下同）催化剂，０．３ ｍＬ／ｍｉｍ

２

ｇ催化剂，０．６

ｍＬ／ｍｉｍ

３

ｇ催化剂，０．９

ｍＬ／ｍｉｎ；

４

ｇ催化剂，１．２ ｍＬ／ｍｉｍ

５

ｇ催化剂，１．５

ｍＬ／ｍｉｎ。

２．３．６液．固内扩散传质阻力影响的排耐２０】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Ｃ，装填３ ｇ催化剂，醇油的摩尔比
为３０：１，进料速度为０．９ ｍＬ／ｍｉｎ保持不变，测定催化剂粒径为２０＂－－－＇４０目、４０～
６０目、６０～８０目、８０～１００目、１２０目以上的反应转化率。

２．３．７本征反应速率的测定
①不同空速下反应速率的测定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Ｃ，装填３ ｇ催化剂，醇油的摩尔比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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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２：１，催化剂粒径６０～８０目，测定进料速度为０．９
ｍＬ／ｍｉｎ、２．１ ｍＬ／ｍｉｎ、３．０ ｍＬ／ｍｉｎ、５．０

ｍＬ／ｍｉｎ、１．５ ｍＬ／ｍｉｎ、１．８

ｍＬ／ｍｉｎ的反应转化率。

②不同温度下反应速率的测定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装填３ ｇ催化剂，醇油的摩尔比为１２：ｌ，催化
剂粒径６０，－－－，８０目，进料速度０．９ ｍＬ／ｍｉｎ，测定反应温度为４０℃、４５℃、５０℃、
５５℃、６０℃的反应转化率。

③不同浓度下反应速率的测定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Ｃ，装填３ ｇ催化剂，催化剂粒径
６０～－８０目，进料速度０．９ ｍＬ／ｍｉｎ，测定醇油的摩尔比为６：１、１２：１、１８：１、
３０：１的反应转化率。
２．３．８气相色谱分析
生物柴油的产率分析通过气相色谱完成。该气相色谱配备ＤＢ．５Ｈｔ毛细管柱

（１５

ｍｘ０．２５ ｍｍｘ０．２５

ｍｍ）与氢火焰离子监测器（ＦＩＤ），以氮气作为载气，载气

流速２ ｍＬ／ｍｉｎ，分流比５０：１，柱箱温度从３２３ Ｋ由程序升温逐渐升到６５３

进样器和检测器温度分别为５２３ Ｋ和６３３

Ｋ，

Ｋ。

２．４动力学实验结果与讨论
２．４．１棕榈油酸值和皂化值测定结果

①棕榈油酸值测定实验结果见表２．３。

表２．３棕榈油酸值测定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ｍ ｏｉｌ ａｃｉｄ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其中，酸值的计算式为
４

２

ｋ‰‘等

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为：４＝０．３７２６

（２—１）

ｍｇ ＫＯＨ／ｇ油。

②棕榈油皂化值测定实验结果见表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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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４棕榈油皂化值测定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ｍ ｏｉｌ ｓａｐ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棕榈油质量（ｇ）０．５ ｍｏｌ／Ｌ盐酸的体积用量（ｍＬ）
２７．３５

５ ０

２７．７５

””拍 加如姚

４５．４０

５｝ Ｏ“≤

其中，皂化值的计算式为

ｓｖ＝（‰Ｈ一‰Ｈ）·ｃ册，·警

（２—２）

，，０

计算结果的平均值为：品＝１ ９８．２９９２

ｍｇ

ＫＯＨ／ｇ油。

③棕榈油平均相对分子质量的计算
棕榈油平均相对分子质量的计算参照国家标准ＧＢ／１５６８０．２００９。
棕榈油平均相对分子质量Ｍ的计算式为

Ｍ：了３ｘ—１０—０—０Ｍ＿０

（２—３）
、

’

（品一４）
计算结果为Ｍ＝８５０．３ １４９ ｇ／ｍｏｌ。
２．４．２液．液传质阻力影响排除的实验结果［２，２１，２２】
本反应体系的一个复杂之处在于，由于反应物中的甲醇和棕榈油的极性相差

很大，二者呈现液．液分层现象，为了获得排除传质因素影响的本征动力学数据，
需要选择极性适中的共溶剂，使其既能够溶解极性较大的甲醇，又可以溶解极性
较小的棕榈油，从而达到液相主体为均一相的目的。
①共溶剂的选择。液．液传质阻力是指分散相棕榈油在连续相甲醇中的传递
过程中的阻力，这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共溶剂使体系形成均相予以排除。共溶剂
需要具备共溶性良好、不参与酯交换反应、便于回收及使用安全等特点［２３，２４］。根
据这些特点，对乙酸甲酯、正己烷、正庚烷、环己烷、乙醚、异丙醚、石油醚、

四氢呋喃等溶剂进行筛选，发现乙酸甲酯、异丙醚在室温下均可以很好地使不同
比例的甲醇与棕榈油混合物形成均相，沸点较低且便于回收，毒性较小。但乙酸
甲酯作为酯类的一种，可能因发生酯交换反应而影响原体系的反应性，因此选择
共溶效果好、低毒性的惰性物质异丙醚作为共溶剂。异丙醚的部分物性数据如下：
分子量：１０２．１７ ｇ／ｍｏｌ；密度：０．７２４ ｇ／ｅｒｎ３；沸点：６８．７℃；毒性：微毒，ＬＤ５０＝８４７０
ｍｇ／ｌ【ｇ。

②三元相图的测定。三元相图的测定实验结果见表２．５。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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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三元相图的测定实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将上述相平衡数据进行拟合，绘制棕榈油．甲醇．异丙醚三元相图，见图２．２。

０．５

Ｏ．４

Ｏ．３

兰∞＾Ｉｏ∞－０Ｑ
１０

Ｏ．２

ｃｏ豸ＰＪｌ ∞Ｉｏ ／＼ｌ

０．Ｏ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Ｍｏｌａｒ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ｏＩ

图２．２棕榈油．甲醇．异丙醚三元相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２－２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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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中曲线内部所包含的部分为非均相的液．液共存区，而曲线外部则为

均相区【２３１。为了确保液．液相际传质阻力的排除，动力学实验中反应物组成应该
保证在曲线以外的均相区域。由于反应体系中甲醇与油的摩尔比至少为３：１，

因此主要关注甲醇摩尔分数较高部分的相图。通过棕榈油．甲醇．异丙醚三元相图
可以计算３０℃时指定棕榈油质量、醇油比时混溶所需要的最少异丙醚量。在以
下的实验中，为确保体系的均相，配制溶液时取异丙醚为最少用量的１．５倍。
２．４．３液．固外扩散传质阻力影响的排除【２５Ｊ
液．固外扩散传质阻力是指反应物从流体主体向固体催化剂颗粒外表面的传
递过程中的阻力，这可以通过增加流速的方法予以排除。实验设计依据如下原理：
在排除外扩散传质阻力的区域里，转化率与流体流过催化剂床层的空速线性相关。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装填催化剂的粒径在１２０目以
上，醇油的摩尔比为３０：１，保持装填的催化剂质量和进料速度之比不变，实验
结果如图Ｆ１．１。
由图Ｆ１．１可知，在空速相同的情况下，Ｏ．３＂－＇１．５ ｍＬ／ｍｉｎ的进料速度都可以

使转化率达到９８％左右，外扩散传质阻力对总体反应速率的影响很小，可认为在
此范围内（进料速度大于Ｏ．３ ｍＬ／ｍｉｎ）排除了液．固外扩散传质阻力对总体反应
速率的影响。

２．４．４液．固内扩散传质阻力影响的排除
液．固内扩散传质阻力是指反应物自催化剂颗粒外表面向催化剂颗粒内表面
的传递过程中的阻力，这可以通过减小催化剂粒径的方法予以排除。实验设计依
据如下原理：在排除内扩散传质阻力的区域里，转化率与催化剂粒径无关。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醇油的摩尔比为３０：１，装填
３

ｇ催化剂，进料速度０．９ ｍＬ／ｍｉｎ不变，不同催化剂粒径下实验结果如图Ｆ１．２。
由图Ｆ１．２可知，当催化剂粒径为２０＂－＇４０目时，内扩散严重，转化率明显下

降；当催化剂的粒径小于或等于６０，－、，８０目（０．１８０ Ｉｌｕｌｌ～Ｏ．２５０ ｍｍ）时才可以排
除内扩散传质阻力对总体反应速率的影响。动力学实验中所使用的均为平均粒径
小于１２０目的催化剂，可以充分保证内扩散影响的排除。
２．４．５本征反应速率实验
①空速对反应转化率的影响
固定床积分反应器装置中，反应温度６０℃，装填３ ｇ催化剂，醇油的摩尔
比为１２：１，催化剂粒径小于１２０目，不同接触时间下的反应转化率见图Ｆ１．３。
由图Ｆ１．３可知，随着接触时间的延长，反应的转化率逐渐增加。接触时间
小于２ ｍｉｎ时，转化率随接触时间的延长迅速增加；当接触时间达到３ ｍｉｎ左右
时，转化率的增加变得缓慢，即展示出反应速率逐渐减小的趋势。这意味着如果
考虑速率方程的幂律模型，反应级数为正数。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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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温度对反应转化率的影响
装填３ ｇ催化剂，醇油的摩尔比为１２：１，催化剂粒径小于１２０目，进料速

度为０．９ ｍＬ／ｍｉｎ，不同温度下的反应转化率见图Ｆ１．４。
由图Ｆ１．４可知，随着温度的升高，转化率显著升高。这符合范特霍夫规则：
温度每升高１０℃，反应速率大约变为原来的２＂－＇４倍。

２．５本征动力学建模和机理讨论
２．５．１本征动力学数据的数学处理
动力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反应速率的定义问题。反应速率的定义为反应
体系中单位时间、单位反应区域内的反应量，其中的“反应区域＂可以是反应物
系体积、催化剂质量或体积、相界面面积等‘１４１。

反应速率＝器

（２－４）

反应速率的单位通常可以表明反应速率的定义。如ｋｍ０１．ｍ‘３．ｈ～、
ｍｏｌ·ｇｃａｔ一·ｓ～、堙．ｍ．２．ｒａｉｎ。１分别表示反应速率的定义为每立方米每小时反应
的物质的量、每克催化剂每秒反应的物质的量和每平方米催化剂表面每分钟反应

的物质的质量。本章所采用的化学反应速率定义为：每克催化剂上每分钟接触时
间所转化的棕榈油的物质的量，其单位为ｍ０１．ｇ～·ｍｉｎ～。因此该体系的反应速
率为棕榈油在单位催化剂质量上的流率变化（即棕榈油单位接触时间的转化率变
化）：

一丽ａＶ，＝一型２‘。鱼２碉ｄｘｄＷ
。

ｄ形

１驯

ｄＷ

ａ（Ｗ／Ｆｏ 。１

（２—５）
Ｐ叫

为了由实验中的转化率数据计算反应速率，先将图Ｆ１．３中接触时间对反应

转化率影响的实验数据进行三次样条Ｂ函数拟合，拟合结果与原实验数据的比
较见图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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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６０

零
Ｃ

．Ｑ

｛２

箩

Ｃ
ｏ
（）

Ｏ
０

２∞０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４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ｔｉｍｅ，Ｗ／Ｆ。。（ｒａｉｎ ｇ ｍｏｌ’１）

图２．３接触时间对反应转化率影响与拟合结果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 ２－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ｓ．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由图２．３可知，采用三次样条Ｂ函数拟合接触时间对反应转化率影响数据，
可以得到较好的效果：数据的数值与趋势均可用拟合结果表示。

再利用数值微分法计算拟合数据曲线在各个实验点处的导数，即反应速率。
反应速率的计算结果见表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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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６本征动力学数据及反应速率计算结果
ｍｌｂｌｅ ２．６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Ｔ：３３３

Ｋ，ｃｐｏ：０．３９８３

ｍｏｌ／Ｌ，ｍ：１２，Ｗ：３ ｇ）

２．５．２酯交换反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吸附模型建立

关于ＫＦ／Ｃａ－Ｍｇ．Ａ１水滑石催化剂的酯交换反应动力学模型，文献中有拟均

相二级可逆反应模型和Ｅｌｅｙ捌ｄｅａｌ吸附模型两种：前者不考虑具体的表面反应
细节，采用幂律模型对参数进行回归得到方程形式；后者假设只有含羟基的“小

分子”一一甲醇和甘油一一被吸附于催化剂表面，而甘油三酯、甘油二酯和甘油
单酯等“大分子”物质不在催化剂表面发生吸附，通过热力学估算吸附平衡常数
和动力学参数回归的方法获得方程形式。上述两种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均可以反映

出酯交换反应的动力学行为。为了与这两种模型进行比较并进一步揭示反应机理，
下面考虑酯交换反应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吸附模型【１

８１。

该酯交换反应的化学计量方程为：

Ｏｉｌ＋３Ｍｅｔｈａｎｏｌ一３尉旭＋Ｇ如Ｐ阳，

（２－６）

记Ｏｉｌ为组分Ａ，Ｍｅｔｈａｎｏｌ为组分Ｂ，ＦＡＭＥ（脂肪酸甲酯，即生物柴油）
为组分Ｃ，Ｇｌｙｃｅｒｏｌ为组分Ｄ，另记甘油三酯、甘油二酯分别为Ｅ、Ｆ，则反应的

化学计量方程可以表示为：

Ａ＋３Ｂ一３Ｃ＋Ｄ

（２—７）

考虑吸附、表面反应和脱附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吸附模型由以下基元步
骤组成

Ａ＋仃毒Ａ盯

（２—８）

Ｂ＋仃手害章主Ｂ仃

（２—９）

～

屹

Ａｏ＇＋Ｂｃｒ山Ｃｏ－＋Ｅａ

（２－１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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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ｅｅ＋Ｂｅｅ占。－－－Ｃｅｅ＋Ｆｅｅ（２－１
Ｆｅｅ＋Ｂｅｅ耸。
Ｃｅｅ占Ｃ＋ｅｅ
Ｄｅｅ占．Ｄ＋盯（２－１４）
１）

Ｃｅｅ＋Ｄｏ＂（２－１２）
（２—１３）

上述（２—８）～（２—１４）步依次为甘油三酯的吸附、甲醇的吸附、催化剂表面上
第一步酯交换反应、催化剂表面上第二步酯交换反应、催化剂表面上第三步酯交
换反应、脂肪酸甲酯的脱附和甘油的脱附。由于假定（２—１０）为速率控制步骤，
可认为其他的步骤均达到拟平衡状态，记每个反应（或吸附、脱附）的平衡常数
为：

Ｋ

２筹舻１，２，３，４，５，６，７

（２＿１５）

由（２—８）、（２－９）、（２—１ １）～（２—１４）可以依次得到：
，ｉ＝砰ｃＡ鼠一耳吼＝０

（２－１６）

吃＝Ｅｑ统一巧％＝０

（２－１７）

＿＝对％铭一酊艮郎＝０

（２－１８）

ｒｓ＝醚８Ｆ８Ｂ—ｋ；ｅＣｏｏ＝０

（２－１９）

ｒ６＝醋岛一薛Ｃｃ鼠＝０

（２－２０）

ｒ７＝碍铭一ｋ７ＣＤＯ．＝０

（２－２１）

再考虑所有物质的覆盖度与空白覆盖度和为１：
（２－２２）

吼＋％＋艮＋％＋艮＋艮＋良＝１
得到总体反应速率为

，＝％＝对ＫＫ［巴ｑ—ｉ霹瑟瓦１丽可Ｃｃ３ＣＤ］ａ２，其中
七蕊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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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２３）中括号内的部分为体系趋于平衡的程度，反应初始阶段该项数值较小、

反应速率较大，反应进行中该项数值逐渐减小、速率亦逐渐减小，直至反应接近
平衡、反应速率趋于零。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反应进度如何，催化剂表面空白覆
盖度鼠均对反应速率有较大影响。本课题组之前开发的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形式如下［２６２６】：

ｒ＝碍Ｋｚ

警ｊ鼠，其中鼠＝ｉ五南（２—２４）

ＣｅＧ—ｉ零面１

根据式（２—２３）对方程进行数值积分等数学处理可以得到接触时间与转化率的关
系，将上述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以及之前本课题组开发的得到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
模型和实验数据的对比关系绘制成图２．４。

６０

零
ｅ＇－

．２

坦

皇４０
Ｃ
ｏ

ｏ

２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图２－４

ｔｉｍｅ，Ｗ／Ｆ。ｏ（ｍｉｎ

６０００

ｇ

８０００

ｍｏｌ“）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与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和实验数据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 ２－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由图２－４可以看出，与本课题组之前开发的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相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与实验数据的差异略大，转化率预测的误差大概在１０％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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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因此仅从与实验吻合的角度，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优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
模型，但仍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本章所提及的Ｅｌｅ皿ｉｄｅａｌ模型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即（２—２４）和
（２—２３）两个模型在方程的形式上十分相似，均依次由以下三部分的乘积组成：
速率常数项、平衡常数项和空白覆盖度，其中速率常数项包括了在速率控制步骤

的速率常数和达到速率控制步骤之前的平衡常数；平衡常数项涵盖了所有基元步
骤的平衡常数；空白覆盖度则是反应速率的推动力，即总体反应速率均与空白覆
盖度正相关。而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的差别如下：

Ｏ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假设只有甘油和甲醇可以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并发生相应
的，而认为甘油三脂、甘油二酯、甘油单酯和脂肪酸甲酯等较大的分子不在催化
剂表面进行吸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则假设甘油、甲醇、甘油三脂、甘
油二酯、甘油单酯和脂肪酸甲酯等所有参与反应的物质均在催化剂表面进行吸附。
这一项区别是两个模型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其他的不同之处；

②速率常数项部分，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较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缺少了

Ｋ，即Ｅｌｅｙ墒ｄｅａｌ模型忽略甘油三酯的吸附因素；
③平衡常数项部分，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较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缺少了
墨疋３，即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忽略甘油三酯的吸附和脂肪酸甲酯的脱附因素；
④空白覆盖度项部分，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仅考虑了两种物质的吸附，而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考虑了六种物质的吸附，空白覆盖度的表达形式十分
不同；

⑤空白覆盖度项部分的另一个不同是，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中总体速率常数与
空白覆盖度的一次方成正比，而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中总体速率却与空白
覆盖度的二次方成正比。
总之，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中总体速率与空Ａ覆盖度的二次方成正
比，空白覆盖度又恒小于１，而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的空白覆盖度由于考
虑了更多的物质而数值较低，因此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预测的速率比
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模型要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于本章涉及的生物柴油酯交换
体系来说，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是优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的动力学模型。

２．６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微型的固定床反应器研究基于固体碱催化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
柴油工艺，在排除液．液、液．固内扩散和液．固外扩散三个传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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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酯交换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揭示了发生在固体催

化剂表面的酯交换反应机理，研究表明：Ｅｌｅｖ墒ｄｅａｌ吸附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
微型反应器内部的动力学情况，甘油三酯与甲醇的第一步酯交换作用是速率控制

步骤。该本征动力学模型为固定床固体碱催化制备生物柴油的工业化奠定理论和
模型基础。

符号含义
４：棕榈油的酸值，ｍｇ ＫＯＨ／ｇ油；
品：棕榈油的皂化值，ｍｇ ＫＯＨ／ｇ油

‰：ＫＯＨ溶液的体积用量，ｍＬ；
Ｇ伽：ＫＯＨ溶液的浓度，０．０１ｍｏｌ／Ｌ；
Ｍｏ：ＫＯＨＩ拘相对分子质量，５６．１

ｇ／ｍｏｌ；

％：棕榈油的质量，ｇ。
矿：催化剂装填量，ｇ。
Ｆｐｏ：棕榈油进料速率，ｍｏｌ·ｍｉｎ一１

‰一。：皂化实验盐酸的体积用量，ｍＬ；
‰一：：空白实验盐酸的体积用量，ｍｔｌ

％：盐酸的浓度，０．５ｍｏｌ／Ｌ；
盯：催化剂表面的活性位，无量纲；

敛：ｘ物种在催化剂表面的覆盖度，其中晓表示催化剂表面空白覆盖度，无量
纲；

，；Ｉ：第ｎ个基元反应（或吸附、脱附）的反应速率，ｍｏｌ·ｇ～·ｍｉｎ～；
，．：包含所有基元反应的总体反应速率，ｔｏｏｌ·ｇ～·ｍｉｎ～；

《：第ｎ个反应（或吸附、脱附）的正方向速率常数，ｒ·ｍｏｌ～·ｇ～·ｍｉｎ～；
巧：第ｎ个反应（或吸附、脱附）的逆方向速率常数，ｒ·ｍｏｌ～·ｇ～·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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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引言
化工过程放大（ｓｃａｌｅ．ｕｐ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直是化学工程与技术领域的

重点与难点。化学工业领域在我国存在大批小试结果不能迅速产业化的瓶颈现象，
这也是我国与欧美诸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之一，究其原因，对以化学反应为特征
的过程来说，认识放大规律和利用化工放大技术来实现规模生产是其关键。由于
化工过程中存在复杂的非线性偶联关系，化工过程放大的几何相似性与物理相似

性常常难以同时满足。故一般的化工过程放大需要经历如下阶段：实验室研究阶
段、小量试制阶段、中试概念设计阶段、中试阶段（着重解决概念设计中遇到的
问题）、编制工艺软件包、工程设计阶段和工业装置建设和生产阶段。具体到固
定床反应器的过程放大，实验室中的化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制备、筛选出优良的催
化剂，并通过实验确定最适宜的反应条件，如反应温度、压力、浓度和接触时间
等参数；在此基础上化学工程师的任务是通过实验、计算模拟以及其他一切手段
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投资进行催化剂规模的放大一一即反应器规模的放大，
并找出影响过程放大的因素；最后进行工业反应器的设计【ｌ，２１。
本章在第二章所开发的本征动力学模型的基础上【３Ｊ，开发具有良好机械强度
的成型催化剂，设计中试固定床反应器及其自动化装置，在该装置中评价成型催
化剂的各项性能，最后对该中试固定床反应器进行考虑本征动力学与传质因素的
宏观数学建模。

３．２实验材料和仪器设备
３．２．１实验所需材料
本章实验所需的材料及其规格和生产厂家见表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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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镁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硝酸铝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氢氧化钠

分析纯

南京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碳酸钠

分析纯

南京市宁试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氟化钾

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

甲醇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棕榈油

食用级

市购

异丙醚

分析纯

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３．２．２实验所需仪器

本实验所需的仪器及其生产厂家和数量见表３．２。

表３－２实验所需仪器
Ｔａｂｌｅ ３－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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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简介
为了评价筛选催化剂和为反应器的工业放大提供必要的模型数据，需要专
门设计合适的实验反应器用以研究反应过程。该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为自行设计，
以油脂最大流量９．９９ ｍＬ／ｍｉｎ计，装填催化剂约１ ｋｇ，所设计的系统需要包含进

出料储罐、预热器、泵送装置、换热装置、混合装置、管线以及固定床反应器。
３．３．１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流程

图３．１中试固定床装置示意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Ａ ｂｅｎｃｈ－ｓｃａｌ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１：油罐２：甲醇罐３：油泵４：甲醇泵５：三向阀

静态混合器
ＰＬＣ控制装置

万方数据

９：固定床反应器

６：预热器７：压力表８：

１０：冷凝器１１：背压阀１２：产品罐１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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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流程见图３．１。其中各部分的功能如下：
①液路１：在储罐中保持装填一定量的植物油，植物油经过滤器过滤后，进入到

微量泵进口，泵出口液体经三通阀后到预热器加热至指定温度；
②液路２：在储罐中保持装填一定量的甲醇，甲醇经过滤器过滤后，进入到微量
泵进口，泵出口液体经三通阀后到预热器加热至指定温度；
③混合器：两股液路经过特殊设计的静态混合器充分混合后，进入反应器；
④反应器：用加热圈加热，侧壁开三个孔测温；
⑤过滤器：反应器出口处加一个过滤孔径为５∥聊的过滤器，防止带出固
体物质；

⑥换热器：自反应器出来的混合物到换热器冷却；
⑦产品储罐：最后设置中间储罐和产品储罐；
⑧取样口：反应器后的过滤器之后接一个三通阀用以取样去气相色谱分析，
在冷却器、中间储罐之后各设置一个三通阀用以取样，末端的产品储罐底部开口，
后接截止阀与调节阀用以取样。
３．３．２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过程模拟

化工过程模拟是对实际化工过程在计算机上的再现，是化工过程设计、化工
过程优化的必需阶段。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并商业化以来，
一直在化工过程模拟领域独占鳌头，其完备的物性数据库与单元操作模型、先进
的序贯算法和联立方程并重的计算方法和程序高度的开放性使其数十年来在经
久不衰，近年来该公司陆续兼并了一些同行企业，形成一家以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稳态模

拟和Ａｓｐｅｎ ｈｙｓｙｓ动态模拟为主打，兼顾过程控制、实时在线优化等特色的化工
模拟软件公司，其软件兼具工业应用和学术价值。本章所涉及中试反应过程的物
料衡算、能量衡算、管径的选择以及流体流过管道的压降计算均通过通用流程模
拟软件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进行模拟计算。
①组分

用三油酸甘油酯（ｔｒｉｏｌｅｉｎ，Ｃ５７Ｈ１０４０６）代替棕榈油作为原料，用油酸甲酯
（ｍｅｔｈｙｌ．ｏｌｅａｔｅ，Ｃ１９Ｈ３６０２）代替生物柴油作为产物。上述两种物质以及甲醇、
甘油的各种物性数据均来自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数据库或其相应的估算。

②热力学模型
由于该反应体系的非均相性，选用ＮＲＴＬ（非随机两相液体）模型，并用文
献中的三元液液平衡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回归。
Ａｎｄｒｅａｔｔａ等【４ｊ报道了三元体系油酸甲酯、甘油、甲醇的液．液、气．液．液平衡
数据，具体数据见表３．３。由于反应在低温（６５。Ｃ以下）、低压（一个大气压）下
进行，在研究的初步阶段，气相可以采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液相可以采用ＮＲＴ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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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度系数模型。选择适当的相平衡数据经回归分析可以得到模型的参数。热力学

参数回归结果见表３．４。回归结果表明，所用模型可以较好地复现文献中相平衡
数据（回归结果与实验数据误差小于１０％），油酸甲酯．甲醇．甘油三元相图见图
３．２。

表３．３油酸甲酯．甲醇．甘油三元相平衡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３－３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ＦＡＭＥ—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表３．４热力学参数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４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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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ｔｔ３６０２

图３－２油酸甲酯．甲醇．甘油三元相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２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ｄａｉ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ＦＡＭＥ·－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③模拟主要参数
油和甲醇的初始温度为２５。Ｃ，压力为０．１ＭＰａ，油进料速率７ｍＬ／ｍｉｎ，醇油
摩尔比为１２：１，两股原料液经过泵升压至０．５ ＭＰａ，经换热器加热至６５。Ｃ，经

混合器混合，在反应器中进行酯交换反应，油的转化率为０．９，反应后的混合物
经过冷却器冷却至２５℃。体系所用的管道均按无缝钢管计，每段长度为ｌｍ，外
径６ｍｍ，粗糙度０．２ｍｍ。
④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流程模拟图
根据上述流程和过程参数形成的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流程模拟图见图３．３。

ｅ专坦
油

ｚ▲

ＰｕＨＰ２

甲醇

——虿
图３—３

Ｉ：艺流程模拟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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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流程模拟结果
ＨＥＡＴｌ功率６．６ Ｗ，ＨＥＡＴ２功率６．１ Ｗ，ＲＥＡＣＴＯＲ功率．３６ Ｗ，ＣＯＯＬ功

率．１４．８ Ｗ；体系所用的７个管道压降均较小，其中压降最大的是ＰＩＰＥｌ，为Ｏ．０００２
ＭＰａ。各流股的模拟结果见表３．５。

表３．５各流股的模拟结果
１ｈｂｌｅ ３．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

３．３．３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的ＰＬＣ控制系统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简称ＰＬＣ）是一种具有

微处理机的数字电子设备，用于自动化控制的数字逻辑控制器，可以将控制指令
随时加载到内存中储存与执行。可编程控制器由内部ＣＰＵ，指令及资料内存、
输入输出单元、电源模组、数字模拟等单元模块所组成，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
要自行编辑相应的用户程序来满足不同的自动化生产要求。
该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中共有五处控温点：植物油预热器、甲醇预热器和固
定床反应器上的三个控温点。上述五个控温点均接入ＰＬＣ装置，并根据实际运
行情况整定控制参数，使控温达到高效快速且波动误差小于１％。由于该装置需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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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连续运转（大于１０００ ｈ），另在ＰＬＣ中编写高温报警、自动切断电源等智
能程序，ＰＬＣ上位机界面见图３．４。

生物柴油催化剂评价装置
自动化温控系统

哑
报●指暴虾≤

霉ｎ
宦动Ｉ停止ｆ

ｉ大学化学化工学院Ｊ
ｆ国民教授课题组ｌ

图３．４ ＰＬＣ上位机界面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ｄｉｓｐｌａｙ

３．３．４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三维布局图与实物图
根据３．３．３节进行的过程模拟与设计，绘制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三维布局图，
见图３．５，关于各种设备的具体设计图见附录。该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搭建完成
的实物图见图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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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三维布局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５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ｄａｉ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ｓｃａｌ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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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中试固定床反应装置实物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６ Ｒｅａｌ ｄａｉ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ｓｃａｌ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４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实验方法
３．４．１

ＫＦ／Ｃａ·Ｍｇ－ＡＩ水滑石成型催化剂的制备【５】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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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按照２－３．２节制备所得的ＫＦ／Ｃａ．Ｍｇ．ＡＩ水滑石粉末研磨后以１２０目的筛子
过滤，再将所得的粉体加入一定的蒸馏水搅拌混合均匀，然后将呈糊状的粉体与
蒸馏水混合物投入双螺杆挤条机以不同的压力挤出并切割成长度为１～２ ｍｍ的
催化剂颗粒。成型催化剂在使用前尚需进行６２７ Ｋ的高温焙烧。
３．４．２成型催化剂机械强度测试

在智能颗粒强度试验机测试催化剂颗粒的压碎强度，以单位长度的最大承受
力单位，即Ｎ／ｍｍ表征催化剂强度，每种催化剂测试５０次，并取平均值。
３．４．３成型催化剂低温氮气吸附测试
采用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 ＡＳＡＰ ２０２０装置在７７ Ｋ的低温下测试催化剂颗粒吸附／
脱附等温线。实验前首先在６２３ Ｋ下真空脱气５ ｈ。催化剂颗粒的比表面积、孔
容和孔径等数据通过ＢＥＴ方程和ｔ－ｐｌｏｔ得到。
３．４．４气相色谱分析

生物柴油的产率分析通过气相色谱完成。该气相色谱配备ＤＢ－５Ｈｔ毛细管柱
ｆ１５ ｍｘ０．２５ ｍｍｘ０．２５

ｍｍ）与氢火焰离子监测器（ＦＩＤ），以氮气作为载气，载气

流速２ ｍＬ／ｍｉｎ，分流比５０：１，柱箱温度从３２３ Ｋ由程序升温逐渐升到６５３
进样器和检测器温度分别为５２３ Ｋ和６３３

Ｋ，

Ｋ。

３．４．５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操作条件
在固定床反应器的中心位置装填５００ ｇ～－１０００ ｇ成型催化剂，甲醇的进料流
速控制在３＂一３０ ｍｌ／ｍｉｎ，植物油的进料流速控制在０．５～１０ ｍｌ／ｍｉｎ，反应器的
温度控制在２９８ Ｋ＇～３４７ Ｋ，预热器与反应器压力相同，液时空速（１ｉｑｕｉｄ
ｓｐａｃｅ

ｈｏｕｒｌ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ＬＨＳＶ）控制在０．２５～＇２．５５ ｈ一１，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控制在４～

２３。
３．４．６ ５００

ｈ催化剂寿命评价实验

在３．４．４中筛选出的最优条件下对成型催化剂进行寿命评价，装置每天连续
２４

ｈ不间断运转用ＰＬＣ和人工双重监控的形式确保运行安全性，每４ ｈ取样一

次进气相色谱分析生物柴油收率。

３．５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实验结果与讨论
３．５．１

ＫＦ／Ｃａ．Ｍｇ．ＡＩ水滑石成型催化剂制备实验结果

对一种工业非均相催化剂来说，必须具备以下几方面的优良性能：

①催化活性好；
②选择性高；
⑧活性稳定，即催化剂寿命长；

④适宜的理化性能，如比表面积、孔容、孔径等；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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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必要的机械强度，包含压碎强度和磨损强度两方面；
⑥适宜的形状（粒径或粒径分布）。
上述各项催化剂使用性能都与催化剂的成型方法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例如，
根据反应动力学理论，可以确定反应的最佳孔结构。对于缓慢进行的反应，细孑Ｌ
结构较为有利，孔的最小限度是由反应物和反应产物扩散的可能性决定的；对于
快速反应来说，则需要较大的孔结构，最佳孔结构接近于反应分子的平均自由程。

催化剂生产所需的原料种类繁多，制备过程复杂。实验室研究初步取得具有良好
活性和选择性的催化剂，在化工过程放大中却经常发现催化剂容易破碎、活性组
分脱落等现象，从而造成反应装置阻力增大、传热情况恶化以及催化剂的流失。
这时必须停车检查，改进催化剂的配方和成型工艺，直至得到适合工业反应要求
的催化剂为止。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固定床反应器这类连续操作的装置来说，一
旦停车就意味着重大的经济损失。在工业操作中，因催化剂强度不达标而造成装
置停车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６］。

因此，在固定床催化剂反应过程中，为了使催化剂充分发挥效率，应使催化
剂在反应床层中的颗粒形状、大小、装填等情况处于最佳状态，才能使催化剂的
效率因子在实际工业应用过程中达到最大值，从而大大提高催化剂的使用效果。
催化剂成型的常用助剂有两种，一类助剂是粘合剂，如水、沥青、水泥和水
玻璃等；另一类助剂是润滑剂，如水、润滑油、甘油和滑石粉等。本节实验中采
用水既作为粘合剂又作为润滑剂【７】。实验中发现，当催化剂的粉体粒径大于１２０

目时，无论如何调节水粉比，挤出的成型催化剂的机械强度都较弱；只有当催化
剂的粉体粒径小于１２０目时，成型催化剂的机械强度才较高。不同水粉比（质
量比，下同）对机械强度的影响见图３．７。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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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 ．１Ｊ、Ｚ

ｃ＿ｏｃ９Ｊ苗一弼。一ｃ订ｃｏ∞１．ｃ

ａｃ—ｃ∞３．Ｉｏ

Ｗａｔｅｒ－ｐｏｗｄｅｒ ｒａｔｉｏ（ｗ／ｗ）

图３．７水粉比对成型催化剂机械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７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ｙｔｓ ｐｏｗｄ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从图３．７可以看出，当水粉比在０．２左右时，催化剂具有最高的机械强度。
当水粉比过低时，成型催化剂由于水分过少而易皲裂；当水粉比过高时，催化剂
的成型效果较差。挤出压力也是影响成型催化剂强度的重要指标。不同挤出压力
对对机械强度的影响见图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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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Ｅ、Ｚ暑④ｃ９Ｊ苟｜８０Ｉｕ弼ｃｏ∞Ｅ曲ｕＩｃ∞己ｏ

２

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 ｒｅ（Ｍ Ｐａ）

图３．８挤出压力对成型催化剂机械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８ 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从图３．８可以看出，当挤出压力小于３０ ＭＰａ时，成型催化剂的机械强度几
乎与挤出压力成正比，当当挤出压力大于３０ ＭＰａ时，虽然成型催化剂的机械强

度仍然很高，但已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因此，最佳的挤出压力选择３０
３．Ｓ．２成型催化剂低温氮气吸附测试结果
反应器及由ＢＥＴ测得的成型催化剂的理化特性数据见表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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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６反应器与成型催化剂的理化特性
Ｔａｂｌｅ ３－６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ｄ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３．５．３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操作条件实验结果
ＬＨＳＶ对生物柴油产率的影响见图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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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踮
∞
两
７０

６５

６０
１．Ｏ

１．５

２．Ｏ

ＬＨＳＶ ｈ’’

图３－９ ＬＨＳＶ对生物柴油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９ ＬＨＳ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ｙｉｅｌｄ

由图３－９可以看出，随着液时空速的增加，生物柴油的产率几乎呈线性递减
的趋势，由于该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采用了规整的成型催化剂，需要保留足够的
停留时间，即液固接触时间，才可以使酯交换反应的转化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对生物柴油产率的影响见图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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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鲒
∞
弱
∞
乃
粥
６５

６０

５

２５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ｏｉＩ

图３—１０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对生物柴油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０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ｏｉ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ｙｉｅｌｄ

由图３－１０可以看出，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小于１２时，该参数对生物柴油

的收率影响较大；当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大于１２时，该参数对生物柴油的收
率影响变缓，这是由于酯交换反应在反应进行的后期属于热力学控制范围，反应
的转化率主要受化学平衡制约，提高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可以促进反应向正方
向移动，但当反应进度已经进行到化学平衡的极限时，过高的甲醇和植物油摩尔
比又是不必要的。

反应温度对生物柴油产率的影响见图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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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Ｏ
２９０

３００

３１０

３２０

３３０

３４０

３５０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

图３．１１反应温度对生物柴油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１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ｙｉｅｌｄ

由图３－１１可以看出，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转化率逐渐上升，但当反应温
度达到３４０ Ｋ时，反应的转化率稍有下降，这可能是温度过高、甲醇气化从而降
低了液固反应的速率所导致。为了消除甲醇气化所增加的气液传质阻力，反应中

需要维持一定的压力保持体系（主要是低沸物甲醇）处于泡点温度以下。
３．５．４ ５００

ｈ催化剂寿命评价实验结果

在液时空速为０．２５ ｈ一，温度为３４７ Ｋ，甲醇和植物油摩尔比为１３．７，固定
床反应器维持一定的压力（５
价实验结果见图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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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

９０

邑８０
Ｃ
ｏ
∞
Ｌ

警

７０

Ｃ
ｏ
ｏ

６０

５０
Ｏ

１ ＯＯ

２００

３００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３．１２

５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ｔｉｍｅ（ｈ）

ｈ催化剂寿命评价实验结果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２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从图３．１２可以看出，连续运行了５００ ｈ的成型催化剂仍然保持较高的催化

活性，酯交换的转化率大于９５％，且成型催化剂的机械强度良好，没有发生催
化剂粉碎造成床层压降升高或者流体带出催化剂粉末等现象。

３．６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建模
３．６．１模型假设
为了建立涵盖本征动力学和传质因素的宏观动力学模型以及相应的反应器
模型，藉此描述工业反应器的真实情况，对数学模型的建立，设定如下假设【８】：
①流体在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中的流动为平推流形式（ｄｔ／ｄｐ＞１０，Ｌ／ｄｐ＞ｉ００）；
②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温度、压力和各组
分浓度不随时间变化；

③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处于恒温、恒压操作状态；
④体系中各个混合物的密度和粘度可以用ＮＩＳＴ数据库中各纯组分密度和粘度数
据以权重模型加以估算，并由此估算混合物其他相关物性参数。
３．６．２宏观动力学模型的建立【９］

为了解释ＫＦ／Ｃａ．Ｍｇ．ＡＩ水滑石催化剂催化酯交换反应的机理，本课题组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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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机理模型和拟均相二级模型，本论文第二章又开发了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模型。上述三种模型均为本征动力学模型，即排除内液－
液相际传质、液．固内扩散和液．固外扩散影响的动力学，且在一定范围内均可以

较好的描述植物油和甲醇在ＫＦ／Ｃａ．Ｍｇ．Ａ１水滑石催化剂上的酯交换动力学行为。
其中，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机理模型模型在与实验数据的吻合程度上优于其他两个模型。
该模型认为酯交换反应发生在吸附于固体碱催化剂表面的甲醇与液相主体中植

物油之间，并且假设发生在催化剂表面的第一步酯交换反应为速率控制步骤，最
终得到以下动力学方程形式：
／，

３ｒ、

ｒ＝对琏ｌｅＧ—ｉ瑟ｉｉ石等ｊ鼠，其中鼠２ ｉ五了ｉ丽（３－１）
，

，１
１．１

将上述方程的某些参数进行合并，得到

七卜一ｉ１可Ｃｃ３ＣＤ］

（３－２）

毛ｑ＋局ＣＤ＋１

在方程（３－１）、（３－２）中，由于已经排除了内扩散、外扩散的传质作用对本征
动力学的影响，方程中的各物质浓度既是流体主体中的浓度，也是催化剂内表面

的浓度和催化剂外表面的浓度。如在方程（３．２）的基础上，计入外扩散传质因素
对动力学的影响，则需将该方程中的浓度替换为催化剂外表面的各物质浓度，即

只：坚兰二童堂』
ｅ

ｐ３，
、

Ｋ‘Ｂｓ＋Ｋ１ＣＤｓ＋１

。

其中，乞表示计入外扩散传质因素的动力学速率，％，％，Ｃ＆和％分别为Ａ、Ｂ、
Ｃ、Ｄ四种组分在催化剂外表面的浓度。另将外扩散有效因子定义为计入外扩散
传质因素的动力学速率与本征动力学速率的比值，即
（３－４）

仇：生
，

该外扩散因子可以反映出各物质在流体主体和催化剂表面的浓度差对总体反应
速率的影响。

若在方程（３．３）的基础上计入内扩散传质因素对总体反应速率的影响，方程
（３—３）可以进一步修正为：

吒，：绣吒：仇一

（３－５）

其中吃表示同时计入外扩散和内扩散传质因素的动力学速率，碾为内扩散有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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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内扩散有效因子与著名的齐勒模数（Ｔｈｉｅｌ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存在以下理论关系：

仇＝爿南一丽１］

（３－６）

而在式（３．６）中的齐勒模数①是催化剂尺寸、考虑外扩散因素的反应速率、反应物
在流体主体中的浓度和有效扩散因子的函数：
”

①＝上
ｓ

（３－７）

ｐ

式（３．７）中的有效扩散因子可以采用Ｗｉｋｅ．Ｃｈａｎｇ方程‘９１来估算：

％＝警臼（３－８）
方程（３—８）中万和汐分别为催化剂的曲折因子和催化剂的孔隙率，％为Ａ、Ｂ两

见８：坐≤磐（３－９）
％一——讶而万一

组份之间的扩散系数，可以用以下理论公式计算【８】：

’

当采用第二章所用的异丙醚作为溶剂时，关联因子（３－９）中关联因子‰取为１．ｏ‘１０１，
该方程中其他变量均为可知的物性参数。根据稳态假设，即在催化剂与流体主体
的界面不存在物质的积累、传质速率等于反应速率，并考虑酯交换反应的化学计
量关系，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仍岛吒＝‰≮（巴一ｃＡｓ）＝‰疋（ｑ一％）＝‰≮（Ｃｃ一％）＝‰疋（ＣＤ一％）
（３－１０）

方程（３．１０）ｑｂ各项依次为计入内扩散和外扩散影响的总体反应速率、植物油的传
质速率、甲醇的传质速率、脂肪酸甲酯的传质速率和甘油的传质速率，而四个传

质速率的推动力均为各物质处于催化剂外表面和内表面的浓度差。Ｓｅ为催化剂

外比表面积，‰，‰，ｋ，‰分别为四种物质的传质系数，采用以下方程估算：

∽∥办…纠３（等）班

ｐ∽

至此，考虑内扩散和外扩散对总体反应速率影响的宏观动力学模型已经建立完成，
用数值方法联立求解（３．３）～（３．１ １）即可以得到反应速率的数值解。
３．６．３中试反应器模型的建立
由于反应器直径与成型催化剂颗粒当量直径之，比大于１０，反应器中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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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层装填高度与成型催化剂颗粒当量直径之比大于１００，该中试反应器可以采用
一维非均相固定床反应器模型【１１】。对于该固定床反应器，首先需要计算装填的

空隙度：

ｓ＝０．３８＋０．０７３ｌ １＋

引２

（３－１２）

㈨
在计算出固定床反应器的空隙度后，用以下方程计算床层的压降：

争

孚 盟霹 警 孚

（３－１３）

考虑一维非均相固定床反应器的微分模型：
（３－１４）

～ｄ班Ｃａ＝‰￡（巴一ｃＡｓ）
将（３—１３）进行简化：
ｄｘ—．ｒｌ，ｒ，Ｐｂ

班

（３－１５）

甜，巴ｏ

方程（３－１４）的边界条件为Ｌ＝Ｏ，ｘ＝０，即反应器入口处转化率为０。应用３．６．２节
的宏观动力学模型求解（３．１４）的常微分方程数值解，可以获得包含各个反应参数对
整体反应效果影响的中试反应器数学模型。

３．７中试固定床反应系统建模结果
３．７．１外扩散与内扩散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在温度为３３８ Ｋ的条件下，由方程（３．９）和（３．１１）计算得到的各组分扩散系数
和传质系数列于表３．７。

表３．７各组分扩散系数和液．固传质系数
１’ａｂｌｅ ３．７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ｏｅｍｃ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ｅ衔ｃｉｅｎｔｓ

由表３—７可以看出，植物油的扩散系数Ｄ和液－固传质系数ｋ均小于甲醇对应值，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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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植物油从流体主体至催化剂外表面之间的阻力可能成为该传质．反应耦
合过程的主要控制步骤。

由上述数学模型以及方程（３．４）计算的外扩散有效因子、（３－６）＂－－（３．９）计算的内
扩散有效因子分别为ｒ／ｅ＝０．９４＂－＇－＇０．９９和ｒ／ｉ＝０．０４＂－＇０．０８。由于反应器内采用了异丙
醚作为共溶剂并在高压（１．０ ＭＰａｇ）下操作，２９８

Ｋ～３４８

Ｋ的温度之间，反应器内

始终可以保持液．固两相操作，而不是气．液．液．固四相操作，或者液．液．固三相操
作。这样的传质强化作用大大的促进了反应速率的增加，而这也可能是外扩散有
效因子较高的原因【１２】。因此外扩散作用对总体反应速率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
不计。

从表３．６中可以看出，该体系采用的高机械强度的成型催化剂具有较低的比
表面积以及相应低孔隙率（ｏ－－ｏ．０７１３），这必然导致了较低的孔容积和较低的有效
扩散系数，从而阻碍的反应物自催化剂外表面至催化剂内表面的扩散。正如数学
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较低的内扩散有效因子意味着总体的反应速率是受孔间内
扩散作用限制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实际的实验中才需要较低的ＬＨＳＶ、较长

的接触时间才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酯交换反应转化率。这一点也在图３－９中得到
表述。
ＬＨＳＶ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３．７．２

在反应器模型中由方程（３．１１）计算得到的固定床空隙率为Ｏ．５１９２，藉此由方
程（３．１２）计算得到的床层压降为１５２．４４ Ｐａ，与床层的操作压力１０ ＭＰａｇ相比可谓
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１３，１４］。这也说明３．６．１节中模型假设③的合理。
ＬＨＳＶ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见图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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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５ ｈ一１
０．７６ ｈ‘１
１．５３ ｈ‘１
２．０４ ｈ‘１
２．５５ ｈ‘１
ｅｘｐ ｄａｔ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ｐａ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ｍ）

图３．１３ ＬＨＳＶ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３ ＬＨＳＶ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从图３．１３可以看出，由宏观动力学模型计算得到的反应转化率与实验测定
的转化率在ＬＨＳＶ介于０．２５～＇２．５５ ｈ．１的范围内时，可以较好的吻合；同时也表
明：如需要得到高于９０％的酯交换反应转化率，ＬＨＳＶ需要低于０．２５＂－＇０．７６

ｈ一，

即流体与催化剂的接触时间为１．３＂４．０ ｈ。这是由于较小的内扩散因子导致了较
低的反应速率，只有较长的接触时间才可以充分保证反应物在催化剂孔内的扩散。
另外，ＬＨＳＶ的实验与模拟还表明另一个该体系中的重要问题。由于反应器的长

度固定，且只有出口处设有取样口，无法准确获得酯交换反应沿着床层高度的分
布的实验数据，但该数据可以通过控制流体流速和催化剂装填量的比值（即

ＬＨＳＶ）来获得。但图３．１３中的实验数据是在确定的催化剂装填量、变化的流体
流速值的情况下测得的。从图３．１３中左侧的曲线可以看出，如果将在出口处测
得的转化率数据转化为同一曲线上，仍可较好的吻合，这说明只要ＬＨＳＶ一致，
即接触时间一致，酯交换反应的转化率总是一致的，并进一步说明：方程（３．１６）
所示的微分反应器模型和数值积分方法对该中试反应体系是行之有效的，通过控
制ＬＨＳＶ并在反应器出口处测定反应转化率的方法也是合理的。

３．７．３甲醇和植物油摩尔比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甲醇和植物油摩尔比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见图３．１４。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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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９
１３．７
９．１６
４．５７
ｅｘｐ ｄａｔ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ｐａ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ｍ）

图３．１４甲醇和植物油摩尔比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４ Ｍｏｌａ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ａｎｄ ｏｉ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图３．１４表明，当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高于１３．７时，酯交换反应的转化率

接近１００％。这意味着高于１３．７的甲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是不必要的。但当甲醇
和植物油的摩尔比低于９．１６时，酯交换的转化率只能达到８０％左右；低于４．５７

时，酯交换的转化率只能达到６０％左右。这是由于酯交换反应是一个平衡常数较
小的化学反应，甲醇和植物油的化学计量数为３：１，为了促进平衡沿着正方向移
动，常采用较高的醇和植物油的摩尔比。
３．７．４温度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温度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见图３．１５。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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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 Ｋ
３３８ Ｋ
３２８ Ｋ
３１８ Ｋ
２９８ Ｋ
ｅｘｐ ｄａｔａ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ｐａ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ｏｒ（ｍ）

图３．１５温度对宏观动力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３－１ ５ Ｔｅｍｐｅｒｓ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由图３．１５可以看出，温度对于该反应的宏观动力学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
当温度高于３３８ Ｋ时，酯交换反应的转化率沿着催化剂床层迅速增至９５％，但当
温度低于３２８ Ｋ时，酯交换的转化率却难以令人满意。温度的变化会改变整体

体系的各种纯组分或混合物的密度、粘度、扩散系数、有效扩散系数和传质系数，
还会改变酯交换反应的速率常数、热力学平衡常数和各个物质在催化剂表面的吸
附常数和脱附常数。上述与温度相关的所有因素均已经计入３．６节所建立的反应
器宏观模型中，结果表明，综合以上因素的情况下，温度是对反应转化率最为敏
感的参数。

需要指出的是，温度作为最敏感的影响因素这一事实，不仅发生在

本章所开发的宏观动力学模型中，也发生于第二章所开发的本征动力学模型中，
两者的区别是，后者仅考虑了表面反应和吸附、脱附等单纯因素的影响，而前者

则综合考虑了有可能影响总体反应速率的各种传质、反应因素。

３．８本章小结
反应器的设计会不断遇到完善程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作一般化的解答。
用实验室获得的动力学数据对工业规模反应器进行数学模拟，所得的结果将具有

指导生物柴油工业生产过程放大设计的意义。本章在第二章所开发的本征动力学
模型的基础上【３１，开发具有良好机械强度的成型催化剂，设计中试固定床反应器
及其自动化装置，在该装置中评价成型催化剂的各项性能，最后对该中试固定床
７１

万方数据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反应器进行考虑本征动力学与传质因素的宏观数学建模。结论表明，本章所用之
成型催化剂对于植物油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具有较长的寿命与催化活性；所开发
的宏观动力学、反应器模型可以较好地描绘反应器内部的传质与反应偶联现象，
模型计算数据与实验所得数据吻合良好；所搭建的中试生物柴油装置对进一步放
大该工艺技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符号含义
谚：固定床反应器内直径，ｍ；
三：催化剂床层高度，ｍ；
￡：固定床空隙度，无量纲；
ｄ。：催化剂当量直径，ｍ；
ａ：催化剂总的比表面积，ｍ２０ｍ～；
Ｓ。：催化剂的外比表面积，ｍ２·ｍ一；

％：组分Ａ、Ｂ间的扩散系数，ｍ２·ｓ～；
％：有效扩散系数，ｍ２·ｓ～；
ｋ：液固传质系数，ｒｎ２·Ｓ～；
朋：液体粘度，Ｐａ·Ｓ；
△ｐ：床层压降，Ｐａ；
Ｖｇ：催化剂比体积，ｍ３＂ｋｇ’３
０：催化剂孔隙度，无量纲；
６：催化剂曲折因子，无量纲；
ｐ

ｂ：固定床堆积密度，ｋｇ·ｒｎ‘３；

Ｐ

ｐ：催化剂颗粒密度，ｋｇ·ｍ一；

Ｐ

ｔ：催化剂骨架密度，ｋｇ·ｍ一；

‰：关联因子，无量纲；
，：反应速率，ｋｍｏｌ·ｋｇ－ｌ，ｈ～；
仇：外扩散有效因子，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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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内扩散有效因子，无量纲；

①：齐勒模数（Ｔｈｉｅｌｅ ｍｏｄｕｌｕｓ），无量纲；
ｋ＋，：反应步骤ｉ的正反应速率，ｋｍｏｌ·ｋｇｑ．ｈ～；
ｋ一，：反应步骤ｉ的逆反应速率，ｋｍｏｌ·ｋｇ－１０ｈ－１；

Ｃｆ：组分ｉ的浓度，ｋｍｏｌ·ｍ一；
Ｋ：反应步骤ｉ的化学平衡常数，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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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生物柴油副产物粗甘油的精制：实验和模拟
研究
４．１引言
尽管生产生物柴油的方法有很多，但每种方法均会副产含有一定杂质的粗甘
油【ｌ】。一般来说，生产粗甘油的产量大约相当于生物柴油产量的１０％【２，３｜。近年

来生物柴油产业的发展更导致了粗甘油的产能过剩。在众多的粗甘油利用方法中，
将甘油利用催化的方法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化学产品一直是研究与开发的热点【４＇５｜，
但粗甘油中所含的各种杂质会导致催化剂的失活从而大大降低了粗甘油的利用
价值【６】。因此，在催化利用粗甘油前，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精制【＿７１。生物柴油的
生产方法多种多样，所产生的粗甘油自然也不尽相同，这使得各种粗甘油的提纯
方法也大相径庭。为此，本章以来自生物柴油工厂的两种粗甘油为研究对象，从

实验探索出发，以过程建模为研究手段，试图开发适用于各种生物柴油副产粗甘
油精制的通用分离方法，并对该多级分离过程进行数学建模。

４．２实验材料和仪器设备
４．２．１实验所需材料

本章实验所需的材料及其规格和生产厂家见表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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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甘油样品ＣＧ４

工业级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ｅｌｓ

粗甘油样品ＣＧ５

工业级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盐酸（３７ ｗｔ％）

ＡＣＳ级

Ｍａｌｌｉｎｃｋｒｏｄ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氢氧化钠

ＡＣＳ级

Ｍａｌｌｉｎｃｋｒｏｄ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石油醚（３５．６５。Ｃ）

工业级

Ｍａｌｌｉｎｃｋｒｏｄ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无水乙醇

ＡＣＳ级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吡啶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正庚烷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甘油标样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油酸单酯标样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油酸二酯标样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油酸三酯标样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丁三醇内标样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甘油三癸酸酯内

试剂级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高纯氦气

９９．９９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Ｏｘｙｇｅｎ

高纯氢气

９９．９９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Ｏｘｙｇｅｎ

空气

９９．９９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Ｏｘｙｇｅｎ

Ｎ．甲基－Ｎ．ｆ三甲基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硅烷基）三氟乙酰
胺（ＭＳＴＦＡ）

标样

４．２．２实验所需仪器
本实验所需的仪器及其生产厂家和数量见表４．２。
衣
表４－２实验所需仪器
买验所需仪器
Ｔａｂｌｅ ４－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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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粗甘油精制实验方法
４．３．１粗甘油的预处理
由于来自各个生物柴油工厂的粗甘油品质不同、组成各异，某些粗甘油甚至
可能含有固体杂质，需要在开展各种精制步骤之前对粗甘油进行预处理。预处理
依次采用以下两个步骤：
①将原料用孔径为０．４５ ｌａｍ的过滤板进行真空过滤（本章以下均简称为“过滤’’），
除去固体杂质；

②将上述过滤后的原料在３２３

Ｋ－－一３６３

Ｋ下真空蒸发２ ｈ，除去轻组分。

４．３．２样品组成分析
本章中，各个样品（包括粗甘油原料，粗甘油中间采样和精制甘油产品）的
组成分析均采用以下方法。
甘油、脂肪酸甲酯、单甘油酯、二甘油酯和三甘油脂的含量测定均采用气相

色谱ＧＣ５８９０分析。该色谱配备ＦＩＤ检测器、生物柴油专用金属色谱柱（Ｓｅｌｅｃｔ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ｆｏｒ 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 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

Ｃｏｌｕｍｎ（１

５ ｍ，０．３２ ｎｌｎｌ，Ｏ．１ ０

Ｉ＿ｔｒｎ））和长度为１

ｍ

的保留柱（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ｇａｐ）。气相色谱采用高纯氦气作为载气，载气流速３．０ ｍＬ／ｍｉｎ，
分流比为１００：１，每个样品均加入１００ ｌａＬ的Ｎ．甲基．Ｎ．（三甲基硅烷基）三氟乙酰
胺（ＭＳＴＦＡ）作为衍生化试剂。柱箱采用如下的程序控温：起始温度５０℃，保
持１ ｍｉｎ；以１５℃／ｍｉｎ的速度升至１８０＂Ｃ，保持０ ｍｉｎ；以７。Ｃ／ｍｉｎ的速度升至
２３０℃，保持０ ｍｉｎ；以３０℃／ｍｉｎ的速度升至３８０℃，保持１０ ｍｉｎ。其他关于气
相色谱的分析甘油系统的信息可以在美国材料和试验协会标准ＡＳＴＭ

Ｄ ６５８４．１０

中找到。
皂和游离脂肪酸的含量测定采用酸碱滴定法，其依据标准为ＡＯＣ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Ｃｃ １ ７－９５．ＡＳＴＭ Ｄ４６６２—０８ ａｎｄ ＡＯＣＳ Ｏｍｃｉ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
５ａ．４０。

４．３．３粗甘油精制工艺条件考察
①皂化：将经过预处理的粗甘油原料用１ 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溶液进行皂化处理，调整
该皂化液的ｐＨ范围在８～１４之间，分析不同ｐＨ下皂化液的组成；
②酸化：将皂化液加入１ ｍｏｌ／Ｌ盐酸溶液，调整该酸化液的ｐＨ范围在１－－６之间，
用气相色谱分析不同ｐＨ下酸化液的组成；

③分相：将②得到的酸化液在３６３ Ｋ下真空蒸发２ ｈ，剩余液冷却至室温后置于
分液漏斗中，在室温下放置过夜，待分层彻底后用气相色谱分别用析上、下两层
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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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石油醚萃取：将③得到的下层液用一定量的石油醚萃取，而后将溶液置于分液
漏斗中，在室温下放置过夜，待分层彻底后：用气相色谱分别分析下层的组成，
上层液在３２３ Ｋ～３３３ Ｋ下真空蒸发２ ｈ回收石油醚；
⑤乙醇萃取：将石油醚萃取液下层液用少量１ ｍｏｌ／ＬＮａＯＨ中和、过滤，并在３６３

Ｋ下真空蒸发后，冷却至室温，用一定量的无水乙醇萃取，最后经过过滤、３１３
３６３

Ｋ～

Ｋ下真空蒸发后得到最终精制甘油，用气相色谱分析精制甘油的组成。

４．３．４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开发
在４．３．３的工艺参数考察的基础上，开发一种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使之可
以适用于各种来源的粗甘油精制，该通用精制流程图见图４．１。

图４．１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刚８】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１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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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图４．１所述的工艺步骤，分别用实验的方法精制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Ｆｕｅｌｓ公司的粗甘油样品ＣＧ４和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Ｉｎｄｉａｎａ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公司的粗甘油样品ＣＧ５；同时用模拟的方法精制上述ＣＧ４和ＣＧ５两个
样品；为了进一步验证流程的通用性，用模拟的方法精制另外三个来自参考文献
的粗甘油ＣＧｌ、ＣＧ２和ＣＧ３样品。精制过程中按照图４．１中所示的四个取样点，
分别在预处理后、分相后、中和（含过滤和真空蒸发）后和最终产品等四个位置

取样进入气相色谱分析，依次标记为Ｓａｍｐｌｅ群１，Ｓａｍｐｌｅ撑２，Ｓａｍｐｌｅ撑３和Ｓａｍｐｌｅ
＃４。

４．４粗甘油精制实验结果与讨论
４．４．１粗甘油组成分析
为了系统地研究粗甘油的精制过程，首先需要对粗甘油的组成有比较深入的
了解。表４．３列出了三种典型的粗甘油组成。

表４－３三种典型的粗甘油组成（ｗｔ％）［９１
Ｔａｂｌｅ ４－３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ＣＧｌ

ＣＧ２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ｗｔ％）
ＣＧ３

口：检溅范围以下．下同

ｂ：无机盐在皂和灰分中重复计入
从表４．３可以看出，尽管三种甘油样品的组成殊异，但其所含的杂质种类却
是相同的：除了甘油以外，均含有甲醇、水、皂、脂肪酸甲酯、甘油酯、游离脂
肪酸和灰分。在粗甘油各种成分分析中，甘油的含量变化很大，从２２．９％到６３．Ｏ％
不等；甲醇的含量一般较低，均低于１０％；水含量的差异也比较大，在ＣＧ３中
仅为１％，而在ＣＧｌ中却为２８．７％；皂在ＣＧｌ中几乎不存在，而在ＣＧ３中则高
达３１．４％；甘油酯的含量一般较低，低于２％；脂肪酸的含量也低于２％，而灰分
的含量一般在２％～５％。
由于甲醇和水等轻组分是比较容易去除的，故在后续的样品组成分析中没有
考虑轻组分的含量。用４．３．２所述的分析方法实验分析ＣＧ４和ＣＧ５粗甘油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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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来自参考文献的三个样品ＣＧｌ、ＣＧ２和ＣＧ３进行比较。五种粗甘油原料的
成分组成见表４．４。

表４－４归一化的粗甘油样品组成（ｗｔ％）
Ｔａｂｌｅ ４－４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ｗｔ％１

ｃ：ＣＧｌ＂－＇ＣＧ３的组或在排除轻组分后规整为１００％：
盐分和灰分。
从表４．４可以看出，除去灰分和轻组分之后，ＣＧｌ得到了纯净的甘油。然而，
在ＣＧ２＂～ＣＧ５等四个粗甘油样品中，粗甘油中的各种组分含量仍旧差异很大。
其中，脂肪酸甲酯的含量在ＣＧ３＂一ＣＧ５三个样品中含量低于５％，但在ＣＧ２中
却高达２９．３％，而脂肪酸甲酯作为一种植物油和甘油的共溶剂，将会很大程度改

变图３．１中的相分离步骤结果；游离脂肪酸和甘油酯的含量均在５％以下，可能
是由于游离脂肪酸与甘油酯均为非极性物质和甘油为极性物质。
４．４．２工艺条件对粗甘油精制结果的影响

在粗甘油的样品中，除去水、甲醇等轻组分与灰分等固体组分后，杂质还有
以下四种：皂、脂肪酸甲酯、游离脂肪酸和甘油酯（包括单甘油酯、二甘油脂和
三甘油脂），下面讨论如何分别转化或移除上述四种杂质。
ＯｐＨ对皂化的影响

皂即脂肪酸盐。该皂化步骤的实质是将脂肪酸甲酯、游离脂肪酸和甘油酯在
ＮａＯＨ的作用下进行皂化，转化为脂肪酸盐和其他物质：其中脂肪酸甲酯转化为
脂肪酸盐和甲醇，游离脂肪酸转化为脂肪酸盐和水，甘油酯转化为脂肪酸盐和甘
油。不同ｐＨ对皂化程度影响是不同的，ｐＨ在８～１４时对皂化转化率的影响见
图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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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 ｐＨ对皂化转化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２ ｐ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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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２可以看出，随着ｐＨ的升高、碱性的增强，皂化的转化率逐渐升高，
当ｐＨ＜１１时，ｐＨ对皂化转化率影响很大；当ｐＨ＝ｌｌ时，皂化转化率已经接近

９５％，当ｐＨ＞１１时，皂化转化率仅缓慢增加。这意味着，为了保证皂化进行完全，
足够高的碱性是必要的，但一般来说ｐＨ＝ｌｌ已经可以满足皂化要求【ｌｏ】。
＠ｐＨ对酸化的影响
在进行皂化过程中，皂化液中的主要成分为皂和甘油，进行酸化的目的是将
皂转化为游离脂肪酸。ｐＨ在ｌ～６时对酸化转化率的影响见图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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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３ ｐＨ对酸化转化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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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４．３可以看出，随着ｐＨ的降低、酸性的增强，皂化转化率近乎线性增
加。当ｐＨ＜２时，ｐＨ对酸化转化率影响很大；当ｐＨ＝２时，ＣＧ４酸化转化率为
９０％左右，ＣＧ５的酸化转化率大于９５％；当ｐＨ＝ｌ时，ＣＧ４和ＣＧ５的酸化转化
率均大于９９％。故最终取酸化ｐＨ＝ｌ［１１ Ｊ。

⑧石油醚用量影响
酸化、分层处理后的下层液中主要含有两种杂质，即无机盐和游离脂肪酸，
其中无机盐来自中和成盐或者原粗甘油自带，游离脂肪酸源于上层分层液的残留。
这一步骤采用石油醚萃取除去游离脂肪酸。由于石油醚与脂肪酸均为非极性物质，
而甘油和无机盐为极性物质，根据相似相容原理，石油醚可以从甘油中萃取出游
离脂肪酸。不同石油醚用量对萃余液的影响见图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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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４石油醚用量对粗甘油纯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ｔｈｅｒ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ｎ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ｐｕｒｉｔｙ

由图４．４可以看出，石油醚用量对该步骤中粗甘油的纯度影响很小，当使用
等质量的石油醚萃取粗甘油时，已经可以达到较好的效果【ｌ ２１，为了保证去除残
存的游离脂肪酸，后续实验中采用的石油醚用量为粗甘油质量的两倍。
④乙醇用量影响
经过石油醚萃取、中和、过滤以及真空蒸发后的溶液呈无色透明，甘油含量
可以大于９０％，其中含有一定量的无机盐。由于无机盐在两种溶剂混合物中的溶
解度常常小于其在任意一种溶液中的溶解度，这里采用加入无水乙醇的方式使无

机盐析出，这也相当于用无水乙醇从无机盐和甘油的混合物中萃取出甘油。而后
萃取液经过过滤、真空蒸发得到最终的精制甘油产品。无水乙醇用量对精制甘油
产品的影响见图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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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乙醇用量对粗甘油纯度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５ Ｅｎｔｈａｎｏ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ｎ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ｐｕｒｉｔｙ

由图４．５可以看出，只有当乙醇与甘油样品的质量比达到或高于１：１时，精

制甘油的纯度才基本恒定；而乙醇与甘油样品的质量比低于１：１时，精制甘油的
纯度则有所降低，这可能是由乙醇的用量过少、无机盐溶解度虽然降低，但尚未
低于此温度下的溶解量所致。该步骤内容将在４．５节的建模部分作更详细的讨论。

４．４．３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结果
将图４．１中所示的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用于粗甘油样品ＣＧ４和ＣＧ５，得到
精制的甘油样品ＰＧ４和ＰＧ５，该两种精制甘油的组成分析见表４．５。
表４－５精制甘油ＰＧ４和ＰＧ５的化学组成（ｗｔ％）
Ｔａｂｌｅ ４－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ＰＧ４ ａｎｄ ＰＧ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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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４．５可以看出，经过图４．１中所示的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的提纯，原粗
甘油样品的纯度均提高至９４％左右，而脂肪酸甲酯、游离脂肪酸和甘油酯的含量
均较低，这意味着其余６％的杂质主要为盐类等物质。

４．５粗甘油精制过程建模
长久以来，除了实验的方法之外，过程建模一直是研究反应和／或分离体系

的强有力工具，它可以提供设备设计、流程核算和过程放大的诸多信息，例如物
料平衡、热量平衡、设备尺寸和经济分析等。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是广泛使用的流程模拟

软件，其数据库拥有６０００种纯组分和４００００多组二元交互参数的物性数据，对
于数据库内尚未包含的组分或者交互参数可以采用估算或回归等方式获得。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还拥有包括立方形状态方程（如ＲＫ，ＳＲＫ，ＰＢ，Ｉｄｅａｌ等）、活度系

数模型（Ｗｉｌｓｏｎ，ＮＲＴＬ，ＵＮＩＱＵＡＣ等）和专用模型（ＣＨＡＯ．ＳＥＡ，ＡＭＩＮＥＳ等）
等众多类型的热力学模型可供选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多种多样的单元操作模型涵盖了
混合、分流、分离、换热、塔器、反应和变压等几乎所有的化工过程。另外，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还有几种过程分析工具，如优化工具、灵敏度分析工具和设计规定工

具等，可以方便的对多种特定工况进行优化、分析和设计。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所采用的
序贯算法较之另一广泛使用的流程模拟算法一一联立方程算法，拥有更高的计算
效率，而对于序贯算法不十分适用的多股流股循环流程，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又采用了撕
裂流处理。总之，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作为化工过程模拟的领先者，近３０年来一直在该
领域内一枝独秀并不断更新，已经广泛应用于全球化工行业的科研和生产，应用
案例数以百万计。本节拟应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流程模拟软件对粗甘油的精制流程进行

模拟，该过程模拟有两个目的：一是验证实验结果与模型数据是否吻合，为工业
放大奠定模型基础；二是验证该粗甘油精制模型的通用性。
粗甘油精制流程中脂肪酸甲酯、甘油酯和游离脂肪酸均为复杂的混合物，在
模拟过程中需要采用某些纯组分进行替代。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数据库中存在油酸甲酯、
（Ｃ１９Ｈ３６０２），油酸（Ｃ１８Ｈ３４０２）、油酸单甘油脂（Ｃ２１Ｈ４００４）、油酸二甘油脂（Ｃ３９Ｈ７２０５）

和油酸三甘油脂（Ｃ５７Ｈ１０４０６），在本模拟中依次用上述几种物质代替真实体系中的
脂肪酸甲酯、游离脂肪酸、甘油单酯、甘油二酯和甘油三酯【１３，１４】。其他的组分，

如甘油、水、氯化钠和乙醇等，均为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常见纯物质。由于电解质的存在，
选用ＥＬＥＣＮＲＴＬ活度系数模型作为热力学模型。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中应用以上模型
参数，可以模拟该粗甘油精制流程中除了相分离和盐类析出之外的所有操作，而
为了描述相分离和盐类析出，需要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修正、添加另外两个子模型。
４．５．１相平衡子模型
粗甘油精制体系中的各种物质，按照物质的极性可以分为非极性物质和极性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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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两类：前者包括甘油酯、游离脂肪酸和脂肪酸甲酯，后者包括甘油、乙醇、

水和氯化钠等【ｌ ５１。一般来说，极性物质与非极性物质是不互溶的，这正是图４．１
中相分离的原理，即酸化后的溶液中游离脂肪酸和甘油分层。该分层现象是经过

实验验证的、客观存在的。遗憾的是，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中由于缺少上述几种物质的二
元交互参数而无法描述该分层现象。因此，为了准确描述粗甘油精制体系中脂肪
酸和甘油的分层现象，需要对该体系的二元交互参数进行回归。
活度系数模型经常是描述液体之间强非理想作用的必选。相对于理想体系
（比如烃类）而言，非理想体系由于电负性强的基团（如Ｏ、Ｆ原子）存在，其
液体性质常常不能够采用理想方法来描述，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人类对于氢键

或类氢键等介于化学键和范德华力的作用理解不足，这一点无论在量子化学上或
者工业化学中均很难解决。从本质上来说，活度系数模型仍然是一种拟合性模型，
即根据实验获得的相平衡数据，在某种活性系数方程的形式下对模型参数进行回
归（即拟合）。常用的活度系数模型有Ｗｉｌｓｏｎ、ＵＮＩＱＵＡＣ、ＵＮＩＦＡＣ和ＮＲＴＬ
等，其中Ｗｉｌｓｏｎ适用于描述单液相的气液体系，而不能用于双液相体系，
ＵＮＩＱＵＡＣ、ＵＮＩＦＡＣ等两种基团贡献法模型在模拟的初始阶段可以提供很好的

初值猜想，而ＮＲＴＬ非理想随机两相流模型可以适用于双液相模型，又由于该体
系涉及电解质物质，故选用引入了电解平衡的ＮＲＴＬ模型，即ＥＬＥＣＮＲＴＬ模型。
甘油酯．游离脂肪酸、脂肪酸甲酯．甘油和甘油．游离脂肪酸等三对二元体系的
交互参数采用文献中的相平衡数据进行回归【１５，１６］。回归结果见表４．６，根据回归
结果绘制的脂肪酸甲酯．游离脂肪酸．甘油三元相图见图４－６。

表４．６．ＮＲＴＬ粗甘油体系中二元交互参数回归结果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ｒｕｄ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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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６甘油酯．游离脂肪酸．甘油三元相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６ Ｔｅｒｎａｒｙ ｐｈａｓ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ＦＦＡｓ·－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由表４－６可以看出参数Ｃ的取值：对于甘油酯．游离脂肪酸、脂肪酸甲酯．甘

油两个二元体系来说，ｃ＝０．３，这表明甘油酯．游离脂肪酸、脂肪酸甲酯．甘油两个
体系均在一定程度上是互溶的；而对于甘油．游离脂肪体系酸来说，ｃ＝０．２，这表
明甘油．游离脂肪酸体系是基本不互溶的。与之类似的是，在图４－６中，游离脂
肪酸和甘油的不互溶区域为甘油含量的２％～９４％左右，随着脂肪酸甲酯含量的
增加，上述非互溶范围逐渐减小，当脂肪酸甲酯的含量达到４８％左右时，非互溶
区消失，也充分表明了脂肪酸甲酯的共溶剂效应【１７】，以及在图４．１通用粗甘油

精制流程中的相分离操作之前，进行皂化步骤以除去脂肪酸甲酯的必要性。需要
注意的是，除了脂肪酸甲酯之外，甲醇、乙醇和其他轻组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
出类似脂肪酸甲酯的共溶剂作用，因此在进行精制步骤前，可以采用真空蒸发的
手段除去轻组分，以最大程度的使脂肪酸和甘油进行分层，从而提高最终精制甘
油的纯度。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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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氯化钠溶解度子模型
在图４．１所示的粗甘油精制流程中，相分离之后各步骤的主要意义是除去甘

油中含有的盐分，这里采用文献中的盐类热力学性质和溶解度计算模型来预测氯
化钠在乙醇和甘油混合物中的溶解度，这里对该模型的唯一修正是用ＮＲＴＬ活度
系数模型替代了原模型所用的ＵＮＩＱＵＡＣ活度系数模型来计算体系中各物质的

ｋ，＝唧【挚】．学

活度系数。在该修正的模型中，盐类的平衡常数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程计算得到：

如打＝唧ｌ学（毒一；］＋－△Ｔ％－亿ｋＴ一·地专］Ｉ

ｃ４。，

ｃ４—２，

（４－１）中的几和丘为Ｎａ＋和Ｃｌ。在在甘油和乙醇混合物中的活度系数，由
ＮＲＴＬ活度系数模型计算得出，（４—２）中关于氯化钠的热力学物性参数由ＪＡＮＡＦ
数据库得到【ｌ ８１。于是，联立求解（４—１）和（４—２）两个方程可以解出氯化钠的摩尔

分数ｘ“，，从而得到氯化钠的溶解度［１９】。
一般的，在２９８．１５

Ｋ＂－３２３．１５

Ｋ的温度范围内，氯化钠的溶解度为每１００

ｇ

水中溶解３５－－一３７ ｇ氯化钠；每１００ ｇ甘油中溶解７～８ ｇ氯化钠；每１００ ｇ甲醇
中溶解Ｏ．１～０．２ ｇ氯化钠；每１００ ｇ乙醇中溶解０．０６－－一０．０７ ｇ氯化钠［２０１。此外，

甲醇和乙醇等短链醇与甘油是完全互溶的。因此，可以考虑用短链醇从氯化钠中
萃取甘油。另外，实验中发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氯化钠在乙醇．甘油混
合物中的溶解度既低于氯化钠在甘油中的溶解度，也低于氯化钠在乙醇中的溶解
度，而不是介于两者之间。这一特性与共沸物的沸点低于形成共沸物的任意组分
沸点的特性极为相似。例如，苯的沸点８０。Ｃ，乙醇的沸点为７８ ６Ｃ，水的沸点为
１００。Ｃ，而三者形成的共沸物沸点却为６５℃。与描述共沸物沸点性质类似，活度

系数模型不但可以描述气．液相平衡性质，以预测共沸性质；也可以描述液．固相
平衡性质，以预测溶解性质。故采用ＮＲＴＬ活度系数模型预测氯化钠在乙醇．甘
油混合物中的溶解度。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的甘油溶解度与文献数据的比较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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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ｙ

ｎＩ． ∞①Ｎ：ｌ彤ｃｏ；３一ｏ∞ａ

ｏ Ｉ．．Ｊｏｃ｜一。弼ｚ

ｌｊ一》黑｜Ｉ

Ｃ１３一ｏ∞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ｌｔ－ｆｒｅ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ｗａｔｅｒ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ｗｔ％）

图４．７氯化钠溶解度的模型数据与文献数据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 ４－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ｌｋｅｒａｔｕｒｅ ｄａｔａ

从图４．７中可以看出，总体来说模型数据与文献数据较吻合，尤其是在甘油

含量大于３０％的范围内，这表明氯化钠溶解度子模型可以较准确的描述氯化钠在
乙醇．甘油混合物中的溶解度【２们。
４．５．３粗甘油通用精制流程的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模拟
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修正、添加４．５．１中的相平衡子模型和４．５．２氯化钠溶解度子

模型后，皂化、酸化和中和反应步骤采用Ｒｇｉｂｂｓ模拟，相分离和溶剂萃取步骤
采用Ｄｅｃａｎｔｅｒ模拟，真空蒸发步骤采用Ｆｌａｓｈ２模拟。基于上述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模型
模拟ＣＧ２一＇ＣＧ５等四个粗甘油样品的精制，得到相应精制样品ＰＧ２～＇ＰＧ５的化
学组成列于表４．７中。

表４．７精制样品ＰＧ２～ＰＧ５的化学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４．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ｇｌｙｃｅｒ０１ ＰＧ２～ＰＧ５

ＰＧ２．ｓｉｍｕ

ＰＧ３．ｓｉｍｕ

ＰＧ４．ｓｉｍｕ

ＰＧ４．ｅｘｐ

ＰＧ５．ｓｉｍｕ

ＰＧ５．ｅｘｐ

Ｓａｍｐｌｅ撑０

３ １．５％

６３．９％

７４．５％

７４．５％

５３．２％

５３．２％

Ｓａｍｐｌｅ撑１

８９．９％８８．７％

９０．７％８９．２％

９０．４％８８．４％

Ｓａｍｐｌｅ撑２

９１．３％

９２．１％

９２．９％

９２．４％

９１．２％

９０．７％

Ｓａｍｐｌｅ＃３

９３．３％

９３．９％

９４．３％

９５．６％

９３．０％

９４．４％

从表４．７中可以看出，对于实验样品ＣＧ４和ＣＧ５，模型结果和实验结果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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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９４％左右甘油纯度，且整个精制流程中模型数据与实验数据吻合较好。
对于文献中的样品ＣＧ２和ＣＧ３，同样得到了９４％左右的甘油纯度，这表明图４．１
所示的粗甘油精制流程一个成功的通用精制流程，适用于来源不同的粗甘油样品。

４．６本章小结
本章在前两章分别对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的的小试和中试进行研究与建模
的基础上，致力于开发适用于各种生物柴油副产粗甘油精制的通用分离方法，以
来自生物柴油工厂的两种粗甘油为研究对象，从实验探索出发，以过程建模为研
究手段，在实验精制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基础上，对该多级分离过程进行数学建
模，建模结果可以较好地描述实验现象，所开发的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具有一定
的工业应用价值。

符号含义
Ｋ鼬：盐类的平衡常数，无量纲；
“ｏ。玳ｓ）：固相中盐类的标准化学势，Ｊ·ｍｏｌ一；
“ｏ删１）．液相中盐类的标准化学势，Ｊ·ｍｏｌ～；
Ｒ：气体常数，Ｊ·ｍｏｌ。１·Ｋ一；

丁：系统温度，Ｋ；
乙：盐类的熔点，Ｋ；
ＡＨ。：盐类的熔化焓，Ｊ·ｍｏｌ～；

△Ｃ。：盐类的恒压比热容，Ｊ·ｍｏｌ。１·Ｋ一；
ｋ打：盐类的摩尔分数，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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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１４（Ｓｕｐｐｌ．１）．
［１ ９】Ｃａｒｒ

ＡＲ，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ＲＥ，Ｂａｄｇｅｒ

ＷＬ．Ｖａｐｏ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ｗａｔｅｒ－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Ｉｎｄ Ｅｎｇ Ｃｈｅｍ．１９２５；１７：６４３－６４６．

［２０］Ｐｉｎｈｏ Ｓｐ，Ｍａｃｅｄｏ ＥＡ．Ｓｏｌｕ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Ｃｌ，ＮａＢｒ，ａｎｄ ＫＣＩ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ｘｅｄ ｓｏｌｖｅｎｔｓ［Ｊ】．Ｊ Ｃｈｅｍ Ｅｎｇ Ｄａｔａ．Ｊａｎ—Ｆｅｂ ２００５；５０（１）：２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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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双金属催化剂催化生物柴油副产甘油选择性
氧化制备１，３一二羟基丙酮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５．１引言
由于生物柴油的生产会副产大量甘油，甘油的利用成为直接影响生物柴油产
业链经济可行性的关键【ｌ。３】。甘油的高附加值利用途径包括用作动物饲料、化妆

品、制药试剂和诸如丙二醇、１，３．二羟基丙酮和琥珀酸等化学中间体。其中，ｌ，３．
二羟基丙酮是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可应用于皮肤仿晒剂和制药与有机合成领域

的化学中间体，具很高的经济价值。当前的１，３．二羟基丙酮工业生产方法依旧以
发酵法为主【４Ｊ，这是由于与一般的非均相催化法相比，发酵法展示出很高的１，３．
二羟基丙酮收率。铂作为一种高效的过渡金属催化剂，对于甘油的催化氧化的结
果通常是端位氧化产物一一甘油醛和甘油酸，然而在金属铂中添加一定量的金属
铋制成双金属催化剂，却可以以很高的效率选择性催化氧化甘油生成ｌ，３．二羟基
丙酮【５＇６Ｊ。可是，至今为止，关于金属铋在甘油选择性氧化中的作用却一直缺乏

理论依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７‘１１】。
反应机理通常是非均相催化的核心内容，对优化活性组分在催化剂载体上的

分布、获得微观动力学模型、宏观动力学模型、筛选有效活性组分和设计领域均
有重要影响ｌｌ ２，１３Ｊ。密度泛函理论（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ＤＦＴ）是一种研究多电

子体系电子结构的量子力学方法，近年来在物理和化学上都有广泛的应用，特别

是用来研究分子和凝聚态的性质，是凝聚态物理和计算化学领域最常用的方法之
一【ｌ ４｜。密度泛函理论采用周期性边界条件处理晶体结构，可以高效、迅速地在

原子层次上获得非均相催化剂的结构，从而计算催化剂表面发生的化学反应并得
到涵盖吸附、表面反应和脱附过程的微观动力学模型【１３，１５】。本章采用实验与理论

计算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在实验中设计、合成、表征并测试若干双金属催化剂，
在排除内外扩散的条件下，测定了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在理论计算中优化了
双金属催化剂的结构、计算了各个基元表面反应的势垒并获得了微观动力学模型
与参数；最后通过化学吸附和催化基元反应的分子转换频率（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将实验和理论各自获得的动力学联系起来，揭示双金属催化剂催化生
物柴油副产甘油选择性氧化制备１，３．二羟基丙酮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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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实验材料和仪器设备
５．２．１实验所需材料
本章实验所需的材料及其规格和生产厂家见表５—１。
表５．１实验所需试剂
Ｔａｂｌｅ ５—１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５．２．２实验所需仪器与设备

本实验所需的仪器及其生产厂见表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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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相色谱ＧＣ５８９０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１台

旋转蒸发仪

ＢＵＣＨＩ

１台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

１台

化学吸附仪

自制

１台

透射电子显微镜

ＦＥＩ．Ｔｅｃｎａｉ

１台

水热釜ｍｏｄｅｌ

４７４８

Ｐａｒ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１台

釜式反应器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１套

低温物理吸附仪ＡＳＡＰ

２０００

４５６ １

超声仪
干燥箱
马弗炉

５．２．３理论计算所需软件与设备

本章所进行的理论计算在ＶＡＳＰ ５．３软件上完成，该软件全称Ｖｉｅｎｎａ Ａｂ．ｉｎｉｔｉｏ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ＶＡＳＰ是维也纳大学Ｈａｆｎｅｒ课题组开发的进行电子结构计

算和量子力学．分子动力学模拟软件包，是目前材料模拟和计算物质科学研究中
流行的商用软件之一。
ＶＡＳＰ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计算机机时。本章的计算任务由普度大学计算机集
群（Ｐｕｒｄｕ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下属的两套大型超级计算机Ｃａｒｔｅｒ和Ｃｏｎｔｅ完成。
Ｃａｒｔｅｒ和Ｃｏｎｔｅｒ的配置见表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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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超级计算机Ｃａｒｔｅｒ和Ｃｏｎｔｅ的配置
Ｔａｂｌｅ ５－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

表５．３中的专用节点的含义为仅本课题组内成员可以使用，考虑到课题组其

他成员使用情况与并行效率，一般并行不超过８节点／１２８处理器，每次可以长达
３３６ ｈ／７２０

ｈ时间连续运行。普度大学计算机集群的一个优势特点是，每一个超级

计算机均有大量的备用节点（ｓｔａｎｄｂｙ ｎｏｄｅｓ）。尽管备用节点的最长运行时间为４
ｈ，且节点资源需要和全校所有师生共享，但其并行数目是没有限制的，这使一
些需要大量节点并行运算的任务的实现成为可能，例如采用ＮＥＢ方法计算非均
相催化的过渡态时，可以利用５０节点／４００处理器同时计算位于初态和末态之间
的１０个镜像（ｉｍａｇｅ）。

５．３实验方法
５．３．１催化剂制备

本章实验中共制备以下五种催化剂，每种催化剂的符号与含义如下。
Ｐｔ．Ｂｉ／ＡＣ：Ｐｔ、Ｂｉ双金属负载于活性炭上所形成的催化剂；
Ｐｔ．Ｂｉ／ＺＳＭ．５：Ｐｔ、Ｂｉ双金属负载于ＺＳＭ．５上所形成的催化剂；
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Ｐｔ、Ｂｉ双金属负载于ＭＣＭ．４１上所形成的催化剂；
Ｐｔ／ＭＣＭ．４１：Ｐｔ金属负载于ＭＣＭ．４１上所形成的催化剂；
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Ｐｔ金属负载于Ｂｉ掺杂改性的ＭＣＭ．４１上所形成的催化剂。

①Ｐｔ．Ｂｉ／ＡＣ制备
将１０ ｇ左右的活性炭在超声仪中进行预处理：常温脱气５ ｍｉｎ，在６０℃下
超声９０ ｍｉｎ。按金属Ｐｔ的质量为实际活性炭质量的３％准确计量称取氯铂酸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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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化学式Ｈ２ＰｔＣｌ６＂６１－１２０计），并将其溶解于预先配制好的１．２ Ｍ ＨＣｌ溶液中，
然后在强力的搅拌下，将溶解有金属Ｐｔ前驱体的溶液用滴液管逐滴滴加入活性
炭溶液中，之后继续常温搅拌８ ｈ。在将倾泻出液体后，用ＮａＯＨ颗粒将活性炭
溶液的ｐＨ调整为１０．５。按照ＮａＢＨ４：Ｐｔ＝１０：１的计量称取４．４ Ｍ ＮａＢＨ４溶液，在
强力搅拌下，将该ＮａＢＨ４溶液用滴液管逐滴滴加入活性炭溶液中并持续搅拌３０

ｍｉｎ，之后倾泻出多余液体。按照Ｂｉ金属质量为活性炭质量的０．６％准确计量称
取氯化铋（以化学式ＢｉＣｌ３计），并将其溶解于预先配制好的１．２

Ｍ ＨＣｌ溶液中。由

于ＢｉＣｌ３在非酸性溶液中极不稳定，在滴加ＢｉＣｌ３前先将上述活性炭溶液用１．２

Ｍ

ＨＣｌ的ｐＨ调整为１．５，然后将溶解有金属Ｂｉ前驱体的溶液用滴液管逐滴滴加入
上述活性炭溶液中，之后仍然继续常温搅拌８ ｈ。金属Ｂｉ的还原方案与金属Ｐｔ
的还原方案类似。按照ＮａＢＨ４：Ｂｉ＝１０：ｌ的计量称取４．４ Ｍ ＮａＢＨ４溶液，在强力搅
拌下，将该ＮａＢＨ４溶液用滴液管逐滴滴加入活性炭溶液中并持续搅拌３０ ｍｉｎ。

最后将过滤后的活性炭置于１００。Ｃ的干燥箱中干燥待用。
②Ｐｔ．Ｂｉ／ＺＳＭ．５制备

Ｐｔ．Ｂｉ／ＺＳＭ．５催化剂的制备与上述Ｐｔ．Ｂ淞Ｃ类似，唯一的不同是所用载体为
ＺＳＭ．５，而不是活性炭。
③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制备【１６，１７】

与前两种催化剂类似，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催化剂采用相似的方法合成，其全硅
载体ＭＣＭ．４ １在耐酸水热釜（Ｐａｒｒ Ｐａｒｒ

Ｌａｒ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ｃｉｄ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Ｖｅｓｓｅｌ，Ｍｏｄｅｌ

４７４８）６７以水热法合成用，水热釜内衬聚四氟乙烯衬里，最大容积为１５０ｍＬ。合
成ＭＣＭ．４１所用硅源为硅酸四乙酯（ＴＥＯＳ），模板剂为溴化十六烷基三甲铵
（ＣＴＡＢ），投料摩尔比为ＣＴＡＢ：Ｓｉ：Ｈ２０＝０．２：１：７０。将计量后的ＣＴＡＢ溶解于８０。Ｃ
的水中，而后将计量的ＴＥＯＳ液体用滴液管逐滴滴加入ＣＴＡＢ溶液中，并用１Ｍ
ＮａＯＨ溶液调整ｐＨ＝１０．５，并持续保温８０℃、搅拌８０ ｍｉｎ。将该溶胶．凝胶液转

移至水热釜中。将密封的水热釜置于１１０℃恒温干燥箱中４８ ｈ。冷却后，将上述
溶液真空过滤后用蒸馏水洗涤数次并置于干燥箱中干燥４ ｈ。将干燥后的固体在
置于马弗炉中，在空气氛围中、５５０。Ｃ下焙烧６ ｈ，以移除模板剂ＣＴＡＢ。
Ｐｔ．Ｂｉ双金属的负载过程，与前面所提及的两种双金属催化剂Ｐｔ．Ｂｉ／ＡＣ和
Ｐｔ．Ｂｉ／ＺＳＭ．５的制备类似，此不赘叙。

④Ｐｔ／ＭＣＭ．４１制备
该催化剂中ＭＣＭ．４１载体的制备与③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中载体的制备相同，Ｐｔ
金属的负载与①Ｐｔ．Ｂｉ／ＡＣ中Ｐｔ金属负载过程相同，但没有负载第二种金属Ｂｉ。
⑤Ｐｔｍｉ．ＭＣＭ．４１制备【１８１
该催化剂中Ｂｉ．ＭＣＭ．４１表示Ｂｉ掺杂的ＭＣＭ．４１载体，其合成方法与
ＭＣＭ．４１类似，硅源仍为硅酸四乙酯，但所用模板剂不同，为溴代十六烷基吡啶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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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ＰＢｒ），且合成环境为酸性而非碱性，各物质投料摩尔比为：
ＣＰＢｒ：ＴＥＯＳ：ＨＣＩ：Ｈ２０：Ｂｉ－－０．３３：１：７．５：６８：０．０７。

其他的合成工艺均与③

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催化剂中载体合成过程相同，后处理工艺也相同。合成Ｂｉ．ＭＣＭ．４１

载体后，Ｐｔ金属的负载过程也与①Ｐｔ．Ｂｉ／ＡＣ催化剂中Ｐｔ负载相似，但不再重复
负载Ｂｉ金属。

５．３．２催化剂表征
①物理吸附
催化剂的物理吸附性质，包括ＢＥＴ比表面积、孔径分布、平均孔容积和平

均孔径等，通过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

ＡＳＡＰ

２０００物理吸附仪测定。实验中采用氮气作

为吸附剂。测定前，先将样品在２８０。Ｃ脱气６ ｈ，而后按照ＡＳＡＰ ２０００标准程序
测定各样品的等温吸附和脱附曲线，最后确定各项物理吸附性质。

②化学吸附
金属分散度通过自制的化学吸附仪测定。化学吸附仪流程图见图５。１。化学
吸附的原理是，通过在室温下准确、定量测定金属（如Ｐｔ）对氢气分子的解离吸

附量来确定金属在催化剂表面的分散度，从而获得在催化反应中起催化作用的表
面金属原子数目，并进一步确定催化反应的转换频率（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ｆ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ＯＦ）。
在本章所获得的两种不同来源的动力学数据中一一实验测定与理论计算，化学吸
附是连接两者的桥梁，特在此详尽介绍化学吸附仪。如图５．１所示，该化学吸附
仪的主体测量设备为热导检测器，采用氮气作为载气，氢气作为检测气体。实验
前，将称量好的催化剂装填进管式反应器中，催化剂床层上下都填充耐高温岩棉，
之后进行系统检漏测试。待确定系统无漏气之后，将催化剂在氧气氛围中加热至
４５０℃预处理２ ｈ，烧掉可能吸附在催化剂表面的有机物；随后通入氮气吹扫１０

ｍｉｎ，确保氧气完全排出体系；然后通入２０％的氢气在４５０℃还原２ ｈ；将反应器
冷却至室温（２０℃）后，通入纯氧气３０ ｍｉｎ，确保氧气的化学吸附发生完全，使催
化剂表面吸氧达到饱和；最后，仍在室温下，通过旋转六通阀，以脉冲形式单次
进样１００∥Ｌ氢气对反应器内的氧化态催化剂进行滴定，直到滴定饱和。
上述过程中催化剂表面发生的反应有两个，分别是金属吸氧和氧化态金属吸
氢：（下列化学反应式以金属Ｐｔ为例）

Ｐｔ＋专０２＝Ｐｔ－ｏ；Ｐｔ－ｏ＋专Ｈ２＝Ｐｔ－Ｈ＋Ｈｐ
与上述方法不同的另一种方法是，不进行氧气的化学吸附处理，而直接进行
氢气化学吸附，此时发生的化学反应仅为金属吸氢反应：

Ｐｔ＋专Ｈ２＝Ｐｔ—Ｈ
与金属直接吸氢相比本实验中采用的氢气．氧气滴定法测定金属的分散度的
优势是：对于同种金属催化剂的测定，氧气．氢气滴定法的氢气用量是直接氢气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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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三倍，这对于催化剂用量较少的测定实验来说，可以大幅度的提高结果的准
确性。

此外，该装置所用的质量控制器均经过校正，金属分散度的测定也经过商用
金属分散度标样（Ｐｔ的分散度为３１．５±Ｏ．５％）校正。
最后，根据反应器中的催化剂装填量、金属的负载量和化学吸附中氢气的消
耗量可以计算出金属的分散度。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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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化学吸附仪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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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透射电子显微镜

催化剂的表面形态特征通过ＦＥＩ．Ｔｅｃｎａｉ透射电子显微镜（ＴＥＭ）来检测，该
ＴＥＭ采用六硼化镧（ＬａＢ６）作为阴极电子枪材料，所用电压为２００ ｋＶ。待检测的
样品事先研磨至颗粒直径小于１２０目，然后使之悬浮或溶解于蒸馏水中，经过超
声处理后，将液体取样滴加至涂有碳膜的２００目铜丝网上，最后在空气中干燥备
用。
５．３．３催化剂评价

催化剂评价实验在３００ ｍＬ高压釜式反应器中进行，其流程图见图５．２。

图５－２催化剂评价装置流程图［１９】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２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ｅｔｕｐ

反应前取５ ｇ催化剂与１７５
４５６１ 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ｍＬ １

Ｍ的甘油水溶液置于釜式反应器（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ｑｂ。将反应器安装固定好后，打开搅拌，调整转

速为６５０ ｒｐｍ，首先用惰性气体氩气置换反应器内残余空气１０ ｍｉｎ，而后打开反

应器加热套，打开冷凝水，使体系控温良好，直至反应器内的温度升至指定温度
并稳定后，关闭氩气阀门，打开氧气阀门，开始进行反应。氩气与氧气的流率均
为４００ ｃｃ／ｍｉｎ，两股气流均通过浸没于反应器内液面下的进气管进入反应器，进
气管尾部安装有直径为１０ ｇｍ的多孔过滤套，该过滤套有两个作用：均匀分布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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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进气体、过滤所收集的液体防止带出固体催化剂。反应器的操作压力为３０

ｐｉｓｇ，

操作温度为８０℃。反应开始后，每１５ ｍｉｎ通过液相取样口取样一次，一般反应
进行时间为５

ｈ。

５．３．４产品分析

由于本章实验中所关心的主要产品为１，３．二羟基丙酮（ＤＨＡ）的收率与甘油
的转化率，故在本章所进行的催化剂评价实验中仅检测ＤＨＡ和甘油的组成。检
测均通过气相色谱ＧＣ５８９０完成，该色谱配备ＦＩＤ检测器、生物柴油专用金属色
谱柱（Ｓｅｌｅｃｔ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ｆｏｒ 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 ｕｌｔｉＭｅｔａｌ

和长度为１ ｍ的保留柱（ａ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ｌｕｍｎ（１

５ ｍ，０．３２ ｍｍ，０．１ ０¨ｍ））

ｇａｐ）。气相色谱采用高纯氦气作为载气，载

气流速３．０ ｍＬ／ｍｉｎ，分流比为１００：１，每个样品中均加入ｌＯＯｐＬ的四甲基氢氧化

铵（ＴＭＡＨ）作为衍生化试剂，柱箱采用如下的程序控温：起始温度５０。Ｃ，保持１
ｍｉｎ；以１５。Ｃ／ｍｉｎ的速度升至１８０。Ｃ，保持０ ｍｉｎ；以７℃／ｍｉｎ的速度升至２３０℃，
保持０ ｍｉｎ；以３０。Ｃ／ｍｉｎ的速度升至３８０＊Ｃ，保持１０ ｍｉｎ［２０Ｊ。

５．４理论研究方法
５．４．１密度泛函理论

基于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Ｋｏｈｎ定理和Ｋｏｈｎ．Ｓｈａｍ方程的密度泛函理论（Ｄｅｎｓｉｔ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ＤＦＴ）是一种建立在量子力学体系上的多电子体系第一性原理计

算方法。ＤＦＴ以严格的理论依据证明，多电子体系的电荷密度是最基本的变量，
其基态问题可以严格地转化为有效势场中运动的单电子基态问题，这大大降低了
多电子体系的自由变量与计算复杂程度，因此自ＤＦＴ诞生以来就一直被用作计
算物质电子结构的基本工具。密度泛函理论建立在如下的假设与定理基础上。
①绝热近似
绝热近似又称为Ｂｏｒｎ．Ｏｐｐｅｎｈｅｒｉｍｅｒ近似。

固体能带理论是凝聚态物理的核心理论，也是计算固体电子结构的理论基础，
而固体的电子结构不仅决定了材料的力、热、光、电和磁学性质，更决定了作为
固体的非均相催化剂的一切化学性质。能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求解多电子薛定谔
方程（ＳｃｈｒＳｄｉｎｇｅ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但由于该方程同时包含原子核与各个电子的坐标，

求解极为困难。因此，尽管薛定谔方程早在１９２６年就被提出并得到重视，全世
界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都一致认为，薛定谔方程涵盖了大部分物理学信息与几乎

全部的化学信息，但它的求解是十分艰巨的任务。Ｂｏｒｎ与Ｏｐｐｅｎｈｅｒｉｍｅｒ利用绝
热近似理论，针对电子质量比原子核质量低１０３个数量这一事实，且电子的运动
速度远高于原子核的运动速度，因此可以近似认为原子核是静止不动的，以将电
子对原子核的作用看做一个等效的平均势场，这样便将原本耦合的电子．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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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成功地分解为两个独立的运动方程，从而大幅度降低了求解薛定谔方程
的难度。

②有效势场近似
有效势场近似又称为Ｈａｒｔｒｅｅ．Ｆｏｃｋ近似。
根据前面所介绍的绝热近似，薛定谔方程中原子核的坐标与电子的坐标得到
分离，但方程中所涉及的多电子坐标耦合问题仍然无法明确写出，数值求解依旧
十分困难。鉴于此，Ｈａｒｔｒｅｅ与Ｆｏｃｋ提出，将多电子体系中每一个电子所受周围

其他粒子的作用用一个平均的相互作用的势场来代替，即每个电子均处于一个有
效势场中。于是，多电子的薛定谔方程可以被分解为多个单电子的方程，每个单
电子的方程均可以通过数值方法独立求解。基于上述假设所建立的简化方程被称
为Ｈａｒｔｒｅｅ．Ｆｏｃｋ方程，简称为Ｈ．Ｆ方程。尽管Ｈ．Ｆ方程在固体物理中一直被长期

使用，但它忽略了多电子的相关效应，并不是现代单电子近似的严格理论基础。
③密度泛函理论的基本定理
密度泛函论理的基本定理即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Ｋｏｌｌｌｌ定理。

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Ｋｏｈｎ定理的核心思想与结论是，多电子体系中电子密度是决定
体系基态物理量的基本变量，该定理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定理一：对于不计自旋的全同费米子体系，其基态能量是相应电子密度函数
的唯一泛函；

定理二：对于电子数恒定的体系，只有当其密度取为严格基态密度时，能量
泛函才能取极小值，并代表基态能量。
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Ｋｏｈｎ定理由于考虑了多电子的相关效应，成为现代单电子近似
的严格理论基础。

④交换关联泛函
如前所述，Ｈｏｈｅｎｂｅｒｇ．Ｋ０ｌｕｌ定理对Ｈａｒｔｒｅｅ．Ｆｏｃｋ近似进行了改进，考虑了多

电子的相关效应，而电子交换关联泛函在实际应用中需要一定的近似来完成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两种泛函形式分别为局部密度近似（Ｌｏ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和广梯度近似（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ＧＧＡ）。ＬＤＡ考
虑到体系电子密度变化缓慢，把体系分为众多无限小的区间，每个区间内的电子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分布认为是均匀的，故每个区间内的交换关联能可以用电子气的交换关联能替代。
ＬＤＡ泛函的主要形式有ＶＭＮ、ＣＡ．ＰＺ和ＰＷ９２等。尽管ＬＤＡ发展较早，也在
固体物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ＬＤＡ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会低估晶体的晶

格参数、高估内聚能和严重低估非金属的带隙等。
ＧＧＡ解决了ＬＤＡ一些缺陷，它在ＬＤＡ的基础上引入了电子数密度梯度参

数，并在每个区间内考虑了电子密度对交换能的贡献与相邻区域间不同电子数密
度对交换关联能的贡献。ＧＧＡ泛函的主要形式有ＰＢＥ和ＰＷ９１等。本章所进行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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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ＤＦＴ计算均采用ＰＷ９１泛函。需要指出的是，ＧＧＡ仍在会在一定范围内高估
晶格参数和低估非金属的带隙。

⑤自洽计算
在得到交换关联泛函的具体形式后，便可以通过数值方法求解简化的薛定谔
方程，该过程通常由自洽计算完成。首先假定一个初始的波函数和电子密度函数，
并据此计算有效势，将计算所得的有效势带入薛定谔方程可以获得体系的波函数
与电子密度，此时根据新旧电子密度的差异判断是否收敛：如果小于设定的收敛
标准，则认为得到了基态的能量；如果大于设定的收敛标准，则需要用新的电子
密度继续进行计算，直到满足收敛标准。
５．４．２晶体结构优化

物质的理化性质与其微观结构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对于非均相催化剂而言，
决定其催化性能优劣的主要因素即其晶体结构，这也是在机理上解释催化作用的

基本出发点。当前，人们已经可以通过多种实验技术相结合的方法获得晶体结构
的全部或部分信息，这些实验方法包括Ｘ．衍射、中子散射、透射电子显微镜、
扫描电子显微镜、扫描隧道显微镜和原子力显微镜等技术。对于单一金属组成的
非均相催化剂来说，上述技术已经可以十分成熟地准确分析金属的晶体结构。例
如，本章所用的催化剂主要成分为铂，其晶体结构为面心立方，晶格常数为３．９２Ａ。

然而，多于双金属、多金属组成的合金以及金属氧化物来说，实验手段所得
到的晶体结构信息往往十分有限。随着基本数值计算方法和计算机硬件条件的不
断发展与完善，计算机模拟在物理、化学和材料学领域的研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计算材料学。由于计算机模拟只依赖于基本
理论和计算机硬件条件，因此可以独立的解决实验中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计算机
模拟一方面可以辅助实验确定物质的结构，另一方面还可以先于实验预测物质结
构，

对后续实验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对于本章实验中所采用的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来说，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前

提就是确定Ｐｔ．Ｂｉ双金属的稳定结构。根据自然界的能量最低原理，在化学组成

确定的情况下，晶体通常以能量最低的状态（基态）的形式存在。由于具有相同
化学组成的晶体在原子排列方式不同时对应不同的能量，物质的原子坐标和能量
便构成了一个势能面。计算机模拟优化的目的就是找到该势能面的最低点。于是，
晶体结构的计算机模拟优化问题可以转化为全局优化的数学问题。晶体结构势能
面的全局优化问题有两个难点需要解决：准确获得势能面数据和采用有效的算法
进行全局优化。这两个难点中，前者可以通过５．４．１节所述的ＤＦＴ及其相应的定
理和假设解决，后者可以采用遗传算法、粒子群优化或蚁群算法等智能算法来解
决。本章所采用的算法为粒子群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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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群优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ｗａｒ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ＳＯ），又称微粒群算法，是由Ｊ．
Ｋｅｎｎｅｄｙ和Ｒ．Ｃ．Ｅｂｅｒｈａｒｔ等于１ ９９５年开发的一种演化计算技术，来源于对一个
简化社会模型的模拟。其中“群（ｓｗａｒｍ）＂来源于微粒群符合Ｍ．Ｍ．Ｍｉｌｌｏｎａｓ在
开发应用于人工生命的模型时所提出的群体智能的５个基本原则。“粒子（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是一个折衷的选择，因为既需要将群体中的成员描述为没有质量、没有体积的，
同时也需要描述它的速度和加速状态。ＰＳＯ算法最初是为了图形化的模拟鸟群优
美而不可预测的运动，通过对动物社会行为的观察，发现在群体中对信息的社会

共享可以提供演化的优势，并可以此作为算法开发的基础。通过加入近邻的速度
匹配、并考虑了多维搜索和根据距离的加速，形成了ＰＳＯ的最初版本。之后引
入了惯性权重Ｗ来更好的控制开发（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和探索（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形成了
标准版本。ＰＳＯ的基本迭代关系如下：

ｖ＋ｌ＝ｗ·Ｖｉ－Ｉ－Ｃ１·ｒａｎｄ（ｐｂ。打－ｘｆ）＋ｃｚ·ｒａｎｄ（ｇｂ硎一薯）

（５—１）

ｔ＋１＝誓＋Ｖｆ＋１

（５－２）

誓，Ｖ，‰，，岛酬分别代表第ｉ次迭代时各粒子的位置、速度、个体最优值和全局最
优值；ｒａｎｄ表示介于０～１之间的随机数；Ｗ为惯性因子，表示粒子维持原来速

度的惯性大小；ｃｌ为自身感知因子，表示粒子对自身经历最佳值的感知能力；ｃ２
为社会感知因子，表示粒子对全局最佳值的感知能力。
５．４．３过渡态理论与微观动力学模型

①过渡态理论【２１ Ｊ
与化学反应热力学相比，化学反应的动力学研究难度要大得多。原因主要有
以下两方面。其一是动力学的研究需要十分宽广的势能面（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ＥＳ）信息，尤其是包括一些特殊价键的高能量区域，而这些区域以现有的量子化
学理论还不足以达到与稳定区域类似的精确度；其二是即使得到了比较准确的
ＰＥＳ，化学反应中所有的自由度均随时间变化，除简单的体系外，直接以量子化

学的手段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只有对化学反应历程中所涉及的一些变化
做出必要的假设，形成若干动力学理论并用于实际反应情况，才能得到有意义的

结果。常用的动力学理论包括分子动力学理论、碰撞理论和过渡态理论。其中，
过渡态理论历史悠久、应用广泛，本章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均采用过渡态理论完成，
现对此做扼要的介绍。
过渡态理论（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起源于１ ９３０年代，其基本思想是化学反

应的速率为一个瓶颈所限制，该瓶颈在ＰＥＳ上对应的结构即为反应的过渡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过渡态与反应物之间的能量差成为反应的势垒（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只有当反应物具有足够高的能量并具有适宜的反应取向（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才可以“跨越”过渡态而发生反应，反之则无法发生反应。经过七十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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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的实践，尽管过渡态理论未必是完美的、最终的动力学理论，但几乎所有化
学反应均存在一个能量较高的“过渡态”这一事实已经成为共识。
②微观动力学模型【２２】
化学反应动力学可以分为宏观动力学（Ｍａ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与微观动力学
（Ｍｉ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前者由后者与传质、传热因素相结合组成。微观动力学系一系
列分子的整体效应（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而单一分子的动力学行为则称为动态力学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微观动力学即单一分子动态力学行为的整体表现形式。微观反应过

程包括反应物吸附、表面反应与产物脱附等三个步骤。对于吸附和脱附过程来说，
其能量变化为：

§一∞

Ｅｂ２Ｅ积试曲一Ｅ积一Ｅｓｌ西

对于表面反应来说，其活化能与反应前后的能量变化分别为：
姬一４）

Ｅｎ＝Ｅ硌一ＥＩｓ；Ｅｒ＝ＥＦＳ—ＥｌＳ

为了将上述能量值应用于基于过渡态理论的微观动力学模型，需要对能量进
行两方面校正：零点能（Ｚｅｒｏ ｐｏｉ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校正与熵校正，分别通过以下两个算式
完成：

％２互１ Ｒ莩等

（５－５）

厅％

．ｓ＝姆
Ｊｒ—
ｋ

ｋ乒

ｒ，厅１，。

唧Ｌ蒂

也［１＿唧㈦］

（５－６）

在过渡态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经典统计学可以得到化学反应的速率常数表达

（５－７）

该方程中，七（丁）表示速率常数为温度的函数，其单位通常为ｓ～；％，ｈ分别为玻
尔兹曼常数和普朗克常数，丁为绝对温度，ｇ≠（丁），鲰（ｒ）分别为过渡态和反应物
的配分函数，ＡＥａ为反应势垒。因此，如果可以由ＤＦＴ计算得到化学反应的势
垒、反应物和过渡态的配分函数，即可以从理论上预测化学反应的速率【２３】。
５．４．４

ＶＡＳＰ软件

ＶＡＳＰ是维也纳大学Ｈａｆｎｅｒ小组开发的进行电子结构计算和量子力学．分子
动力学模拟的软件包。ＶＡＳＰ软件采用了５．４．１节中所述的ＤＦＴ及其定理与假设，
１ｎ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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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高效近似求解Ｓｃｈｒ６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得到体系的电子态和能量。ＶＡＳＰ软件采用平
面波基组和周期性边界条件，在５．４．２节所述的晶体结构优化中具有非凡的优势
【２４１。ＶＡＳＰ软件还内嵌了过渡态理论工具包（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００１），在５．４．３

中所述的过渡态搜索与确定过程中也表现出独特的优势。本章理论计算研究中各
个催化基元反应过渡态的搜索采用以下两种算法完成：ＮＥＢ和ＤＩＭＥＲ。
ＮＥＢ（ｎｕｄｇｅ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ｂａｎｄ，微动弹性带）是一种己知反应物和产物来寻找鞍

点（Ｓａｄｄｌｅ ｐｏｉｎｔ）和能量最小反应路径（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的方法。

具体地，ＮＥＢ

首先在反应物和产物之间由线性插值方法产生一定数目的镜像（Ｉｍａｇｅ），其数目
一般为５～２０个，每两个镜像之间添加一个“弹性力”，于是由反应物、镜像和
产物组成一条两端点固定、中间镜像可以微调的弹性带，通过对每一个镜像进行
微调最终优化出各个镜像中能量最高的一个，即鞍点，也即化学反应的过渡态。
ｃＮＥＢ（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ＮＥＢ）对传统的ＮＥＢ方法进行了微小的修改，使能量最高的镜像

不受弹簧力作用，因此其他的镜像均趋于各自能量的最小值而能量最高的镜像则
趋近于鞍点。本章所用ＮＥＢ方法，除了特殊说明外均指该ｃＮＥＢ方法。
ＤＩＭＥＲ是一种利用鞍点附近两个镜像发生平动和转动的形式来最终确定鞍
点的精确位置的方法【２５１，其初值点可以距离鞍点很近，也可以距离鞍点较远。
ＤＩＭＥＲ尤其适用于反应为已知而产物未知，或者机理不甚明了的反应过渡态的
搜索。另外，对于ＮＥＢ算法来说，迭代后期消耗的时间远大于迭代初期，这时
将计算方法由ＮＥＢ切换为ＤＩＭＥＲ常常是高效的选择。对于本章中各个化学反
应过渡态的搜索，均由包含五个镜像的ＮＥＢ算法算起，若过渡态不容易收敛，
则切换至ＤＩＭＥＲ算法。

实际操作中，ＮＥＢ算法需要较多的超算机节点（一般与镜像数目成正比），
但由于弹簧力的存在，计算过程总是沿着收敛的趋势进行，尽管有时收敛速度很
慢；ＤＩＭＥＲ算法一般需要的节点较少（相当于ＮＥＢ算法中一个镜像所用的节点），
但计算过程中平动和转动的交替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发散。
根据过渡态理论，过渡态不仅仅是化学反应中的一个“过渡形式”，而是具
有严谨的数学定义：过渡态是势能面中沿着某一方向上的能量最低点，却是沿着
另一条方向的能量最高点一一鞍点。对于化学反应来说，鞍点结构的特征就是其

分子结构的振动频率存在且仅存在唯一的一个虚频（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这可以
认为是过渡态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无论是由ＮＥＢ抑或是ＤＩＭＥＲ算法找到
的过渡态，最终都经过唯一虚频条件的验证，才可以确认该结构为过渡态。
在运用ＶＡＳＰ软件进行吸附能计算、过渡态搜索、活化能计算前，需要做如
下测试并确定ＶＡＳＰ的相关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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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晶格常数优化：由于本章所采用的主催化剂为Ｐｔ金属，而Ｐｔ的实验晶
格常数为３．９２ Ａ，故在３．７０ Ａ～４．２０ Ａ范围内对Ｐｔ金属主体的晶格常数进行测
试、优化；

②截断能优化：在３２０

ｅＶ～５２０

ｅＶ内对Ｐｔ金属主体的截断能进行测试、优

化；

③Ｋ点取样优化：在１×１×１～１５×１５×１５之间对Ｐｔ金属主体的Ｋ点取样
进行测试和优化；在３×３×１＂１５×１５×１之间对Ｐｔ（１１１）平板模型Ｋ点取样进
行测试和优化［２６，２７１。

考虑到反应分子的尺寸，Ｐｔ（１１１）平板模型的晶胞尺寸取为３×３，原子层数
为五层，其中上两层可以根据吸附分子的吸附情况移动，而下三层固定，藉以模
拟金属主体，平板之间的真空层大于ＩＯＡ。另外，结构优化与能量计算中考虑了
偶极校ｔ（Ｄｉｐｏｌ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费米能展宽取为０．１５ ｅＶ，电子自洽迭代的收敛标准

为１矿ｅＶ而几何优化的收敛标准为Ｏ．０２

ｅＶ／Ａ［２８，２９】。

５．５实验与理论研究的结果与讨论
５．５．１催化剂表征

Ｐｔ．Ｂｉ／ＡＣ催化剂的各项表征已经在本课题组其他成员的论文中有全面论述
［１９，３０］，此不赘述。

两种介孔催化剂载体ＭＣＭ．４１和Ｂｉ．ＭＣＭ．４１的吸附等温线见图５．３。

图５．３催化剂载体（ａ）ＭＣＭ．４ １和（ｂ）Ｂｉ．ＭＣＭ．４ １的吸附、脱附等温线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ｆｏｒ（ａ）ＭＣＭ一４１ ａｎｄ（ｂ）Ｂｉ—ＭＣＭ－４１

从图５．３可以看出，两种催化剂载体ＭＣＭ．４１和Ｂｉ．ＭＣＭ．４１的吸附、脱附

等温线均具有典型介孔物质特征‘３１１。由ＢＥＴ方法计算得出两种催化剂载体的比
表面积和平均孔径，其数据见表５．４。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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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４多孔载体的ＢＥＴ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５．４ Ｐｏｒ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ＢＥＴ ｄａｔａ

ＭＣＭ．４１的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分别为１０２５．４８ ｍ２／ｇ和１．９ ｎｍ；Ｂｉ．ＭＣＭ．４１
的比表面积和平均孔径分别为７０１．５ ｍ２／ｇ

ａｎｄ ２．８

ｎｌｎ。由此可见，本章所合成的

催化剂载体ＭＣＭ．４１和Ｂｉ．ＭＣＭ．４１均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与介孔范围１勾（２－－－５０
１１１１１）的平均孔径［３２】。
Ｐｔ．Ｂｉ／ＡＣ，Ｐｔ．Ｂｉ／ＺＳＭ一５，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和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四种催化剂的扫描
电镜图见图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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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４ Ｐｔ－Ｂｉ／ＡＣ（ａ），Ｐｔ—Ｂｉ／ＺＳＭ－５（ｂ），Ｐｔ．Ｂｉ／ＭＣＭ一４１（ｃ）和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ｄ）ｌＮ种催
化剂的扫描电镜图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４

ＴＥＭ ｓｃａｎｓ ｆｏｒ（ａ）Ｐｔ—Ｂｉ／ＡＣ，（ｂ）Ｐｔ－Ｂｉ／ＺＳＭ－５，（ｃ）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 ａｎｄ（ｄ）
Ｐｔ／Ｂｉ．ＭＣＭ．４ １

直径在２－－－５ ｎｉｎ的金属颗粒成功地负载于各载体表面，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中）
和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右）两个载体表面具有规整的孔状结构，其平均孔径在２ ｎｍ左
右，属于介孔范围，这一结论与ＢＥＴ所测得的平均孔径范围相吻合。综合ＢＥＴ
和ＴＥＭ结果可知，本章中实验成功地合成了在规整介孔分子筛表面负载有金属
的催化剂。
５．５．２实验催化动力学
本章所合成的五种催化剂关于ＤＨＡ产率的动力学曲线见图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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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ｈｒ

图５．５五种催化剂的实验动力学曲线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５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 ｆｏｒ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ＨＡ

从图５．５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①与其他四种催化剂相比，Ｐｔ／ＭＣＭ．４１催化剂对ＤＨＡ的形成催化效果很低，
几乎不能将甘油转化为ＤＨＡ，故ＤＨＡ的产率只有４－－一５％（但此时甘油的转化

率依旧很高，主要生成甘油酸），这意味着即使在催化活性很高的金属Ｐｔ存在的
前提下，没有金属Ｂｉ的存在，甘油不能够被定向的转化为ＤＨＡ；
②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和Ｐｔ．Ｂｉ／ＡＣ两种催化剂均可以较高收率的转化甘油生成
ＤＨＡ，但同样作为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的Ｐｔ．Ｂ娩：ＳＭ一５催化剂的转化收率却明显
偏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催化剂载体的影响。ＭＣＭ．４１与本实验中所用活性炭同
属于介孔材料，其平均孔径在２ ｎ／ｎ以上，而ＺＳＭ．５为微孔材料，平均孔径仅为
ｎｌＴｌ左右【３引。反应物甘油的分子直径为０．５＂０．６ ｎｎｌ，尽管与ＺＳＭ．５的平均孔

Ｏ．５

径十分接近，但甘油很难在ＺＳＭ．５孔道内畅通的移动，这可能是阻碍甘油在

ＺＳＭ．５上被大量吸附进而降低反应速率的原斟３４】。ＭＣＭ一４１的平均孔径为甘油
分子直径的两倍，甘油可以在ＭＣＭ．４１和活性炭的介孔范围的孔道内畅通的移
动，从而为甘油被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并发生化学反应提供必要的条件；
⑧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在实验中优于Ｐｔ．Ｂｉ／ＡＣ的可能原因是，ＭＣＭ．４１具有规整
的孔结构，更利于反应物的吸附和产物的脱附。此外，由于ＭＣＭ．４１载体由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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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组成，可以在较高温度下使用，而活性炭一般不能用于温度高于４００℃的反
－—Ｌ

胜；

④Ｂｉ。ＭＣＭ．４１是一种可以在液相中氧化环己烷的优异催化Ｎｔ３５】，金属Ｂｉ
在该反应中有三个作用：金属活性组分、酸性改性和介孔材料孔道改性。然而，

如图５．５所示，在本实验中Ｂｉ．ＭＣＭ．４１却不能成功的将甘油定向氧化为ＤＨＡ。
Ｐｔ／Ｂｉ．ＭＣＭ．４１与Ｂｉ．Ｐｔ／ＭＣＭ．４１的主要区别是，前者Ｂｉ金属位于分子筛骨架内，

而后者Ｂｉ位于催化剂表面，由此看来，只有Ｂｉ金属在催化剂的表面才可以行之
有效的将甘油定向转化为ＤＨＡ。
５．５．３金属铋的作用

如图５．５所示，催化剂表面上的Ｂｉ是将甘油定向转化为ＤＨＡ必要的条件，
又考虑到介孔材料（ＭＣＭ．４１和活性炭）可以有效的吸附甘油使之可以进一步吸附
至金属表面，为化学反应的发生提供前提。因此，我们认为，当采用介孔材料作
为该反应的催化剂载体时，载体的效应可以忽略。于是本章实验中所采用的双金
属负载型催化剂可以简化为仅由两种金属构成的催化剂。本小结所讨论的内容均
在这一简化基础上进行。
①双金属晶体结构优化
本课题组之前的实验工作以及文献中的报道均指向一个事实，在Ｂｉ和Ｐｔ形
成合金的过程中，Ｂｉ总是趋向于表面，以至于几乎全部的Ｂｉ均位于Ｐｔ的表面、

而没有嵌入Ｐｔ的金属主体中。为此我们采用原子数目之比Ｐｔ：Ｂｉ＝３：１的比例分别
用五层的２ｘ２晶胞和３ｘ３晶胞进行结构优化，利用粒子群算法求得可能的全局
最稳定结构。

对于五层的２ｘ２晶胞来说，总原子数目为２０个，其中Ｐｔ原子１５个，Ｂｉ原
子５个，所有的可能结构为大于１０，０００个，利用粒子群算法优化得到的最稳定
结构和与之能量接近的其他两个次稳定结构的初始状态依次为：（其中灰色代表
Ｐｔ原子，紫色代表Ｂｉ原子，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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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６粒子群优化２ｘ２晶胞得到最稳定三种结构的初态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６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ｘ２

ｕｎｉｔ

ｃｅｌｌ）ｂｙ ＰＳＯ

以图５－６所示的三种结构作为初态优化得到的三种末态的能量最低，其结构
见图５．７所示。

图５．７粒子群优化２ｘ２晶胞得到最稳定三种结构的末态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７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ｘ２ ｕｎｉｔ ｃｅｌｌ）ｂｙ ＰＳＯ

结合图５－６和图５．７可以看出，尽管各个优化的初态均以Ｐｔ的晶格为基础，
但末态所展示出的结构却与初态差别较大，其中最大的不同是：初态中的五层平
板在末态中展示为六层，其中表面的一层均为Ｂｉ原子，而没有ｎ原子。
对于五层的３ｘ３晶胞来说，总原子数目为４５个，其中ｎ原子３４个，Ｂｉ原子
１１个（实际原子数目比为３．０９，近似取为３），所有的可能结构为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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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一百亿）个，利用粒子群算法优化得到的最稳定结构和与之能量接
近的其他四个次稳定结构依次为：

毋≯ 一。；：［ 一

一

锅孺罴

蔡瑟潮

？钮镦≈翅警匿锶，．，

图５－８粒子群优化３ ｘ３晶胞得到最稳定三种结构的初态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８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３ ｘ３

尉？

ｒ

鹤秽

一

ｕｎｉｔ ｃｅｌｌ）ｂｙ ＰＳＯ

一

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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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９粒子群优化３ｘ３晶胞得到最稳定三种结构的末态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９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３ ｘ３ ｕｎｉｔ ｃｅｌｌ）ｂｙ ＰＳＯ

结合图５．８和图５－９可以看出，３ｘ３晶胞与２ｘ２晶胞类似，尽管各个优化的
初态均以Ｐｔ的晶格为基础，但末态所展示出的结构却与初态差别较大，其中最

大的不同是：初态中的五层平板在末态中展示为六层，其中表面的一层均为Ｂｉ
原子，而没有Ｐｔ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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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２ｘ２晶胞和３ｘ３晶胞的全局优化结果可以看出，Ｂｉ原子的确是更倾向于
Ｐｔ表面的，位于表面的Ｂｉ原子数目高达全部Ｂｉ原子数目的８０％以上。这一点与
实验结果是十分吻合的。
为了进一步简化Ｐｔ．Ｂｉ双金属的晶体模型，以利于过渡态的搜索和机理的解
释，由于绝大多数Ｂｉ金属均位于Ｐｔ金属的表面，这里采用仅有一个Ｂｉ的吸附
原子模型，Ｐｔ晶体仍然采用３ｘ３的晶胞。Ｂｉ原子在Ｐｔ（１１１）表面的吸附位共有四
种：ｆｃｃ（ｆａｃ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ｃｕｂｉｃ，面心立方），ｈｃｐ（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 ｃｌｏｓｅ－ｐａｃｋｅｄ，六方紧密堆
积１，ｔｏｐ和ｂｒｉｄｇｅ，这四种结构的俯视图和立面图见图５．１０，由ＶＡＳＰ计算的四

种吸附原子模型的能量见表５．５．

ｈｃｐ

ｂｒｉｄｇｅ

ｔｏｐ

图５－１０ Ｂｉ原子在Ｐｔ（１ １ １）表面四种吸附结构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１０ Ｆｏｕｒ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ｏｆＢｉ ａｄａｔｏｍ

ｏｎ

Ｐｔ（１ １ １）ｓｕｒｆａｃｅ

图５－１０所示的四种吸附位点中，ｆｃｃ和ｈｃｐ同属于中空位（Ｈｏｌｌｏｗ ｓｉｔｅｓ）

表５．５ ＶＡＳＰ计算的四种吸附原子模型的能量
Ｔａｂｌｅ ５—５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ａｄａｔｏ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ｂｙ ＶＡＳＰ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万方数据

吸附位名称

能量ｅＶ

ｆｃｃ

．２６６．４６

ｈｃｐ

．２６６．４２

ｔｏｐ

．２６５．１０

ｂｒｉｄｇｅ

．２６６．４２

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从表５．５可以看出，ｆｃｃ吸附位的能量是最低的，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ｂｒｉｄｇｅ
位与ｈｃｐ位的能量一致的原因是，ｂｒｉｄｇｅ位是极不稳定的，随着结构优化的进行，
ｂｒｉｄｇｅ逐渐移动，最后稳定在ｈｃｐ位。因此选用吸附在Ｐｔ表面ｆｅｅ位的吸附Ｂｉ
原子作为该双金属催化剂的理论晶体模型，该模型的结构见图５．１１。尽管该模型
中Ｐｔ和Ｂｉ的配比与实验投料及ＸＰＳ表征均存在一定差距，但考虑到实验由于
操作原因导致不可避免的物料损失以及表征中分析的误差因素，十分准确的原子
配比是十分难以达到的。该单Ｂｉ吸附原子模型不仅大大地简化了模型形式、节
省了计算时间，还可以很好地表达“Ｂｉ原子在Ｐｔ表面聚集”这一事实【６Ｊ。

图５．１１在Ｐｔ表面的吸附Ｂｉ原子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１１ Ａｄａｔｏｍ Ｂｉ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Ｐ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②基元反应势垒：动力学角度
数学模型是对现实问题的简化与反映，存在不断完善的问题，这个议题不可
以做出一般性解答。优秀的数学模型可以较好地简化实际问题而使其在不失真的
情况下较好的反应实际中所关注的问题。
为了利用密度泛函理论解释金属Ｂｉ在定向催化转化甘油生产ＤＨＡ过程中
的作用，还需要做出如下假设。１）在Ｐｔ．Ｂｉ双金属的作用下甘油的转化只有两条
途径：端位被氧化和中间位被氧化，且每个反应均由依次进行的两步脱氢基元反
应完成；２）由于最终产物中几乎检测不到甘油醛，但却可以检测到甘油酸，因
此可以认为甘油经由端位氧化生产甘油醛后，很容易被继续氧化成为甘油酸，故
从甘油到甘油醛的氧化为生产甘油酸的速率控制步骤；３）虽然甘油醛和ＤＨＡ为
同分异构体，但不认为两者间存在异构化反应；４）忽略该体系内的其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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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假设前提下，根据不同的脱氢顺序，由甘油生成ＤＨＡ的反应路径可
能有两条：

甘油一一中间位碳脱氢一一中间位氧脱氢（ＧＬＹ

ｍＣＨ ｍＯＨ）

甘油一一中间位氧脱氢一一中间位碳脱氢（ＧＬＹ

ｍＯＨ ＩＮＣＨ）

类似的，由甘油生成甘油醛的反应路径也可能有两条：
甘油一一端位碳脱氢一一端位氧脱氢（ＧＬＹ

ｔＣＨ

甘油一一端位氧脱氢一一端位碳脱氢（ＧＬＹ

ｔＯＨ

上述四条反应路径中的每一条均包含两个脱氢基元反应，为了比较Ｐｔ与Ｐｔ．Ｂｉ

两种催化剂以揭示Ｂｉ的作用，需要分别在两种催化剂上计算上述８个基元反应，
共需要计算以下１６个基元反应：
Ｐｔ金属表面：
ＰＬ ｍＣＨ，Ｐｔ—ｍＣＨ—ｍＯＨ
Ｐｔ＿ｍＯＨ，Ｐｔ—ｍＯＨ—ｍＣＨ
Ｐｔ＿ｔＣＨ，Ｐｔ—ｔＣＨ—ｔＯＨ
Ｐｔ＿ｔＯＨ，Ｐｔ—ｔＯＨ—ｔＣＨ

Ｐｔ．Ｂｉ金属表面：
Ｂｉ＿ｍＣＨ，Ｐｔ—ｍＣＨ—ｍＯＨ
Ｂｉ＿ｍＯＨ，Ｐｔ—ｍＯＨ—ｍＣＨ
Ｂｉ＿ｔＣＨ，Ｐｔ—ｔＣＨ—ｔＯＨ
Ｂｉ＿ｔＯＨ，Ｐｔ—ｔＯＨ—ｔＣＨ

上述１６个反应中，Ｐｔ ｍＣＨ表示Ｐｔ表面发生的甘油中间碳原子上的脱氢基
元反应，Ｐｔ ｍＣＨ ｍＯＨ表示Ｐｔ表面发生甘油中间碳原子上的脱氢基元反应后，

所发生的甘油中间氧原子上的脱氢反应。以Ｂｉ开头的编号表明所计算的催化剂
为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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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６由ＤＦＴ计算所得的各个基元反应势垒
Ｔａｂｌｅ ５－６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ｂｙ ＤＦ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母ｔｈｉｓ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ｇｏ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ＣＨ＿ｍＯＨ．Ｉｔ ｇｏｓ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ＣＨ＿ｔＣＨｐａｔｈｗａｙ，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ｆｏｒｍ ＤＨＡ

ｏｒ

ＧＬＡ。

从表５－６可以看出，在Ｐｔ金属表面的四条可能反应路径中，Ｐｔ
最易发生的，ＧＬＡ（甘油醛）是最易得到的产物。而Ｐｔ

ｔＣＨ

两条反应路径中第一基元步骤的势垒较高，很难发生；Ｐｔ

ｔＯＨ和Ｐｔ
ｍＣＨ

ｔＯＨ

ｔＣＨ是

ｍＯＨ ｍＣＨ

ｍＯＨ反应路径

中虽然第一基元步骤的势垒略低，但其第二基元步骤的势垒却很高，也不是易于
发生的反应路径。
在Ｐｔ．Ｂｉ金属表面的四条可能反应路径中，Ｂｉ ｍＯＨ ｍＣＨ是最易发生的，
ＤＨＡ是最易得到的产物。Ｂｉ ｍＣＨ ｍＯＨ反应路径中，第一步基元反应势垒很高，
且无法形成稳定的Ｂｉ ｍＣＨ产物，其稳定的产物为中间碳和端位碳各自脱一个
氢原子，该路径无法发生第二步基元反应，故表５－６中没有给出其活化能。
Ｂｉ ｔＣＨ

ｔＯＨ与Ｂｉ

ｔＯＨ

ｔＣＨ两条反应路径的第一步基元反应势垒均较高，均不

是易于发生的反应。
③电子排斥与空间位阻效应：热力学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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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由ＤＦＴ计算所得的两种催化剂上各个基元反应势垒从动力学的角度解
释了位于Ｐｔ表面的Ｂｉ催化剂将甘油定向地氧化为ＤＨＡ的原因。此外，从热力
学的角度也可以做出相应解释。Ｐｔ与Ｐｔ．Ｂｉ两种催化剂表面上各自均可能发生经
由四条不同反应路径的基元反应，每一条路径均对应一种甘油的吸附初态，有的
初态结构十分接近，有的初态结构却大相径庭。根据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能量最低
原理，我们认为其他所有的能量高的初态均由能量最低的初态经过扩散与分子异
构化等过程变换而来。图５．１２即为吸附态甘油在两种催化剂表面的最稳定结构。

鼽。

Ｈ

暑

ｏ
（１

Ｐｔ

９√
图５－１２吸附态甘油在两种催化剂表面的最稳定结构（ａ）Ｐｔ和（ｂ）Ｐｔ．Ｂｉ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１ 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ｎ（ａ）Ｐｔ ａｎｄ（ｂ）Ｐｔ—Ｂｉ

由图５．１２可以看出，甘油以形成端位羟基０．Ｐｔ的形式吸附于Ｐｔ表面，０．Ｐｔ
键长为２．３５ Ａ，这可以促进端位羟基内Ｏ．Ｈ键的断裂以及端位碳上Ｃ．Ｈ键的断
裂，从而生成端位氧化产物甘油醛，并进一步生成实验中检测到的甘油酸。尽管
此吸附态中甘油中间碳的位置也很有利于Ｃ．Ｈ键的端裂，但中间位羟基上的Ｈ
原子由于距离Ｐｔ表面较远而需要较高的活化能才能发生。这一热力学解释与表
５－６中Ｐｔ

ｍＣＨ

ｍＯＨ反应路径的动力学数据是吻合的。

与Ｐｔ形成对比的是，在Ｐｔ．Ｂｉ表面，由于Ｂｉ原子的空间位阻作用与排电子
效应，甘油一般只能以较远的距离吸附于催化剂表面，图５．１２所示的结构中，
仅有甘油分子内中间位的羟基可以与Ｐｔ形成Ｈ．Ｐｔ键，Ｈ．Ｐｔ键键长为２．６３ Ａ，
这一稳定的结构十分有利于中间碳上羟基中Ｏ．Ｈ键和Ｃ．Ｈ键的断裂，从而形成
中间位脱氢产物ＤＨＡ，这一热力学解释与表５．６中Ｂｉ

ｍＯＨ

ｍＣＨ反应路径的动

力学数据是吻合的。
５．５．４微观动力学模型
当甘油吸附在ｎ．Ｂｉ双金属催化剂表面后，如５．５．３节所述，并考虑氧气的
分解以及与所脱的氢原子形成水的反应，甘油将发生如图５．１３所示的两组平行
反应。除甘油的吸附步骤（≠ｆ１）外，第一组反应由以下步骤组成：（撑２）甘油分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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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位羟基脱氢形成中间体Ｍｌ，（拌３）中间体Ｍｌ脱氢形成吸附态的ＤＨＡ，（＃４）
ＤＨＡ自催化剂表面脱附至流体主体中。与之类似的是，第二组反应由以下步骤
组成：（≠｝９）甘油分子中间位碳脱氢形成中间体Ｍ２，（撑１０）中间体Ｍｌ脱氢形成吸

附态的ＧＬＡ，（｝ｆ１１）ＧＬＡ自催化剂表面脱附至流体主体中。对于上述两组反应，
均发生以下步骤：（ｊｆ｜｝５）氧气分子解离吸附，（＃６）吸附态氧原子与所脱氢原子结合
吸附态ＯＨ，（拌７）吸附态氧原子与吸附态ＯＨ结合吸附态Ｈ２０，（拌８）吸附态Ｈ２０
自催化剂表面脱附至流体主体中。

Ｃ３Ｈ８０３

ｓ＼。古一。六≤
１『１

０．５０，

＼’Ｈ去＋Ｃ３Ｈ７０３去

６／

／ＯＨ＊

０．５０２

Ｃ３Ｈ７０３去＋Ｈ击．．／／

＼６

』３

Ｌ Ｈ古＋Ｃ３Ｈ６０３击

１０』

Ｃ３Ｈ６０３去＋Ｈ击√

７／

＼７
４

Ｈ２０女

８／
Ｈ２０

ＯＨ＼

１１

Ｈ２０去

，＿

’

、８

Ｃ３Ｈ６０３

Ｃ３Ｈ６０３

Ｈ２‘０

图５．１３甘油在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表面的反应路径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１ ３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基于图５．１３所述反应路径建立如下的微观动力学模型。总体反应可以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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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Ｃａｌｌ８０３＋Ｌ．０２专Ｃ３Ｈ６０３＋Ｈ２０
（５－８）

其中，

Ｃ３Ｈ６０３系指ＤＨＡ或ＧＬＡ。图５．１３所述的各个基元步骤可以写为如下

责程：０符号说明：Ｒ：甘油：Ｄ：ＤＨＡ（１．３．二羟基丙酗：Ｇ：ＧＬＡ（甘油醋：ＭＩ：ｔ／
油税氢后生产ＤＨＡ裁的中间体ｌ Ｍ２．甘油脱氢后生产ＧＬＡ韵的中间体：Ｈ：ｈ氢

原子：ｏ：氧原子：ＯＨ：羟基：Ｈ２０．＂水：）

（１）Ｒ＋木串对，ｑ＝耳Ｇ矿一ｋ；Ｏｌ，
（２）Ｒ＋＋＋＃等±Ｍ。＋＋Ｈ｝，

ｒ２＝譬幺目＋一巧∈

（５—１０）

（５－９）

（９）对＋＋孛Ｍｚ＋＋Ｈ＋，ｒ９
（５—１１）

（３）Ｍ。÷＋＋《≥Ｄ¨Ｈ·，ｒ３＝毛＋ｏＭｏ‘一ｋ

（１０）Ｍ２＋＋＋孛Ｇ＋＋Ｈ‘，ｌｏ＝≮；只＾口‘一＾

（５—１２）

ｒ５—１３）

如

‘

ｘａｏ

（４）Ｄ木《≥Ｄ＋母，ｒ４＝ｋ４００—ｋ４ｃ

（１１）Ｇ木Ｆ≥Ｇ＋奉，

（５—１４）

（５—１５）

ｈ

：１．２１

ｑ。＝砧铭一％（

畅１

（５）圭ｏ：＋木半。水，％＝ｋ；０．。５，０·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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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归｝＋ｏ木＃警ｏＨ木＋幸，

ｒ６＝砖铭铭一ｋ；Ｏｏ，，Ｏ＋（５－１７）

（７）ＯＨ木＋Ｈ木石争Ｈ：ｏ木＋水，

（８）Ｈ：ｏ水Ｆ竽Ｈ：ｏ＋书，

定义Ｋ＝秘¨１）．

ｒ７＝碍％铭一巧％。矿（５－１８）

ｒ８＝砖铭：。一《Ｃ日：。矿（５－１９）

ｆ５－２０）

以前面ＤＦＴ所计算的基元反应势垒为依据基元步骤，将基元步骤撑２和样９作
为速率控制步骤，其他的吸附、反应和脱附过程均认为达到拟平衡状态。该微
观反应模型建立在均匀吸附假设的基础上，吸附质和吸附质之间的作用忽略不计，

反应速率与催化剂表面的空白覆盖度成正比，空白覆盖度由求解上述联立方程所
确定：

ｉ氯赢了磊雨ｊ＋扣扣姊酬（去卜扣＋Ｃｎ２。Ｉ。５＋·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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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基元步骤≠｝２和｝｝９的速率表达式为

ｂ＝ｇ＆臼＋一每９％铭＝（ｋ；ｒ，ｃ．－ｋ；ｊ云：乏‰］口”＝砖Ｋ［Ｇ—ｊｉ ｉ ｉ＝：差≥主量凝］口屹
（５－２２）

化学反应的能量变化和各物质的吸附能、脱附能均由考虑零点能校正和熵校正的

ＤＦＴ所计算的能量确定。化学平衡常数、吸附与脱附平衡常数和速率常数由过
渡态理论计算确定。

肚唧（＿筹］小舾ｐ（－耕４＝等地州３ｓ—

ｐ２３，

以下为模型中所用的其他常数：

反应物体积Ｖ＝１７５ｘ１０‘６ｍ３；反应温度Ｔ＝３４３Ｋ；催化剂质量ｍＣ＝５ｘｌＯ。ｋｇ；金
属分散度：ｄ＝２２％（来自化学吸附仪）；金属负载量：ｌ＝３％；Ｐｔ分子量：
Ｍ＝１９５．０８４ｋｇ／ｋｍｏｌ；阿伏伽德罗常数Ⅳｄ＝６．０２２ｘ１０２６ａｔｏｍ／ｋｍｏｌ；总活性Ｐｔ的
ｋｍｏｌ

数：

Ｎ＝ｍｄｌ／Ｍ＝１．５４ｘ１０’７ｋｍｏｌ：

催化剂活性位点

ｎ＝Ⅳ。ｍｄｌ／Ｍ＝９．２６×１０１９。以反应物甘油、产物ＤＨＡ和产物ＧＬＡ为基准的速率
方程可以表达为：

ＶｄＣＲ：Ｎ（－ｒ２－ｒｇ），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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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Ｃ；－ｏ：Ｍ，
ｄｔ

ｆ５—２５）

ＶｄＣ，。Ｇ：Ｍ，
ｄｔ

（５－２６）

Ｖ

‘

Ｊ

上述方程中的初值条件为：Ｇ＝１．０ｋｍｏｌ／ｍ３，ＣＤ＝Ｏ．Ｏｋｍｏｌ／ｍ３，ＣＧ＝Ｏ．Ｏｋｍｏｌ／ｍ３．
微观动力学数据由数值联立求解上述方程得到，其中除了由化学吸附仪测定的金
属分散度之外，其他所有参数均来自理论计算，而没有经过任何实验数据的拟
合与回归，因此该微观动力学模型属于纯理论预测模型。该理论预测模型与实验
数据的比较如图５．１４。

耋引００－◆一１
Ｒｅａ、’ｒ｜ｒ

ｒ，ｉｅ

Ｒ。，ｄ’ｉ、·ｆ∽ｏ

ｈｔ

ｈ

图５．１４．微观动力学理论预测模型与实验数据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 ５－１４ Ｍｉｃｒ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由图５．１４可以看出，基于ＤＦＴ的理论预测模型可以较好的反映出Ｐｔ与Ｐｔ－Ｂｉ
两种催化剂催化转化甘油所生成产物的倾向：Ｐｔ倾向将甘油转化为甘油醛，而
Ｐｔ．Ｂｉ侧重将甘油转化为ＤＨＡ。Ｐｔ催化表面发生的化学反应速率可以很好的以理
论模型预测，尽管对于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反应速率预测的准确程度不尽如人
意，但仍然可以较好地表现出ＧＬＡ与ＤＨＡ各自的生成趋势。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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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本章小结
本章采用实验与理论计算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在实验中设计、合成、表征并
测试若干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在排除内外扩散的条件下，测定了甘油选择性氧
化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在理论计算中优化了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的结构、计
算了各个基元表面反应的势垒并获得了微观动力学模型与参数；最后通过化学吸
附和催化基元反应的分子转换频率（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将实验和理论各自获

得的动力学联系起来。研究表明，双金属催化剂催化生物柴油副产甘油选择性氧
化制备１，３．二羟基丙酮的原因为：金属Ｐｔ表面的Ｂｉ金属阻碍了甘油端位羟基的

氧化，而由于Ｂｉ的位阻效应与电子效应，该双金属催化剂却可以定向地催化甘
油转化为１，３．二羟基丙酮；通过理论计算建立的微观动力学模型与实验动力学数
据的反应趋势吻合良好。本章所采用的理论计算与实验相结合的催化研究方法，
对其他催化领域中催化剂设计、机理研究和微观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均具有一定的
借鉴意义。

符号含义
ＢＥ：吸附能，ｅＶ
Ｅａｄ：吸附分子的能量，ｅＶ
Ｅ。ｌａｂ：

催化剂的能量，ｅＶ；

Ｅ鼬ｌａｂ：吸附有分子的催化剂能量，ｅＶ：
Ｅ。：

指定反应的势垒，ｅＶ；

ＥＴｓ：

过渡态的能量，ｅＶ：

ＥＩｓ：

初始状态的能量，ｅＶ；

ｒｉ

基元反应速率，Ｓ。；．

：

Ｋｉ：

基元反应ｉ的平衡常数，无量纲；

Ｃｉ：

组分ｉ的浓度，ｋｍｏｌ／ｍ３；

ｋＢ：

玻尔兹曼常数，Ｊ／Ｋ；

ＮＡ：

阿伏伽德罗常数，１／ｋｍｏｌ；

Ｔ

反应温度，Ｋ；

：

Ｍ：

Ｐｔ的相对原子质量，ｋｇ／ｋｍｏｌ；

１

Ｐｔ的负载量，无量纲；

：

Ｖ：

反应物体积，ｍ３；

ｍ。：

催化剂质量，蚝；
：Ｐｔ的金属分散度，无量纲。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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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ｍ．Ｕｓ．１９８１；８５（１５）：２２３８．２２４３．

ＱＺ．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ｉｎｇ
ＭＣＭ．４１／ＺＳＭ．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Ｊ１．Ｊ Ｐｈｙｓ Ｃｈｅｍ Ｂ．Ａｐｒ ６ ２０００；１０４（１３）：２８１７．２８２３．
Ｍｅｄｆｏｒｄ ＡＪ，Ｌａｕｓｃｈｅ ＡＣ，Ａｂｉｌｄ．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Ｆ＇ｅｔ ａ１．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３５１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Ｇａｓ

Ｄｅｎｇ Ｐ，Ｘｕ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２０１４；５７（１．４１：１３５．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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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６．１结论
①采用微型固定床反应器研究基于固体碱催化的酯交换反应制备生物柴油
工艺，在排除液．液、液．固内扩散和液．固外扩散三个传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获
得酯交换反应的本征动力学数据并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揭示了发生在固体催化

剂表面的酯交换反应机理。研究表明：Ｅｌｅｙ埘ｄｅａｌ吸附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微
型反应器内部的动力学情况，甘油三酯与甲醇的第一步酯交换作用是速率控制步
骤。该本征动力学模型为固定床固体碱催化制备生物柴油的工业化奠定理论和模
型基础。

②开发具有良好机械强度的成型催化剂，设计中试固定床反应器及其自动化
装置，在该装置中评价成型催化剂的各项性能，并对该中试固定床反应器进行考

虑本征动力学与传质因素的宏观数学建模。研究表明，所制备的成型催化剂对于
植物油酯交换制备生物柴油具有较长的寿命与催化活性；所建立的宏观动力学、
反应器模型可以较好地描绘反应器内部的传质与反应偶联现象，模型计算数据与
实验所得数据吻合良好；所搭建的中试生物柴油装置对进一步放大该工艺技术具
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③开发出适用于各种生物柴油副产粗甘油精制的通用分离方法，以来自生物
柴油工厂的两种粗甘油为研究对象，从实验探索出发，以过程建模为研究手段，
在实验精制生物柴油副产甘油的基础上，对该多级分离过程进行数学建模，建模
结果可以较好地描述实验现象，所开发的通用粗甘油精制流程具有一定的工业应
用价值。
④采用实验与理论计算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在实验中设计、合成、表征并测
试若干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在排除内外扩散的条件下，测定了反应的本征动力

学数据；在理论计算中优化了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的结构、计算了各个基元表面
反应的势垒并获得了微观动力学模型与参数；最后通过化学吸附和催化基元反应
的分子转换频率（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将实验和理论各自获得的动力学联系起

来。研究表明，双金属催化剂催化生物柴油副产甘油选择性氧化制备１，３．二羟基
丙酮的原因为：金属Ｒ表面的Ｂｉ金属阻碍了甘油端位羟基的氧化，而由于Ｂｉ
的位阻效应与电子效应，该Ｐｔ．Ｂｉ双金属催化剂却可以定向地催化甘油转化为１，３．
二羟基丙酮；通过理论计算建立的微观动力学模型与实验动力学数据的反应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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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良好。本章所采用的理论计算与实验相结合的催化研究方法，对其他催化领
域中催化剂设计、机理研究和微观动力学模型的建立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６．２展望
以上百余页报告系本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成果汇总。然而，学术是永无

止境的，几年来对催化过程的研究也只是是我对其初窥门径而已，诸多细节仍有
待进一步完善。以我个人观点来看，在以实验和数学建模相结合的手段研究催化
之领域，仍有以下关于标准化的两点建议尚有待我等后辈努力研究。
①建立基于实验测试与理论测试相结合的标准催化剂初始筛选流程。前者的
难点在于，实践中常常有过多甚至不可知的因素影响实验检测结果，这大大增加
结果的不确定性；后者的难度在于，不同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不尽相同，模型难
以取舍。标准流程的意义在于，明确实验中的非关键影响因素与计算中的模型选
择效应，使催化剂的初始筛选通过实验与理论计算两条独立的渠道分别进行。
②建立标准化的宏观动力学研究方法。在筛选出优秀催化剂、获得微观动力
学（本征动力学）数据的基础上，传质因素的研究成为重点。然后，针对不同物
系、甚至同种物系的不同条件，传递因素的研究方法与模型常常大相径庭。为此，
应建立基于单组分、二元组分以及多元组分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数据库，并在此基
础上对传递因素分门别类、取舍有序，最后形成涵盖考虑微观动力学（本征动力
学）与传递因素的标准化的宏观动力学研究方法。
此外，反应器开发的标准化方法已经在多年前建立起来，基于上述三种标准
化开发方法，可以形成一整套标准化的催化过程开发方案。
筚路蓝缕，以开山林，以启后人。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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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章所用的进料速度对转化率的影响、催化剂粒径对转化率的影响、接
触时间对反应转化率的影响和温度对转化率的影响等数据为本文作者和同一课
题组同事高李璨博士共同完成，现摘自两人共同署名的学术论文与高李璨博士的
博士论文：

兰一 茎 荔一

学一

皿罡

∞
ｇ；
｛ｌ；
舛
乾
∞
８８

８６

８４

Ｆｅｅｄ ｒａｔｅ（ｍＩ，ｍｌｎ）

图Ｆ１．１进料速度对转化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Ｆ １－１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Ｓ．ｆｅｅｄ ｓ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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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９５

９０

零

８５

Ｃ
ｏ

ｉ２
∞
＞
Ｃ
ｏ

０

８０

７５

７０

６５

２０

４０

６０

８０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００

ｓｉｚｅ（ｍｅｓｈ）

图Ｆ１．２催化剂粒径对转化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Ｆ Ｉ一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Ｓ．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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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零
Ｃ
ｏ
∞

每４０
＞
Ｃ
ｏ

ｏ

０

０

的００

２０００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６０００

ｔｉｍｅ，Ｗ／Ｆ００（ｍｉｎ ｇ ｍｏｌ。１）

图Ｆ１．３接触时间对反应转化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Ｆ １－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Ｓ．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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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９０

８０

７０

零

６０

Ｃ
ｏ

翌

５０

∞
＞

舌

４０

（）
３０

２０

１０

３１０

３１５

３２０

３２５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Ｋ）

图Ｆ１．４温度对转化率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 Ｆ １—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Ｖ．Ｓ．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３４

万方数据

３３０

３３５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ＰｕｂＨ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ｚ埘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ｃｅｔｏｎｅ
ＡＩＣｈＥ

Ｚｈａｏ，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ｒｅｅｌｅｙ，Ｉａｎ Ｌｅｖｅｔｔ，ａｎｄ Ａｒｖｉｎｄ Ｖａｒｍａ，Ａ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ｖｉ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ｉ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Ｂｉｓｍｕｓｈ－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ｓ，ｕｎ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僻ｚ４９３，ＳＣＩ，ｔｏｐｊｏｕｒｎａｌ加ＣｈＥ）

·［２］．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Ｇｕｏｍｉｎ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ｏ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Ａｒｖｉｎｄ Ｖａｒｍａ，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ｒｕｄ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５２（３９），ＰＰ

１４２９１－１４２９６

·［３］—Ｙａｎｅ—Ｘｉａｏ，Ｌ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２．２０３，ＳＣＩ，ｏｎｅ ｏｆｔｏ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伽ＣｈＥ）

Ｇａｏ，Ｇｕｏｍｉｎ Ｘｉａｏ，Ｂａｏｓｏｎｇ Ｆｕ，ａｎｄ Ｌｅｉ Ｎｉｕ，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Ｂｅｎｃｈ－Ｓｃａｌｅ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ｉｎ 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２，５１（３７），ＰＰ １１８６０－１１８６５（ＩＦ＝２．２０３，ＳＣＩ，ｏｎｅ ｏｆｔｏ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ｓ锄ＣｈＥ）

·［４】—Ｙａｎｅ—Ｘｉａｏ，Ｌｉｊ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ｅｓｔ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Ｇａｏ，Ｇｕｏｍｉｎ

Ｘｉａｏ，Ｊｉａｎｈｕａ

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ｓｏｌｉｄ ｂａｓｅ ｉｎ

ａ

Ｌｖ，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 ｒｅａｃｔｏｒ，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０，２４，５８２９—５８３３．（ＩＦ＝２．８５３，ＳＣＩ）
Ｐａｔｅｎｔｓ

·［１］．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ａｎｄ

Ａｒｖｉｎｄ

Ｖａｒｍａ，Ｃｒｕｄｅ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ＵＳ Ｐａｔｅｎｔ

６１ ９０９５６０

．【２】肖国民，李浩扬，雠，高李璨，潘晓梅，板式泡罩催化精馏塔
．［３１肖国民，高李璨，徐积武，雠具有规整孔道的固体碱整体催化剂及制
．［４１肖国民，高李璨，鹾，徐积武，一种连续化生产生物柴油的方法
ＣＮ２０１３２０３９５２９８．１（己授权）

备方法ＣＮ ２０１．０１０５８９２２６．１（已授权）

ＣＮ２０１０１０５８９２２２．３（已授权）

．【５】５肖国民，高李璨，徐威，徐积武，鹾，一种碱性催化膜及其制备方法，
ＣＮ２０１１１０３５０５１３．１（己授权）

．【６】刘准，肖国民，雠曹惠庆，连续化生产电子级丙二醇甲醚醋酸酯的装
．【７】刘准，肖国民，雠，曹惠庆，电子级丙二醇甲醚连续化生产装置，
．【８】肖国民，雠高李璨，李浩扬，潘晓梅，一种生物柴油的催化精馏生产
置Ｃ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０４４７．２（已授权）

ＣＮ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０４４９．１（己授权）

方法ＣＮ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８３１４．４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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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肖国民，李浩扬，鹾，高李璨，潘晓梅，一种板式泡罩催化精馏塔及生
物柴油催化精馏生产方法ＣＮ２０１３１０２７８３８９．１

·ｆ１０】肖国民，徐威，高李璩，姜枫，雠一种无需涂层的固体碱陶瓷催化膜
·【１１】肖国民，徐威，高李璩，雠利用固定床催化膜反应器制备生物柴油的
及其制备方法ＣＮ２０１２１０４２２７４０．５

方法ＣＮ２０１２１０１７３４２４．９

·【１２】肖国民，高李璨，徐积武，徐威，雠，一种酸性催化膜及其制备方法
ＣＮ２０１１１０３４９９１６．４

·ｆ１３】刘准，肖国民，雠曹惠庆，一种连续化生产电子级丙二醇甲醚醋酸酯
·【１４】刘准，肖国民，雠曹惠庆，一种连续化生产电子级丙二醇甲醚的方法
的方法ＣＮ２０１２１００７０４６８．９

ＣＮ２０１２１００７０４６７．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Ｇｕｏｍｉｎ
Ｇｌｙｃｅｒｏｌ

Ｘｉａｏ，Ａｒｖｉｎｄ Ｖａｒｍａ，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ｒｕｄｅ

Ｆｒｏｍ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ｅｄ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Ｂｉｏｄｉｅｓ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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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在此我由衷地感谢所有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给予我帮助与批评的家人、老师、同学和朋友。
父母生我养我二十年，至谢；不肖子远走他乡、不能膝前尽孝己近十年，至
歉。在国内时，未婚妻周一丹同志与我相守，来美国后，她亦与我隔海相望，山
有木兮木有枝。东南大学肖国民老师为人忠厚，治具毕张，登崇唆良，对我来说

亦师亦父，他投身化学工程实践多年，经验丰富，又推荐我赴美游学，不胜感激。
普度大学Ａｒｖｉｎｄ Ｖａｒｍａ教授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为当代反应器
建模之巨擘，我登其堂而未入其室，于兹两年矣，亦甚幸哉。普度大学Ｊｅｆｆｅｒｙ
Ｇｒｅｅｌｅｙ老师沉浸酿郁，含英咀华，师出名门，深谙计算催化之道，偶得赐教，
受益匪浅。

由衷感谢我的师姐东南大学高李璨老师／博士两年间对我实验方面的指导，
由衷感谢我的师兄普度大学赵志坚博士（Ｄｒ．Ｚｈｉ－ｊｉａｎ Ｚｈａｏ）对我在计算催化领域
的指导。另外，也同样感谢东南大学的吕建华博士、符宝嵩博士、王恋博士、牛

磊博士、姜枫博士、其他众师兄弟和普度大学高丹妮（Ｄａｎｎｉ Ｇａｏ）、Ｇｒｅｇｅｒｙ Ｈｏｎｄａ
在日常的科研与工作中与我进行的讨论与帮助。
老子日：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孔子日：君子不器。那么，我们年轻人究竟
应该成器还是不器呢？原来，《易经》中所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只是为了不囿于既成：道非道，是名道；器非器，是名器一一化而裁之谓之
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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