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9 卷 第 10 期
2016 年 10 月

核
技
术
NUCLEAR TECHNIQUES

Vol.39, No.10
October 2016

反应条件下在线表征装置的研制
武 浩 1,2,3

杨 永 2,1 李沛豪 2

刘泽邦 2

1（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2（上海科技大学
3（中国科学院大学

摘要

罗 阳2

范明慧 2

上海 201210）

上海 201210）
北京 100049）

多相催化在能源工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对催化机理的深度认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多数情况下，能

够在反应条件下快速得到催化剂的评价和反应动力学相关信息对相关研究是极为理想的。本文介绍了最新研制
的一种面向催化剂真实反应条件下具有高度操作灵活性的在线表征微反应装置，能提供液氮温区到 500 ºC 的
准确控温，实现在真实催化反应条件（常压或高压）质谱在线表征。利用新装置在低温下灵活升温控制的功能，
对 CO 预先还原的 Au/TiO2 催化剂在‒150 ºC 初始条件下完成了程序升温脱附试验。以此为例，新装置在低温
区的动态温控功结合高压条件可以对相关反应提供重要测试表征，是催化常压和高压表征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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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ovel apparatus for operando rapid characterization on real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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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rrent energy industry, which demands

a deep insight of the catalysis mechanism. In most catalyst related studies, online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that can
yield fast evaluation results and kinetics information under industrial reaction conditions are always desired. Purpose:
A novel apparatus for operando catalytic characterization with high flexibility of controlling reaction conditions is
introduced. Methods: It performs accurate temperature control from liquid nitrogen region to ~500 ºC and allows
mass spectroscopy (MS) online characterization from atmosphere to high pressure. Results: The apparatus is applied
for a temperature programmed desorption (TPD) staring from ‒150 ºC on an Au/TiO2 catalyst CO pre-adsorbed
surfac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tup performs temperature control with good flexibility at low temperature.
Conclusion: The apparatus combines features of both wide range temperature controlling and high sensitivity
characterization under pressurized conditions, which makes it a powerful tool for understanding catalysis behavior
under ambient or high pressure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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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相催化在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地位显著。该过
程贡献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0%左右。多维度的
表征分析手段是我们从事多相催化研究的利器。理
想的催化表面分析工作应当能建立表界面结构影响
活性和选择性的内在关系，进而设计实际催化剂[1]。
由于温度与压力等真实反应条件对表征的制约，存
在“材料鸿沟、压力鸿沟”[2]，是多相催化的基础
研究与产业应用直接相关的主要问题。近年来多相
催化领域[1,3‒4]针对在工业条件下进行实验室方法表
征，提出了相对“In situ”（原位）的“Operando”
（服役状态）概念。In situ 强调表征环境具有严格
的反应环境参数控制；Operando 在此基础上更强调
表征的过程中存在可观测的反应实际转化率 [5] 。
Operando 技术的发展使得表面催化研究更接近工
业反应条件。近些年，同步辐射原位表征手段层出
不穷，在推动理解催化机理、提高反应效率等方面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6]。然而在如何把同步辐射相
关的原位表征手段和其他辅助表征手段相结合方面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针对这一需求，我们开发了
以热化学催化过程为目的的 Operando 表征原型装
置。对装置的温控、压控、采样速度和反应器操作
进行了优化设计。该装置可以为同步辐射原位表征
完成预评价和筛选工作，也可以平行完成部分反应
动力学表征，并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改装增加光学窗
口界面，直接作为原位表征池应用在线站上[7]。
设计灵活模拟真实反应条件的表征平台，科学
地设计实验过程，可将暂态过程和非同位素稳态实
验的结果结合起来，在较大温度和压力范围快速完
成催化剂的在线评价和基本动力学测试。根据我们
近年的经验积累[5,8]，结合暂态[9]和稳态[4,10]两类实
验优势，可以缩小复杂表面-产物同步检测反应（包
括稳态同位素反应）实验的范围，为从原子和分子
层面上理解催化反应动力学寻找适合的切入点。
本文将介绍一种符合以上理念的模拟反应条件
在线表征催化的新型质谱反应装置。该装置可以在
液氮温区至 500 ºC 的温度范围、0.1‒2 MPa 或更高
的压力范围内模拟反应，并通过质谱在上述压力温
度区间以秒级时间分辨率和千万分之一灵敏度对反
应物和产物连续实时采样监控。特别是这一在线质
谱微反应装置可以与现有的同步辐射线站相连接而
形成一个原位多维度、多方法原位表征平台。本文
将对此装置的设计、性能及其对纳米 Au/TiO2、铜
粉催化剂的表征进行说明和讨论。

1
1.1

催化在线表征装置技术指标
‒160 ‒500 ºC 的实验温区

催化反应的研究涉及广泛的工作温区：动力学
基元步骤研究（如 CO 在 Au/TiO2 催化剂表面氧化
滴定[11‒12]）要求低温范围接近液氮温区；而模拟工
业 条 件 下 稳 态 反 应 （ 如 费 托 合 成 [13] ） 则 要 求
350‒500 ºC 甚至更高的温度范围。因此，对实验装
置的设计要求为灵活控制从‒160‒500 ºC 的温度区
域，并达到程控升温的精度要求。
1.2

工业条件压力下反应

催化有关的工业反应，均有一定压力要求，如
工业合成氨反应[14]、甲醇合成反应[15‒17]。甲醇合成
反应通常在 4‒6 MPa 下进行，该反应对气压指数依
赖系数约为 1.4[17]。若在常压下开展甲醇合成研究，
产物转化率将低于十万分之一。模拟工业条件，在
反应进行中的温度和压力下从事催化剂在线表征，
有助于更真实地表征催化反应与探索反应机理。
1.3

装置模块化、小型化与操作简便

依前所述，结合不同催化体系，装置需要灵活
迅速的完成暂态和稳态定制反应，因此应突出模块
化、小型化的要求。装载界面模块化：适合多种样
品体系切换，可根据反应条件环境（如氧化、还原、
腐蚀）轻松调整反应器材料。反应器尺寸小型化：
首先可以不改变装置材质保障高压装置可靠性；其
次，减少了死体积内气体吹扫，为动力学瞬态过程
研究提高时间分辨率；再次是有效控温。如前述反
应器在低温区需使用液氮降温，使用量与反应器总
质量成正比。而液氮无论在比热和气化热上都远小
于水。如使用市售最小型管式炉，加热及反应部分
一般在 10 kg 左右，即使热交换充分，至少需要
15‒20 L 液氮才能完成一次从室温开始的降温。考
虑通常液氮在制冷传输热交换不充分，往往一增压
罐约 50 L 液氮消耗完才能基本冷却 10 kg 的管式
炉，这对实验室操作来说是不现实的。
2
2.1

反应装置结构与技术要领
反应装置结构

2.1.1 反应系统
本文所描述的新型反应装置是与课题组开发的
在线红外质谱(Infrared spectra-Mass Spectra, IR-MS)
表征平台兼容的反应系统中的一种，与平台的质谱
探测装置对接，由课题组最近设计成功。装置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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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包括：管式微反应器和加热模块。附属部件包
括防氧化金属外壳、绝热非金属外壳、制冷及保护
气体回路等。
管式微反应器：结构示意图见图 1(a)、(b)，图
1 中 1、2、3、8 依次代表反应管活动插口、对照空
管活动插口、制冷管出入固定接口、热电偶活动插
口；4、5 分别代表管式炉结构体及缠绕在管式炉结
构体外的制冷盘管；6、7 代表防氧化金属外壳，绝
热非金属外壳；9、10 代表加热部件。管式微反应
器直径为 29 mm，总长 12 cm，突出反应器尺寸小
型化特点。结构体使用圆柱形金属块加工。由于不
锈钢耐高温，纯铜导热好，500 ºC 以上使用不锈钢，
频繁用于低温实验使用纯铜。微反应器中间部分提
供多个轴向直管插口。活动插口的设计突出装载界
面模块化特点，便于反应区材料和样品自由切换。
更换实验催化体系可通过在几分钟内切换反应炉管
实现。同时炉管材质能自由选用多种金属（铜、钛、
不锈钢）或玻璃（石英、硼化玻璃）
，腐蚀性反应环
境 选 用 耐 腐 蚀 金 属 如 哈 氏 合 金 (HASTELLOY
C-276)。反应炉管外径 6 mm。对照空管活动插口中
接入 3 mm 同材质对照炉管，其与反应炉管平行，
并在同一个加热控温区内。对照空管试验中一般不
填装催化剂，通过四通阀切换到质谱检测，即可方
便的扣除无催化剂时的反应本底背景，提高质谱评
价的精度和可靠性。主要针对极少量催化剂的评价
或产物中有质谱碎片重叠的情况。

积分微分(Proportion Integration Differentiation, PID)
控制方式，热电偶安装在前述管式炉结构微反应器
活动插口中，距离反应炉管和对照空管中央位置小
于 3 mm，共两支。一支为温控反馈热电偶；另一
支验证温度，也可提供过热保护开关的参考温度。
目前使用 K 型铠装热电偶和铂铠装热电阻，程控温
度范围从液氮温区到 1 100ºC，覆盖催化动力学研究
的全部温域。
制冷回路：依据需求切换使用液氮或制冷气体
（压缩空气/增压氮气），通过双球阀配合三通经由
前述盘管实现降温。直接制冷结束后排出的气体，
视使用温区具体情况通过循环回路引回金属外壳内
作为保护气体。制冷盘管简化为直管。
可开合的金属外壳和非金属材质透明外壳：用
于容纳和保护管式微反应器及加热部件，并减少空
气对流降低环境对反应的影响。
2.1.2 气路系统与采样系统
气路系统：气体成分与压力控制单元。上游气
体通过多个质量流量计(Mass Flow Controller, MFC)
精确配比定压的在线混气，背压阀调节压力，经图
1(c)左侧四通阀切换进入微反应器，实现反应表征
所需的暂态与稳态输入。由于气路以及微反应器采
用小截面管道，理论上无死体积，仅由于气体在管
道输运中的扩散会造成切换界面的有限混合。切换
时间最快小于 1 s。
高压反应质谱在线采样系统：通过放置在质谱
前的分子泵预抽毛细管，将反应气体引入质谱进行
分析，实现高压反应下的质谱采样，模拟工业条件。
依照炉管采用连接体系，气压范围即可以达到相应
材料体系要求。使用金属材质炉管时，依使用卡套
设计标准，反应器内部配合相应的背压阀最高则可
达 10 MPa 以上。
2.2

图 1 管式微反应器结构(a、b)和装置冷却气路(c)
Fig.1 Scheme of tube microreactor (a, b) and illustration
of cooling circuit (c).

加热部件模块：内径与微反应器外径相同，通
过接触式传热。根据使用时需要的加热功率、预热
时间长短等具体要求可采用电热丝、加热棒（图 1(a)
中 9）或热流道弹簧加热圈等加热。加热采用比例

反应装置技术要领

高效制冷的实现：微反应器结构体圆柱面做螺
旋凹槽处理，钎焊 6 mm 紫铜制冷盘管，可保证液
氮或制冷气体与装置核心部分充分的热交换，同时
紫铜盘管也可以将外部加热模块的热量均匀传递到
内部。经过测试，采用这种制冷结构，冷却总重约
1 kg 的 装 置 核 心 部 分 从 室 温 到 邻 近 液 氮 温 度
(‒196 ºC)，仅需 1 L 液氮，时间约 20 min，与超高
真空下的样品台制冷速度相当。整个制冷过程，制
冷管出口温度与反应区中心温度相差保持在 10 ºC
以内，热交换效率达 80%。一般的小型液氮增压罐
即可保证多次实验升降温过程的需求。
制冷尾气作为保护气体的利用：微反应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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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区大，裸露工作会造成装置在低温形成冷凝水，
高温表面被过度氧化。因此设计保护气体回路和外
壳结构，利用液氮或增压氮气制冷后的尾气作为反
应部的保护气体，如图 1(c)所示。制冷尾气回吹入
金属外壳内，保护其内部为无氧环境。加热模块、
微反应器连同金属外壳放置在有机玻璃罩内，阻止
吹扫后的氮气扩散，消除装置带电部分在低温时形
成流动冷凝水可能。
制冷回路制冷物质对金属外壳内吹扫可选择如
图 1(c)中所示的 A、B、C 路径。路径 A 直接吹扫：
制冷气体直接进入金属外壳，不对反应装置核心部
分降温，适用大于 250 ºC 高温控制状态。路径 B 尾
气通过散热器回收吹扫：制冷气体对反应装置核心
部分降温后，经装置非金属外壳外的散热片达到室
温后再引入金属外壳内，适用‒100‒300 ºC 的温度区
间。路径 C 尾气直接回收吹扫：制冷气体/液氮经过
反应装置核心部分后直接通过有机玻璃罩内部管路
引入金属外壳内，适用于‒196‒50 ºC 的温度区间。
跨以上温区控温需要适时切换制冷线路，也可以通
过安装气动阀门及温控开关自行设计自动制冷切换
互锁。
3

机理。但受实验条件的限制，该课题组并未能实现
气体产物的质谱采集，反应压力也非在常压下，因
此未提供表面 CO2/TiO2 为反应中间体的直接证据。

Fig.2

图 2 ‒165 ºC 程序升温时质谱时间-温度关系
Temperature control vs. time during heating process
from ‒165 ºC.

Fig.3

图 3 质谱对常压下氦气吹扫脉冲的响应
The response of the mass spectrometry to the helium
gas pulse at ambient pressure.

CO 预吸附低温 TPD 实验

反应装置在‒165‒45 ºC 下程序升温控温效果如
图 2 所示。最初 20 ºC 由于热传递效果不明显，控
温略有抖动。在‒130 ºC 以上温度-时间为良好线性
关系。质谱对监测区气流突变的信号响应见图 3。
实验中用氦气测漏吹枪改变毛细管附近的氦气成
分。吹枪流速经调节钢瓶减压阀降至最低，开启吹
枪后瞬间关闭。从图 3 中可见，质谱气体信号响应
曲线基本无时间间隔，上升沿的时间常数已在质谱
采样时间分辨率以内。因此反应装置在低温下升温
控制可靠，而且质谱仪对反应仪器核心部分的常压
高压区可以完成实在线采样。
课题组选择低温下 Au/TiO2 催化剂对 CO 的脱
附过程测试作为开展针对性研究的对象。
Green 等[11‒12]通过‒153 ºC 低温环境红外准原
位表征 CO 氧化过程。‒153 ºC 下，对已经 CO 吸附
饱和的 Au/TiO2 催化剂红外观察发现，CO 在 Au 与
TiO2 上都有吸附。保持‒153 ºC 条件，用分压为 133
Pa O2 吹扫预吸附 CO 饱和的 Au/TiO2 催化剂，红外
显示 CO/TiO2 吸收峰逐渐消失，CO2/TiO2 吸收峰逐
渐增强(2 341 cm−1)，显示 TiO2 位点上预吸附的 CO
被氧化。此过程中 CO/Au 的吸收峰强度基本不变。
以 上 结 果 结 合 密 度 泛 函 理 论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DFT)计算，提出 CO 在金钛体系双位点反应

课题组利用新型装置开展了相同体系的在线动
力学测试，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对低温下 CO 与金钛
体系相互作用作进一步的认识。实验中 Au/TiO2 催
化剂按照文献[10,18]方式合成，Au 8.0wt%，透射电子
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及
X 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ion, XRD)峰宽拟和均显
示平均粒径为 3.0 nm。仅以预先吸附 CO 的 Au/TiO2
催化剂的程序升温脱附(Temperature Programmed
Desorption, TPD)实验为例：将 100 mg Au/TiO2 催化
剂装入石英样品管，0.1 MPa 气压、200 ºC 预还原
处理后，在常压氦气吹扫保护下，降温至‒150 ºC。
从 0 ºC 至‒150 ºC 冷却时间为 15 min（前级冷却管
道充分预冷条件下）。‒150 ºC 下，催化剂在 3% CO
气氛还原，载气为氦气。氦气充分吹扫管道与反应
装置内多余的 CO 后，继续在氦气保护下程序升温，
升温速率为 10 ºC∙min‒1。通过质谱采集气体产物信
号，可得低温下 CO 程序升温脱附的信号(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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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得到相应转化率。重复以上步骤，逐步将气压增
加到 1.8 MPa。得到 CO2 转化率与气压的响应，如
图 5 所示。数据拟合结果表明，金属铜在低转化率
下反应速率的气压指数为 1.5，与之前在氧化物载体
上的结果[15,17]比较基本一致。这个实验证明装置在
高压下可以保持灵活的工作状态。
4

图 4 CO 预吸附的 Au/TiO2 催化剂 TPD 曲线
Fig.4 TPD signal of reduced Au/TiO2 catalyst.

与以上实验相似，在稳定控制温度气压的基础
上，结合高时间分辨的质谱采样，通过改变以上实
验过程的气流组分、温度变化等在线控制参数，该
装置可以完成对催化剂的化学比表面积、转化率、
反 转 频 率 等反 应 参 数的在 线 评 价 ，也 可 以 完成
TPD 、 程 序 升 温 还 原 (Temperature Programmed
Reduction, TPR) 、 程 序 升 温 氧 化 (Temperature
Programmed Oxidation, TPO)以及反应对温度依赖
的 Arrhenius 图等反应动力学的测试分析。因此可以
通过本装置，对类似上述 Au/TiO2 催化剂的实验条
件[11,12]进行模拟重复，并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更大的
动态温度范围。

结语

本文描述了一台新型催化研究在线表征反应装
置的研制和特点。该装置是课题组 Operando 催化研
究平台核心反应装置之一，直接为质谱提供采样，
特别为催化剂的在线表征设计。可在‒150‒500 ºC
的温度控温，并适应 0.1‒2 MPa 下的实验环境质谱
在线采样，结合气流控制，可完成多种催化剂在线
评价和动力学性能测试。装置通过模块化与小型化
设计，可轻松切换气路，改变探针分子，在几分钟
的时间内更换反应管与对照样品管，快速地执行不
同催化剂与不同探针反应的测试。通过装置在 CO
在 Au/TiO2 催化剂上的低温脱附等测试，体现了装
置在常压时‒150 ºC 的低温区热力学表征性能。此装
置既适合迅速完成催化剂的筛选优化，也随时可以
对特征样品完成进一步的动力学表征，为同平台上
的红外质谱反应器测试提供准备和补充，是通过在
线表面方法表征了解催化剂反应性能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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