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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其特征在于，

电极由槽型电极架和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组成，

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由金属网包覆铁基非晶合

金的片状颗粒制成，铁基非晶合金片状颗粒的具

体成分为Fe30-95wt%，其余合金元素为可与铁一

起电沉积的元素，如P、Co、Ni、Cr、Mo、W、Re等中的

一种或多种元素的组合；槽型电极架则由金属薄

板冲压成型，在槽型电极架的两侧板均匀开设有

长方形孔，由长方形孔位置的金属冲裁、弯曲制

成催化电极的固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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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其特征在于，电极由槽型电极架和可抽插式催化电极

板组成，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由金属网包覆铁基非晶合金的片状颗粒制成，铁基非晶合金

片状颗粒的具体成分为Fe  30-95wt  %，其余合金元素为可与铁一起电沉积的元素，该元素

为P、Co、Ni、Cr、Mo、W、Re中的一种或多种元素的组合；槽型电极架则由金属薄板冲压成型，

在槽型电极架的两侧板均匀开设有长方形孔，由长方形孔位置的金属冲裁、弯曲制成催化

电极的固定板。

2.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的制备工艺：

1）采用电镀或电刷镀方式制备铁基非晶合金镀层，其中电镀液组成：主盐为可溶性亚

铁盐0.5-4.5mol/L，酸0.2-0.8mol/L、络合剂0.5-5g/L、合金元素添加剂0.2-4mol/L，还原

剂0.5-4g/L，水余量；阳极采用石墨或不锈钢，电解液温度为40-90℃，滴定强酸溶液使电镀

液内pH值不大于2；

2）采用物理的方法使非晶合金镀层与金属基板发生剥离；

3）采用球磨3-10min、停转3-  10min这种间隔循环的方式，或采用球磨时附加强制冷却

的球磨方式，非晶颗粒在真空或惰性保护气体条件下以球料比为2-8:1进行球磨0.5-3h；

4）采用金属网，裁剪、弯曲、钎焊制备板状包覆金属网；

5）往板状包覆金属网中注入铁基非晶合金颗粒，采用钎焊方式封闭板状包覆金属网制

成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

（2）采用铜或铜合金薄板，裁剪、冲孔、弯曲制备槽型电极架；

（3）把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置于两催化电极固定板中，制成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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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及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电化学领域的催化电极，特别涉及到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复合催化电

极及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非晶合金由于具有以下特点；①非晶态合金在很宽的范围内可以制成各种组成的

样品，从而可以在较宽大范围内调变它们的电子性质；②催化活性中心可以以单一的形式

均匀分布在化学均匀的环境中；③非晶态合金表面具有浓度较高的不饱和中心，且不饱和

中心的配位数具有一定的范围，因而使其催化活性和选择性一般优于相应的晶态催化剂；

④其表面的非多孔性是其摆脱了多项催化剂存在的反应物种的扩散影响表面反应的问题。

[0003] 非晶态合金催化剂可以用于加氢、氧化、裂解、异构化等反应。目前，非晶态合金催

化剂的制备方法有多种，一般来说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液体骤冷法和原子（离子）沉积法。

非晶合金催化电极以沉积薄膜或镀层的二维催化电极为主，但其反应器面积较小，导致产

率较小。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及生产方法。本发明的技

术解决方案是提供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其特征在于，电极由槽型电极架和可抽插

式催化电极板组成，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由金属网包覆铁基非晶合金的片状颗粒制成，铁

基非晶合金片状颗粒的具体成分为Fe35-95  wt  %，其余合金元素为可与铁一起电沉积的元

素，如P、Co、Ni、Cr、Mo、W、Re等中的一种或多种元素的组合。槽型电极架则由金属薄板冲压

成型，在槽型电极架的两侧板均匀开设有长方形孔，由长方形孔位置的金属冲裁、弯曲制成

催化电极固定板。

[0005]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再提供一种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06] （1）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的制备工艺

[0007] 1）铁基合金非晶镀层的生产

[0008] （a）金属基板被镀表面的脱脂及氧化膜去除，金属基板材料应适宜进行常温下的

塑性加工；

[0009] （b）电镀液组成；主盐为可溶性亚铁盐0.5-4 .5mol/L，酸0.2-0 .8mol/L、络合剂

0.5-5g/L、合金元素添加剂0.2-4mol/L，还原剂0.5-4g/L，水余量；

[0010] 上所述合金元素添加剂中，镍以可溶性镍盐、钴以硫酸钴、铬以铬酐、钼以钼酸钠、

钨以钨酸钠、磷以亚磷酸或可溶性次磷酸盐、Re以Re可溶盐的形式添加；

[0011] 上述酸包括硼酸、磷酸等多元中强酸；

[0012] 上述络合剂包括十二烷基苯磺酸钠、酒石酸、柠檬酸盐等有机络合剂；

[0013] （c）采用电镀或电刷镀制备铁基非晶合金镀层，阳极采用石墨或不锈钢，电解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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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40-90℃，滴定强酸溶液使Ph值不大于2；

[0014] 2）非晶合金镀层的剥离

[0015] 采用机械或物理的方法，如拉伸、弯曲、轧制压延、刮擦等方法使非晶合金镀层与

金属基板发生剥离；

[0016] 3）颗粒的破碎

[0017] （a）利用球磨机、行星式球磨机等，采用球磨（3-10min）、停转（3-10min）这种间隔

循环的方式，或采用球磨同时可附加强制冷却的球磨方式，非晶颗粒在真空或保护气体条

件下进行球磨，球磨总时间（包含球磨和停转的时间）为0.5-3h，球料比为2-8:1；

[0018] （b）筛分成不同粗细的铁基非晶合金颗粒；

[0019] 4）可抽插式催化电极金属包覆网的成型

[0020] 采用金属网，裁剪、弯曲、钎焊制备板状包覆金属网，

[0021] 5）非晶合金颗粒的注入与封装

[0022] 往板状包覆金属网中注入铁基非晶合金颗粒，然后采用钎焊等方式封闭板状包覆

金属网。

[0023] （2）槽型电极架的制备工艺

[0024] 采用铜或铜合金薄板，裁剪、冲孔、弯曲制备槽型电极架。

[0025] （3）装配成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0026] 把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置于两催化电极固定板中，制成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

[0028] 1. 由于采用铁基非晶合金颗粒作为催化剂，可提高电极的催化性能；

[0029] 2. 由于采用电镀+剥离+破碎制备铁基非晶合金微粒，微粒基本形状为层片状，这

提高了非晶合金催化剂反应的表面积；

[0030] 3.由于采用槽型电极架，并在两侧板开设有长方形孔，端部也未封闭，最大限度提

高了溶液在电极内部的可流动性，增大催化电极与溶液的相对流动，可提高催化电极的催

化效率；

[0031] 4.  由于采用抽插式结构，因此电极的反应器面积以及催化电极板的间距很容易

调整，也便于更换与维修。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设备示意图。其中，槽型电极架（1），可采用铜或铜合金薄板制成；可

抽插式催化电极板（2），采用板状金属网包覆铁基非晶合金颗粒制成；催化电极固定板（3）；

长方形孔（4）。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4] 1.铁-磷非晶合金催化电极的生产

[0035] （1）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的制备工艺

[0036] 1）铁磷非晶合金镀层的生产

[0037] （a）金属基板采用黄铜板，黄铜板表面的脱脂及氧化膜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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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b）电镀液组成；硫酸亚铁1.8  mol/L，磷酸0.4  mol/L、十二烷基苯磺酸钠0.6  g/

L、柠檬酸钠0.3g/L，次磷酸酸钠0.6  mol/L，碘化钾1g/L，水余量；

[0039] （c）采用电镀法制备铁磷非晶合金镀层，阳极采用石墨，电解液温度为75℃，滴定

硫酸溶液使Ph值为1；

[0040] 2）非晶合金镀层的剥离

[0041] 采用反复弯曲的方法使铁磷非晶合金镀层与黄铜板发生剥离；

[0042] 3）颗粒的破碎

[0043] （a）利用行星式球磨机，采用球磨5  min、停转8  min这种间隔循环的方式进行，将

剥落的非晶颗粒在真空条件下进行球磨，球磨总时间（包含球磨和停转的时间）为1  h，球料

比为4:1；

[0044] （b）筛分成不同粗细的铁磷非晶合金颗粒；

[0045] 4）可抽插式催化电极金属包覆网的成型

[0046] 采用100目的不锈钢筛网，裁剪、弯曲、钎焊制备板状包覆金属网，

[0047] 5）非晶合金颗粒的注入与封装

[0048] 往板状包覆金属网中注入大于100目的铁磷非晶合金颗粒，然后采用钎焊等方式

封闭成板状包覆金属网。

[0049] （2）槽型电极架的制备工艺

[0050] 采用黄铜薄板裁剪、冲孔、弯曲制备槽型电极架。

[0051] （3）装配成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0052] 把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置于两催化电极固定板中，制成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0053] 2.铁-钴-磷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0054] （1）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的制备工艺

[0055] 1）铁-钴-磷非晶合金镀层的生产

[0056] （a）08F薄钢板表面的脱脂及氧化膜去除；

[0057] （b）电镀液组成；氯化亚铁3.5mol/L，硼酸0.7  mol/L、柠檬酸钠2  g/L、硫酸钴

1.2mol/L，次磷酸钠0.65mol/L，碘化钾1.5g/L，水余量；

[0058] （c）采用电刷镀制备铁-钴-磷非晶合金镀层，阳极采用石墨板，电解液温度为70

℃，滴定强酸溶液使Ph值为1，电极板的相对移动速度为100  mm/s，电极板的平均电流密度

为10A/cm2；

[0059] 2）非晶合金镀层的剥离

[0060] 采用双向拉伸的方法使非晶合金镀层与08F薄钢板发生剥离；

[0061] 3）颗粒的破碎

[0062] （a）利用行星式球磨机，采用球磨3min、停转5min这种间隔循环的方式，将剥落的

非晶颗粒氮气保护条件下进行球磨，球磨总时间（包含球磨和停转的时间）为0.5  h，球料比

为5:1；

[0063] （b）筛分成不同粗细的铁-钴-磷非晶合金颗粒；

[0064] 4）可抽插式催化电极金属包覆网的成型

[0065] 采用100目的金属网，裁剪、弯曲、钎焊制备板状包覆金属网，

[0066] 5）非晶合金颗粒的注入与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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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往板状包覆金属网中注入大于100目的铁-钴-磷非晶合金颗粒，然后采用钎焊等

方式封闭板状包覆金属网。

[0068] （2）槽型电极架的制备工艺

[0069] 采用青铜薄板，裁剪、冲孔、弯曲制备槽型电极架。

[0070] （3）装配成铁基非晶合金催化电极

[0071] 把可抽插式催化电极板置于两催化电极固定板中，制成铁-钴-磷非晶合金催化电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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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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