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230343.1

(22)申请日 2018.10.2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43319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08

(73)专利权人 武汉大学

地址 430072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

武汉大学

(72)发明人 游志雄　吴鸿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2222

代理人 吴楚

(51)Int.Cl.

B01J 23/58(2006.01)

B01J 35/10(2006.01)

C07C 9/04(2006.01)

C07C 1/12(2006.01)

审查员 杨波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二氧化碳还原的钌基催化剂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二氧化碳还原的钌基

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以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

为载体，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表面负载活性成

分钌，其中，活性成分钌和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

盐质量比为0.5～8：100，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

的比表面积为0.5‑60m2/g。本发明制备方法简

单，通过简单的水热反应即可制备得到较大比表

面积的二氧化碳还原的Ru催化剂载体。得到的催

化剂催化活性高、安全性能高、稳定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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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钌基催化剂在二氧化碳甲烷化生产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以钙铝石或

钙铝石电子盐为载体，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表面负载活性成分钌，其中，活性成分钌和钙

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质量比为0.5~8：100，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的比表面积为0.5-60m2/

g；所述催化剂在反应温度为200-500℃，压力为0.1-5 .1MPa，反应的空速GHSV为1000-

1000000h-1的条件下使CO2和H2发生反应生成甲烷。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钌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将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载体分散在钌前驱体溶液中，搅拌后将溶液旋转蒸发至干，

将所得混合物在惰性气体氛围或真空下升温至100-300℃处理2-20h，使得钌前驱体转化成

Ru纳米颗粒，即得到上述钌基催化剂；其中，所得Ru纳米颗粒和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质量

比为0.5~8：100，所述的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载体的比表面积为0.5-60m2/g。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钌前驱体为Ru 3 (C O) 1 2、Ru

(CH3COCHCOCH3)3、Ru(CH3COO)3、Ru(NO)(NO3)3、RuCl3中的一种或几种。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钙铝石电子盐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

将钙铝石在惰性气体氛围或真空中于700-1000℃下处理2-25h，脱去钙铝石笼结构内

的羟基，然后在隔绝氧气和水分的环境中加入CaH2研磨均匀，然后将该混合物在600-1200

℃下，在惰性气体氛围或真空中反应2-25h即可得到电子盐，其中CaH2与钙铝石的质量比为

0-0.4：1。

5.如权利要求2或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钙铝石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将含钙

和铝的前驱体充分混合后于100-250℃水热处理2-24h，将得到的产物干燥后在300-1000℃

下煅烧2-24h即可得到钙铝石，其中Ca和Al的摩尔比为12：14。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钙和铝的前驱体为钙和铝的氧化物、氢

氧化物、硝酸盐、磷酸盐、卤化物、柠檬酸盐、醋酸盐、草酸盐、乙酰丙酮盐、醇化物中的一种

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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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二氧化碳还原的钌基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催化领域，涉及一种用于二氧化碳还原的负载于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

盐表面的钌基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与植被面积锐减造成环境中二氧化碳浓度不断增大，这造成

了诸如温室效应等诸多环境问题。而二氧化碳作为自然界中碳循环的基本组分，是一种廉

价易得的可更新的C1资源，可作为“能源物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业发展对化石能源的巨

大需求，因此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备受关注。其中，二氧化碳甲烷化作为二氧化碳循环利

用的一环被认为是有效且实用的技术之一。二氧化碳具有的热力学稳定性以及动力学惰性

使得二氧化碳的活化非常困难，因此开发促进二氧化碳活化与加氢反应的催化剂对于二氧

化碳资源化利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0003] 钙铝石12CaO·7Al2O3是一种Ca和Al以摩尔比为12：14结合的混合氧化物，其晶胞

由12个亚纳米笼组成，构成该笼的骨架带有正电荷，笼内部被游离O2-占据，其可被其它负离

子(如F-，Cl-，OH-，e-)取代，生成各种衍生物。当其笼内游离氧离子被e-取代即为钙铝石电子

盐，其电子传导特性良好，且在低温条件下，大气环境中可以稳定存在，因而可用做催化剂、

冷阴极电场电子发射等。然后，钙铝石及钙铝石电子盐至今仍未被用于二氧化碳甲烷化。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将钌负载于具有良好结构的钙铝石表面或钙铝石电子盐表面，制备出了催

化活性高的二氧化碳甲烷化的催化剂。

[0005]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具体如下：

[0006] 一种用于二氧化碳还原的钌基催化剂，以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为载体，钙铝石

或钙铝石电子盐表面负载活性成分钌，其中，活性成分钌和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质量比

为0.5～8：100，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的比表面积为0.5-60m2/g。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用于二氧化碳还原的钌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8] 将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载体分散在钌前驱体溶液中，搅拌后将溶液旋转蒸发至

干，将所得混合物置于石英管中，在惰性气体氛围，如，氩气或氮气或真空下升温至100-300

℃，处理2-20h，使得钌前驱体转化成Ru纳米颗粒，即得到上述钌基催化剂；其中，所得Ru纳

米颗粒和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质量比为0.5～8：100，所述的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载体

的比表面积为0.5-60m2/g。

[0009] 优选地，所述的钌前驱体为Ru3(CO)12、Ru(CH3COCHCOCH3)3、Ru(CH3COO)3、Ru(NO)

(NO3)3、RuCl3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0] 优选地，所述钙铝石电子盐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1] 将钙铝石在惰性气体(如氩气或氮气)或真空中于700-1000℃下处理2-25h(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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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地处理温度为800-900℃之间，处理时间10～15h)，脱去钙铝石笼结构内的羟基，然后

在隔绝氧气和水分的环境(如手套箱)中加入CaH2研磨均匀，然后将该混合物在600-1200℃

(更加优选地700-1000℃)下，在惰性气体氛围(如氩气或氮气)或真空中反应2-25h(更加优

选地10～15h)即可得到电子盐，其中CaH2与钙铝石的质量比为0-0.4：1。反应得到的样品经

过常规干燥手段(如晾干、烘干、冷冻干燥、真空干燥、旋转蒸发等)干燥即可。

[0012] 优选地，所述钙铝石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将含钙和铝的前驱体充分混合后于

100-250℃水热处理2-24h，将得到的产物干燥后在300-1000℃下煅烧2-24h(更加优选地，

煅烧温度为400-600℃之间，煅烧时间3-10h)即可得到钙铝石，其中Ca和Al的摩尔比为12：

14。

[0013] 优选地，所述钙和铝的前驱体为钙和铝的氧化物、氢氧化物、硝酸盐、磷酸盐、卤化

物、柠檬酸盐、醋酸盐、草酸盐、乙酰丙酮盐、醇化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钌基催化剂在二氧化碳甲烷化生产中的应用：采用上述的钌

基催化剂或者上述制备方法所得的钌基催化剂，在反应温度为：200-500℃，压力为：0.1-

5.1MPa，反应的空速(GHSV)为：1000-1000000h-1的条件下使CO2和H2发生反应生成甲烷。

[0015] 本发明的原理如下：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的存在对钌基催化剂的二氧化碳还原

具有促进作用。钙铝石笼内阴离子为OH-时有利于CO2的吸附，为e-时具有极强的供电子能

力，这均有利于CO2加氢活化反应。如果载体的结晶度过小，会降低二氧化碳的还原性能，同

时钙铝石的比表面积越大有利于提高金属钌颗粒在载体表面的分散度，从而更有利于二氧

化碳还原的进行。

[0016] 在钙铝石载体的制备过程中，煅烧时间太短，无法得到结构良好的钙铝石载体，反

应时间太长，会增加合成过程的能耗且使得钙铝石比表面积变小。

[0017] 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表面钌的负载率若低于0.5％，催化剂对二氧化碳还原的

催化作用不明显；若钌的负载率高于8％，会导致钌颗粒粒径太大，降低单位钌的催化效率。

[0018] 本发明利用上述所得催化剂，在一定的温度、压力和空速下，使CO2和H2发生反应生

成甲烷。反应的温度宜设置在200-500℃的范围之内。反应温度高于200℃，是为了保证钌催

化二氧化碳分子的活化速度足够快。另外反应温度设置在500℃以下是为了防止钌活性组

分的劣化以及钙铝石或钙铝石电子盐载体的烧结。二氧化碳还原反应的压力适宜设置在

0.1-5.1MPa的范围内。压力高于0.1MPa有利于反应平衡向甲烷生成的方向偏移。压力不高

于5.1MPa，可以节省因升压带来的能源消耗。二氧化碳还原反应的空速(GHSV)宜选择1000-

1000000h-1的范围之内。GHSV设置在1000h-1以上，可以有效避免生成的甲烷被分解成CO、CO2

和氢气。而GHSV设置在1000000h-1以下，可以节省用于循环未反应气体所消耗的能量。

[0019]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制备方法简单，通过简单的水热反应即可制备得到较大比表面积的二

氧化碳还原的Ru催化剂载体。

[0021] (2)本发明制备的催化剂催化活性高、安全性能高、稳定性较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施例1不同煅烧温度条件下所得钙铝石载体的XRD图谱；其中，a、b、c、d、e、

f分别表示煅烧温度400℃、500℃、600℃、700℃、800℃、900℃；◆表示Ca12Al14O33所在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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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CaO所在的峰；

[0023] 图2为实施例2不同还原温度条件下所得钙铝石电子盐载体的XRD图谱；其中，a、b、

c、d分别表示还原温度700℃、800℃、900℃、1000℃，◆表示Ca12Al14O33所在的峰；Δ表示Ca

(OH)2所在的峰；↓表示CaO所在的峰；

[0024] 图3为实施例1制备的催化剂的催化稳定性测试效果图；

[0025] 图4为实施例2制备的催化剂的催化稳定性测试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将借助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说明。这些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进行任何限定，凡是利用本发明说明书的内容和思想所做的等效结果或等效工艺变换，

或将其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领域，均同理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7] 实施例1：

[0028] (1)取16.0g  Ca(OH)2与19.7g  Al(OH)3于研钵内，加蒸馏水100mL研磨30分钟后加

入蒸馏水50mL。将研磨后样品倒入带搅拌的压热釜中，温度设置为150℃，反应6h，搅拌速度

为400r/min。

[0029] (2)将步骤(1)得到的样品旋蒸烘干后放入坩埚中，在400-900℃下煅烧5h，即可获

得钙铝石。图1为所得钙铝石载体的XRD图谱。

[0030] (3)取0.0432g十二羰基三钌(Ru3(CO)12)溶于10mL无水四氢呋喃中，待十二羰基三

钌溶解后加入0.9792g上步所得钙铝石载体，搅拌12h后旋转蒸发1h得到混合物。

[0031] (4)将上一步得到的混合物放入石英管中，在氩气氛围下以0.5℃/min的速度升温

至200℃，还原脱去羰基，还原时间为9-11h，得到钙铝石负载的钌基催化剂。

[0032] (5)将上步所得钙铝石负载的钌基催化剂造粒，取粒径范围在0.22-0.45微米的催

化剂0.1002-0.1010g，装入石英管中，进行催化活性测试和稳定性测试。

[0033] 催化活性测试采用内标法，使用惰性气体Ar作为内标物质，通过气相色谱测量反

应气体内成分含量计算二氧化碳的转化率与甲烷选择性。按气流速率比＝4:2向石英管内

通入还原气H2/Ar，H2:40mL/min，Ar:20mL/min，压力为0.1MPa，升温至300℃还原5h后改变气

体为反应气，即按气流速率比＝4:1:1通入H2/CO2/Ar，H2:40mL/min，CO2:10mL/min，Ar:

10mL/min，压力为0.1MPa，走程序升温曲线，到达每个测试的温度点，先等待30min，然后将

反应气通入气相色谱进行测量。

[0034] 所得钙铝石负载的钌基催化剂的二氧化碳的转化率与甲烷选择性如下表1和2所

示。

[0035] 稳定性测试采用内标法，采用步骤(2)中煅烧温度为500℃时，最终所得的催化剂

样品进行测试。使用惰性气体Ar作为内标物质，通过气相色谱测量反应气体内成分含量计

算二氧化碳的转化率。按气流速率比＝4:2向装有0.1010g步骤(5)所得催化剂颗粒的石英

管内通入还原气H2/Ar，H2:40mL/min，Ar:20mL/min，压力为0.1MPa，升温至300℃还原5h后改

变气体为反应气，即按气流速率比＝4:1:1通入H2/CO2/Ar，H2:40mL/min，CO2:10mL/min，Ar:

10mL/min，压力为0.1MPa，在300℃下进行72h的稳定性测试，每隔1-2小时将反应气通入气

相色谱进行测量。

[0036] 所得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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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表1不同煅烧温度制备的钙铝石负载Ru催化剂催化二氧化碳氢化的转化率(％)

[0038]

[0039] 表2不同煅烧温度制备的钙铝石负载Ru催化剂催化二氧化碳氢化为甲烷的选择性

(％)

[0040]

[0041]

[0042] 实施例2

[0043] (1)取实施例1步骤(2)中煅烧温度为600℃时得到的钙铝石于U形管中，5℃/min升

温至900℃，在氩气氛围下保持15h获得脱羟基后的钙铝石。

[0044] (2)在手套箱中取步骤(1)获得的钙铝石2.0002g于研钵中，加入0.6380g  CaH2研

磨均匀后放入U形管中，5℃/min升至700-1000℃，在氩气氛围下还原15h后得到钙铝石电子

盐。图2为所得钙铝石电子盐载体的XRD图谱。

[0045] (3)取0.0636g十二羰基三钌溶于10mL无水四氢呋喃中，待十二羰基三钌溶解后加

入0.9691g步骤(2)所得钙铝石电子盐载体，搅拌12h后旋转蒸发1h得到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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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4)将上一步得到的混合物放入石英管中，以0.5℃/min的速度升温至200℃，在氩

气氛围下还原脱去羰基，还原时间为9-11h，得到钙铝石电子盐负载的钌基催化剂。

[0047] (5)将步骤(2)所得钙铝石电子盐负载的钌基催化剂造粒，取粒径范围在0.22-

0.45微米的催化剂0.1002-0.1010g，装入石英管中，进行催化活性测试和稳定性测试。

[0048] 催化活性测试采用内标法，使用惰性气体Ar作为内标物质，通过气相色谱测量反

应气体内成分含量计算二氧化碳的转化率与甲烷选择性。按气流速率比＝4:2通入还原气

H2/Ar，H2:40mL/min，Ar:20mL/min，压力为0.1MPa，升温至300℃还原5h后改变气体为反应

气，即按气流速率比＝4:1:1通入H2/CO2/Ar，H2:40mL/min，CO2:10mL/min，Ar:10mL/min，压

力为0.1MPa，走程序升温曲线，到达每个测试的温度点，先等待30min，然后将反应气通入气

相色谱进行测量。所得钙铝石电子盐负载的钌基催化剂的二氧化碳的转化率与甲烷选择性

如下表3和4所示。

[0049] 稳定性测试采用内标法，采用步骤(2)中还原温度为900℃时，最终所得的催化剂

样品进行测试。使用惰性气体Ar作为内标物质，通过气相色谱测量反应气体内成分含量计

算二氧化碳的转化率。按气流速率比＝4:2向装有0.1010g步骤(5)所得催化剂颗粒的石英

管内通入还原气H2/Ar，H2:40mL/min，Ar:20mL/min，压力为0.1MPa，升温至300℃还原5h后改

变气体为反应气，即按气流速率比＝4:1:1通入H2/CO2/Ar，H2:40mL/min，CO2:10mL/min，Ar:

10mL/min，压力为0.1MPa，走程序升温曲线，升温至350℃下进行72h的稳定性测试，每隔1-2

小时将反应气通入气相色谱进行测量。

[0050] 所得稳定性测试结果如图4。

[0051] 表3不同还原温度制备钙铝石电子盐负载Ru催化剂催化二氧化碳氢化的转化率

(％)

[0052]

[0053] 表4不同还原温度制备的钙铝石电子盐负载Ru催化剂催化二氧化碳氢化为甲烷的

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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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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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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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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