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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

的制备方法及其催化应用。所述单原子分散钯基

催化剂的制备方法采用光沉积法，以含锌水滑石

为载体，制备了单原子分散的钯基催化剂。即在

溶有水滑石载体的水溶液中，加入醇溶液和

H2PdCl4溶液，在紫外光照射下，水滑石半导体内

会发生电子从价带到导带的转移，导带得到的电

子将钯离子还原成钯原子，溶液中的醇分子则在

空穴处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通过对光

沉积过程的研究发现通过控制加入H2PdCl4溶液

的量和光照时间，能够制得单原子钯催化剂。本

发明通过对催化剂样品在不同温度下还原处理，

此时单原子钯不产生聚集，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

剂对于苯乙炔加氢反应具有优异的催化活性和

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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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

为单原子钯分散在半导体水滑石载体表面上，所述半导体水滑石载体上的钯催化剂的负载

量为0.1-0.3wt%；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  双滴法制备半导体水滑石；

(b)  采用光沉积法，半导体水滑石内从价带转移到导带的电子将钯离子还原成钯原

子；

步骤(a)，所使用的二价盐是硝酸锌或者氯化锌，所使用的三价盐是硝酸铝、硝酸铬、硝

酸铁、硝酸钴、硝酸镓、或者氯化铝、氯化铬、氯化铁、氯化钴、或氯化镓中的任意一种；

步骤(b)具体反应条件为：取步骤(a)得到的半导体水滑石超声分散在去离子水中，加

入醇溶剂，超声分散均匀后，加入H2PdCl4溶液，搅拌条件下紫外线辐照，使得水滑石半导体

内发生电子从价带到导带的转移，导带得到的电子将钯离子还原成钯原子，溶液中的醇分

子则在空穴处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产物离心洗涤，最后经无水乙醇离心洗涤，真

空干燥即得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所

制备的半导体水滑石是锌铬水滑石，Zn/Cr的摩尔比为2/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滑

石半导体为1g的锌铬水滑石，醇溶剂为乙二醇，用量为10-30mL，使用氙灯稳流电源灯进行

紫外线辐照10-30min。

4.将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催化苯乙炔加氢

反应的应用。

5.将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高温还原后应用

于苯乙炔加氢反应；所述的高温还原条件为：氢气气氛下，200℃-500℃还原3-8h，升温速率

为5-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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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及其催化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催化剂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光沉积法制备以水滑石半导体为

载体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及其催化炔烃选择加氢反应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上通常使用苯乙烯聚合反应来制备聚苯乙烯。但是苯乙烯原料中含有少量的

苯乙炔，容易使催化剂中毒。为了提高苯乙烯单体的纯度，一般通过苯乙炔选择性加氢反

应，使原料中的苯乙炔转化为苯乙烯。目前，负载型钯基催化剂由于具有较高的催化加氢活

性被广泛地应用于该反应，但是当苯乙炔的转化率高于95％的时候，苯乙烯的选择性会很

大程度的降低。目前通常利用毒化作用和合金化的手段对钯活性位来进行修饰以提高苯乙

烯的选择性，但是这一般会牺牲其反应活性。因此研究兼有高选择性和高活性的钯基催化

剂具有重要的意义。

[0003] 目前全球贵金属钯的储量极低，因此在化学工业中要避免钯的浪费，提升钯的利

用率。对于催化加氢反应，负载型纳米钯基催化剂的活性位点一般是钯颗粒表面的钯原子

在起作用，而对于单原子分散的钯基催化剂，每个钯原子都是活性中心，都能起到催化作

用，原子利用效率理论上可以达到100％，进而提高催化反应速率。并且单原子钯不存在次

表面，不含有次表面氢，因此有利于提高炔烃加氢的选择性。因此寻找简易制备单原子分散

钯基催化剂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

法，以解决现有的钯基催化剂选择性低以及活性低的问题。该制备方法是在溶有水滑石载

体的水溶液中，加入适量的醇溶液和一定量的H2PdCl4溶液，在紫外光照射下，水滑石半导体

内会发生电子从价带到导带的转移，导带得到的电子将钯离子还原成钯原子，溶液中的醇

分子则在空穴处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通过对光沉积过程的研究发现通过控制加

入H2PdCl4溶液的量和光照时间，能够制得单原子钯催化剂。通过对催化剂样品在不同温度

(200℃，300℃，500℃)下还原处理，单原子Pd不产生聚集。

[0005] 一种钯基催化剂，单原子钯分散在半导体水滑石载体表面上。

[0006] 优选的，所述半导体水滑石所使用的锌盐是硝酸锌或者氯化锌，所使用的三价盐

是硝酸铝、硝酸铬、硝酸铁、硝酸钴、硝酸镓、或者氯化铝、氯化铬、氯化铁、氯化钴、或氯化镓

中的任意一种。

[0007] 优选的，所述半导体水滑石载体是锌铬水滑石，Zn/Cr的摩尔比为2/1，所述半导体

水滑石载体上的钯催化剂的负载量为0.1-0.3wt％。

[0008] 一种钯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a)双滴法制备半导体水滑石；

[0010] (b)采用光沉积法，半导体水滑石内从价带转移到导带的电子将钯离子还原成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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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

[0011] 优选的，步骤(a)，所使用的二价盐是硝酸锌或者氯化锌，所使用的三价盐是硝酸

铝、硝酸铬、硝酸铁、硝酸钴、硝酸镓、或者氯化铝、氯化铬、氯化铁、氯化钴、或氯化镓中的任

意一种。

[0012] 优选的，步骤(a)所制备的半导体水滑石是锌铬水滑石，Zn/Cr的摩尔比为2/1。

[0013] 优选的，步骤(b)具体反应条件为：取步骤(a)得到的半导体水滑石超声分散在去

离子水中，加入醇溶剂，超声分散均匀后，加入H2PdCl4溶液，搅拌条件下紫外线辐照，使得水

滑石半导体内发生电子从价带到导带的转移，导带得到的电子将钯离子还原成钯原子，溶

液中的醇分子则在空穴处发生氧化反应生成羟基自由基，产物离心洗涤，最后经无水乙醇

离心洗涤，真空干燥即得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

[0014] 优选的，步骤(b)中，所述的水滑石半导体为1g的锌铬水滑石，醇溶剂为乙二醇，用

量为10-30mL，使用氙灯稳流电源灯进行紫外线辐照10-30min。

[0015] 将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催化苯乙炔加氢反应的应用。

[0016] 将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高温还原后应用于苯乙炔加氢反

应；所述的高温还原条件为：氢气气氛下，200℃-500℃还原3-8h，升温速率为5-10℃/min。

[0017] 将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钯基催化剂应用于苯乙炔加氢反应的具体操作为：1ml苯

乙炔底物，5-15ml乙醇做溶剂，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或其高温还原后的产物用量为

0.005-0.1g，反应温度为20-50℃，H2压力为0.1MPa-0.5MPa。

[0018] 本发明具有下述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利用光沉积法，以半导体性质的水滑石为载体，制备了单原子分散的钯基

催化剂。其对于苯乙炔选择加氢反应，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将上述单原子分散

钯基催化剂在500℃的条件下焙烧，改变载体和活性组分的相互作用力，将其应用于苯乙炔

加氢反应中，可进一步提高其选择性和活性。本发明通过对光还原过程的研究，还发现通过

控制催化剂的量和紫外光照时间，能够制得单原子钯基催化剂。通过对样品进行500℃的热

处理，钯原子不产生聚集，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对于苯乙炔加氢反应表现出更高的催化活性

和选择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实施例1所制得的ZnCrLDH的扫描电镜图。

[0021] 图2为实施例1所制得的单原子分散Pd催化剂的像差校正的高角度暗场像高分辨

透射电镜图。

[0022] 图3为实施例1所制得的单原子分散Pd催化剂在500℃下还原后所得催化剂样品的

像差校正的高角度暗场像高分辨透射电镜图。

[0023] 图4为实施例1所制得的单原子分散Pd催化剂和负载型纳米Pd催化剂选择性随转

化率的变化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提

供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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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实施例采用双滴法制备ZnCr-LDH。Zn/Cr的摩尔比为2/1；首先称得0.66mol的Zn

(NO3)2·6H2O，0.33mol  Cr(NO3)3·9H2O，并用量筒量取60ml的去离子水与所称金属盐进行

充分的混合，并放入超声波清洗器中搁置10min以达到充分的溶解。另外称取0.30mol的

NaOH和0.25mol的Na2CO3放入洗净的烧杯中，并用80ml去离子水搅拌使其溶解，也放入超声

波清洗器中超声10min使其充分的溶解；三口烧瓶中的先加入150ml去离子水溶液；随后将

超声好的碱溶液和盐溶液分别加入两个恒压滴液漏斗中，并向三口烧瓶中的先加入150ml

去二氧化碳水溶液中滴加，控制混合溶液的pH稳定在10，随后将所得混合溶液在60℃的水

浴锅中搅拌，并晶化36小时。所得浆液在4000转/分钟的离心机下离心5分钟，先用去离子水

洗涤数次，再用无水乙醇离心洗涤一次，将所得膏状产物放入电热恒温真空干燥箱内在30

℃条件下干燥，并用玛瑙研钵将所得产物研磨至细小的粉体，即得锌铬水滑石载体，记为

Zn2Cr-LDH。

[0027] 称量1g锌铬水滑石载体加入到300ml的石英烧杯中，并向其中加入200ml的去离子

水，在超声清洗器中分散至均匀，再加入10ml的牺牲剂乙二醇，搅拌并超声5min；搅拌条件

下，用移液枪移取理论负载量为0.1wt％的H2PdCl4溶液加入石英烧杯，用氙灯稳流电源灯对

石英烧杯光照10min；反应后的溶液进行离心水洗，最后用乙醇洗涤，在30℃真空烘箱干燥，

之后将其研磨可以直接使用。

[0028] 将研磨后的催化剂分成4部分，其中一份不做处理，其它三份，分别放入氢气气氛

炉中于200℃，300℃，500℃下还原5h，升温速率为5℃/min。

[0029] 为了比较样品的催化性能，制备了负载型纳米钯基催化剂作对比，其载体为ZnCr-

LDH，钯的理论负载量为1wt％，除了加入H2PdCl4溶液的量为1wt％的理论负载量，其余制备

过程与上述制备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的过程相同。

[0030] 将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钯基催化剂应用于苯乙炔选择加氢反应，其工艺条件是：

称取0.01g制备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或其高温还原产物或负载型纳米钯基催化剂于

50ml高压反应釜中，量取1ml苯乙炔底物，9ml乙醇做溶剂，将反应釜密封，向其中充入N2以

排除空气，反复进行三次后，向反应釜中充入H2三次并排出，此过程要快速进行，以免对反

应结果造成影响，然后通入H2使压力达到0.5MPa，设置反应温度30℃，搅拌速度为1000r/

min，每隔一定时间取样一次，产物利用气相色谱来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0031] 计算了实施例1所制得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和负载型纳米钯基催化剂的TOF

(Time  of  Flight，简称TOF)值，0.1％Pd/ZnCr-LDH(R500)，0.1％Pd/ZnCr-LDH和1％Pd/

ZnCr-LDH分别为64.5s-1 ,31 .2s-1和6.6s-1；即TOF值比较为：0.1％Pd/ZnCr-LDH(R500)>

0.1％Pd/ZnCr-LDH>1％Pd/ZnCr-LDH。

[0032] 图4为实施例1所制得的单原子分散钯基催化剂和负载型纳米钯基催化剂的选择

性随转化率的变化图。由图4可以看出选择性从大到小依次为：0.1％R500>0.1％>1％。对于

0.1％R500的样品，其在转化率达到100％时，选择性可以维持在92％。

[0033]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原理而采用的示例性实施

方式，然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对于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各种变型和改进，这些变型和改进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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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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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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