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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

化装置，属于等离子体技术应用领域。套入介质

管的线型地电极牢固接地，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

嵌入其中，形成沿面放电区域。阵列式线-线电极

(1)置入放电反应室(2)，形成模块化放电-脱除

装置，协同催化剂脱除NOx。放电等离子体由电源

系统(4)激励产生，利用匹配系统(3)保证电源的

功率输出。利用电学诊断系统(7)和光学诊断系

统(8)对产生的大面积沿面DBD进行在线诊断，利

用气体检测系统(6)对供气系统(5)提供的NOx处

理效果进行诊断，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9)对催

化剂进行表征，并研究等离子体与催化剂的协同

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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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主要由阵列式线-线电极(1)，反应

室(2)，匹配系统(3)，电源系统(4)，供气系统(5)，气体检测系统(6)，电学诊断系统(7)，光

学诊断系统(8)，以及催化剂表征系统(9)组成；其特征在于：阵列式线-线电极(1)主要由多

个阵列式排列的线型高压电极(101)、介质管(102)、线型地电极(103)、和固定件组成；其

中，介质管(102)和线型地电极(103)为管状结构，线型高压电极(101)包含实心金属螺柱；

介质管(102)的内径与线型地电极(103)的外径一致；线型地电极(103)套入介质管(102)

中，介质管(102)阵列式排列，线型高压电极(101)插入介质管(102)之间的缝隙中；由绝缘

板制成的上固定件(105)和下固定件(106)分别固定于绝缘材料制成的密封反应室(2)内的

顶面和底面上；上固定件(105)和下固定件(106)开有孔洞，线型高压电极(101)的长度大于

上固定件(105)和下固定件(106)之间的距离；线型高压电极(101)、介质管(102)顶端穿过

上固定件(105)的孔洞，并固定在上固定件(105)上；线型高压电极(101)和线型地电极

(103)的下端穿过下固定件(106)的孔洞，并固定于下固定件(106)上；每个线型高压电极

(101)的顶端都连接到上固定件(105)和反应室(2)之间的金属板上形成阵列式高压电极；

阵列式高压电极经匹配系统(3)连接电源系统(4)；地电极接线板(104)固定于下固定件

(106)和反应室(2)之间，每个线型地电极(103)与地电极接线板(104)连接，并通过地电极

接线板(104)接地；匀气板(107)为均布细孔的筛板，两个相同结构的匀气板(107)平行于反

应室(2)前后侧面，通过下固定件(106)对应的孔槽，固定于阵列式线-线电极(1)中电极两

侧，催化剂置于匀气板(107)和电极之间形成的空隙里；反应室(2)前后两个侧面对称开有

若干个通透的用于气体通过的气孔(202)；供气系统(5)分两个气路，A路通入气体检测系统

(6)，B路经气孔(202)通过反应室(2)再通入气体检测系统(6)，对反应气体浓度进行在线检

测；大面积沿面介质阻挡放电沿介质管(102)表面在线型高压电极(101)和线型地电极

(103)之间发生，形成放电区域；反应室(2)的侧面开有石英观察窗(201)，电学诊断系统(7)

和带有线型光纤探头(802)的光学诊断系统(8)通过石英观察窗(201)对放电等离子体进行

在线诊断；在光学诊断前，遮挡线型光纤探头(802)的部分感光元件，同时观察光谱，确定感

光元件与空间分辨光谱的对应关系；调节匹配系统(3)，使电压、电流波形稳定，光谱强度达

最大值，保证电源系统(4)的功率输出；催化剂表征系统(9)表征放电-脱除反应中的催化

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供气系统(5)主要由气瓶(501)、质量流量计(502)、加热炉(503)组成；气瓶(501)包括NOx气

体和载气，载气为氮气，根据实验需要，也可添加一定量的氧气或氢气；反应气的流量和组

分由质量流量计(502)控制，温度由加热炉(503)控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气体检测系统(6)为氮氧化物分析仪或气相色谱仪，在反应室(2)与气体检测系统(6)之间

按需增加温度控制装置；根据NOx脱除反应的温度要求，温度控制装置为冷却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电学诊断系统(7)主要由高压探头(702)，电流探头(703)和数字示波器(701)组成；电压信

号经过连接在线型高压电极(101)和电源系统(4)之间导线上的高压探头(702)传递给数字

示波器，电流信号经过连接在线型地电极(103)和接地之间导线上的电流探头(703)传递给

数字示波器(701)；实时的放电电压和放电电流信号由数字示波器(701)测量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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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光学诊断系统(8)主要由线型光纤探头(802)，石英透镜(801)，光纤(803)，高分辨率光栅单

色仪(805)，电荷耦合器件(804)，和计算机(806)组成；其中，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805)，电

荷耦合器件(804)，和计算机(806)置于双层屏蔽室内，并牢固接地；线型光纤探头(802)和

石英透镜(801)由光具座固定于光学平台上，正对放电区域，通过石英观察窗(201)采集光

信号；光信号通过光纤(803)收集，进入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805)进行分光，分光后的单色

光信号经过电荷耦合器件(804)转化为数字信号，最后由计算机(806)处理，以光谱图形式

呈现。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

在于线型光纤探头(802)的采光元件呈线型排列，每个元件可以独立、同时收集光信号，光

信号经过石英透镜(801)聚焦后，可以采集到放电等离子体的空间分辨光谱。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在

于：匀气板(107)在反应室(2)中成对增设，此时催化剂单独放置于增设的匀气板(107)之

间。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其特征在于

实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组装两类放电-脱除模块：I类模块的反应室(2)中仅包含阵列式线-线电极

(1)，II类模块则在此基础上添加催化剂；

步骤二、放电等离子体特性诊断：利用I类模块和气路B，利用电学诊断系统(7)和带有

线型光纤探头(802)的光学诊断系统(8)对放电等离子体进行在线诊断，遮挡线型光纤探头

(802)的部分感光元件，同时观察光谱，确定感光元件与空间分辨光谱的对应关系，调节匹

配系统(3)，使得电压、电流波形稳定，光谱强度达最大值；

步骤三、初始条件测量：利用质量流量计(502)确定气体的组分和流量，利用加热炉

(503)加热气体并保持恒温，利用气体检测系统(6)和气路A测定NOx入口浓度，利用催化剂

表征系统(9)表征原始催化剂，如果在表征时使用了自支撑片，则需要表征在放电-脱除气

氛中预处理过的自支撑片，并在分析催化剂表征谱时扣除自支撑片的表征谱；

步骤四、对照组：利用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仅等离子体对NOx的脱除效果，利用II类模块

测定仅等离子体对催化剂的协同效果，利用I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仅催化剂对NOx的脱除效

果，并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9)表征反应后的催化剂；

步骤五、实验组：利用I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对NOx的脱除效果，并

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9)表征反应后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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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等离子体技术应用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利用阵列式线-线电极，由匹

配系统保证功率输出的电源系统激励，产生大面积沿面放电等离子体，并协同催化剂处理

NOx的模块化放电-脱除实验装置。

技术背景

[0002] 近年来，催化脱除NOx无论在实验室研究方面，还是在技术应用方面，都得到了广

泛的关注。传统的催化脱除方法通常对催化剂具有较高的要求，所需材料昂贵，装置复杂，

且在实际应用中，如何防止催化剂中毒等问题仍然需要更完善的解决。等离子体协同催化

剂脱除NOx技术，由于放电等离子体存在大量活性物种，对于脱除气态污染物具有良好的效

果，且结构简单，装置成本低。同时，由于活性物种的解吸附作用，对于催化剂中毒现象同样

有良好的改善。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脱除气态污染物的装置，主要有线-筒式、填充床式等，

属于空间放电结构。

[0003] 沿面放电等离子体，在航空航天表面气流控制、气固液三态污染物处理等方面具

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沿面介质阻挡放电，其传统结构为，介质板夹在高压电极和地电极之

间，在介质板的两侧产生平面放电等离子体。然而，随着等离子体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背景的

日趋复杂，传统“三明治”结构的沿面放电逐渐无法满足技术应用的需求。首先，“三明治”结

构需搭建在平面结构上，只能产生平面等离子体，无法在空间尺度上得到应用；其次，“三明

治”结构的放电面积在按需求扩大或缩小时，需要重新设计、加工放电结构，成本高且耗时

长，难以形成模块化结构装置。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传统催化脱除NOx方法原料成本高、装置结构复杂、催化剂易失效，而“三

明治”结构的沿面放电难以在空间尺度上得到应用，实现、诊断大面积放电存在困难等问

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及实验方法，主要

由阵列式线-线电极，反应室，匹配系统，电源系统，供气系统，气体检测系统，电学诊断系

统，光学诊断系统，以及催化剂表征系统组成；阵列式线-线电极主要由多个阵列式排列的

线型高压电极、介质管、线型地电极、和固定件组成；其中，介质管和线型地电极为管状结

构，线型高压电极包含实心金属螺柱；介质管的内径与线型地电极的外径一致；线型地电极

套入介质管中，介质管阵列式排列，线型高压电极插入介质管之间的缝隙中；由绝缘板制成

的上固定件和下固定件分别固定于绝缘材料制成的密封反应室内的顶面和底面上；上固定

件和下固定件开有孔洞，线型高压电极的长度大于上固定件和下固定件之间的距离；线型

高压电极、介质管顶端穿过上固定件的孔洞，并固定在上固定件上；线型高压电极和线型地

电极的下端穿过下固定件的孔洞，并固定于下固定件上；每个线型高压电极的顶端都连接

到上固定件和反应室之间的金属板上形成阵列式高压电极；阵列式高压电极经匹配系统连

接电源系统；地电极接线板固定于下固定件和反应室之间，每个线型地电极与地电极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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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连接，并通过地电极接线板接地；匀气板为均布细孔的筛板，两个相同结构的匀气板平行

于反应室前后侧面，通过下固定件对应的孔槽，固定于阵列式线-线电极中电极两侧，催化

剂置于匀气板和电极之间形成的空隙里；反应室前后两个侧面对称开有若干个通透的用于

气体通过的气孔；供气系统分两个气路，A路通入气体检测系统，B  路经气孔通过反应室再

通入气体检测系统，对反应气体浓度进行在线检测；大面积沿面介质阻挡放电沿介质管表

面在线型高压电极和线型地电极之间发生，形成放电区域；反应室的侧面开有石英观察窗，

电学诊断系统和带有线型光纤探头的光学诊断系统通过石英观察窗对放电等离子体进行

在线诊断；在光学诊断前，遮挡线型光纤探头的部分感光元件，同时观察光谱，确定感光元

件与空间分辨光谱的对应关系；调节匹配系统，使电压、电流波形稳定，光谱强度达最大值，

保证电源系统的功率输出；催化剂表征系统表征放电-脱除反应中的催化剂。

[0005] 供气系统主要由气瓶、质量流量计、加热炉组成；气瓶包括NOx气体和载气，载气一

般为氮气，根据实验需要，也可添加一定量的氧气或氢气等；反应气的流量和组分由质量流

量计控制，温度由加热炉控制。

[0006] 气体检测系统为氮氧化物分析仪或气相色谱仪，在反应室与气体检测系统之间按

需增加温度控制装置；根据一般NOx脱除反应的温度要求，温度控制装置通常为冷却装置。

[0007] 电学诊断系统主要由高压探头，电流探头和数字示波器组成；电压信号经过连接

在线型高压电极和电源系统之间导线上的高压探头传递给数字示波器，电流信号经过连接

在线型地电极和接地之间导线上的电流探头传递给数字示波器；实时的放电电压和放电电

流信号由数字示波器测量并显示。

[0008] 光学诊断系统主要由线型光纤探头，石英透镜，光纤，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电荷

耦合器件，和计算机组成；其中，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电荷耦合器件，和计算机置于双层屏

蔽室内，并牢固接地；线型光纤探头和石英透镜由光具座固定于光学平台上，正对放电区

域，通过石英观察窗采集光信号；光信号通过光纤收集，进入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进行分

光，分光后的单色光信号经过电荷耦合器件转化为数字信号，最后由计算机处理，以光谱图

形式呈现。

[0009] 所用的光栅为2400l/m和1200l/m，对应闪耀波长分别为350nm和500nm；利用光谱

图确定活性物种类别和强度时，需选用1200l/m、500nm的光栅，以获得更大的波长范围；利

用光谱图确定等离子体的振动温度和转动温度时，需选用2400l/m、350nm的光栅，以获得更

清晰的转动谱带。

[0010] 线型光纤探头的采光元件呈线型排列，每个元件可以独立、同时收集光信号，光信

号经过石英透镜聚焦后，可以采集到放电等离子体的空间分辨光谱。

[0011] 催化剂表征系统为X射线衍射仪，或高倍透射电镜，或傅里叶红外光谱仪，或可以

测量催化剂的骨架谱、表面吸附物种的红外谱等。

[0012] 匀气板孔直径、间距均不超过2mm。匀气板可以在反应室中成对增设，此时催化剂

可以单独放置于增设的匀气板之间。

[0013] 电源系统既可以是交流电源，也可以是脉冲电源。

[0014] 光学诊断系统既可以使用线型光纤探头，也可以使用传统的圆型光纤探头。

[0015] 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实验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步骤一、组装两类放电-脱除模块：I类模块的反应室中仅包含阵列式线-线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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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类模块则在此基础上添加催化剂；

[0017] 步骤二、放电等离子体特性诊断：利用I类模块和气路B，利用电学诊断系统和带有

线型光纤探头的光学诊断系统对放电等离子体进行在线诊断，遮挡线型光纤探头的部分感

光元件，同时观察光谱，确定感光元件与空间分辨光谱的对应关系，调节匹配系统，使得电

压、电流波形稳定，光谱强度达最大值；

[0018] 步骤三、初始条件测量：利用质量流量计确定气体的组分和流量，利用加热炉加热

气体并保持恒温，利用气体检测系统和气路A测定NOx入口浓度，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表征

原始催化剂，如果在表征时使用了自支撑片，则需要表征在放电-脱除气氛中预处理过的自

支撑片，并在分析催化剂表征谱时扣除自支撑片的表征谱；

[0019] 步骤四、对照组：利用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仅等离子体对NOx的脱除效果，利用II

类模块测定仅等离子体对催化剂的协同效果，利用I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仅催化剂对NOx的

脱除效果，并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9)表征反应后的催化剂；

[0020] 步骤五、实验组：利用I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对NOx的脱除效

果，并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表征反应后的催化剂。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利用阵列式线-线电极，获得了大面积阵列式沿面放电

等离子体，建立了放电-脱除模块装置；(2)放电等离子体的面积可以通过阵列的扩展和模

块的增加而增大；(3)将沿面放电等离子体的技术应用扩展至空间尺度；(4)具有线型光纤

探头的光学诊断系统，可以获得具有空间分辨的放电等离子体光谱；(5)利用匹配系统，调

节负载的电容值，保证电源的输出功率；  (6)放电等离子体通过放电-脱除模块，应用于协

同催化剂脱除氮氧化物。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阵列式线-线电极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置入阵列式线-线电极的放电反应室。

[0025] 图4为供气装置。

[0026] 图5为电学诊断系统。

[0027] 图6为带有线型光纤探头的光学诊断系统。

[0028] 图中：1.阵列式线-线电极；2.反应室；3.匹配系统；4.电源系统；5.供气系统；6.气

体检测系统；7.电学诊断系统；8.光学诊断系统；9.催化剂表征系统；101.线型高压电极；

102.介质管；103.线型地电极；104.地电极接线板；105.上固定件；106.下固定件；107.匀气

板；108.匀气板固定件；201.  石英观察窗；202.气孔；203.反应槽；501.气瓶；502.质量流量

计；503.加热炉；701.数字示波器；702.高压探头；703.电流探头；801.石英透镜；802.  线型

光纤探头；803.光纤；804.电荷耦合器件；805.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  806.计算机。

具体实施方案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0] 阵列式线-线电极1由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介质管102，线型地电极103，地电

极接线板104，上固定件105，下固定件106，匀气板107，和匀气板固定件  108组成；线型地电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6474919 B

6



极103逐个插入下固定件106中并固定，用螺钉接入地电极接线板104，通过导线使得地电极

接线板104牢固接地；将数目相同的介质管102  套在每个线型地电极103外；阵列式线型高

压电极101插入上固定件105中固定，并将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的每个螺柱分别插入介

质管102之间，形成放电区域；匀气板107由匀气板固定件108固定在放电区域两侧；通过导

线连接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匹配系统3和电源系统4。

[0031] 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包含的螺柱尺寸、材料相同，间隙与介质管102的外径一

致，介质管102的内径与线型地电极103的直径一致，介质管102的厚度范围为1～1.5mm。阵

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包含的螺柱，线型地电极103和介质管102的径向尺寸可在几个毫米

至十几个毫米范围内，而轴向尺寸可在几十个厘米范围内。线型地电极103和介质管102的

数目一致，比起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包含的螺柱数目，可以多一个，也可以少一个。阵列

式线型高压电极101，线型地电极103，和地电极接线板104可以由白钢、黄铜、紫铜等导电材

料制成，介质管102可以是石英、聚四氟乙烯、陶瓷等电介质材料，上固定件105、下固定件

106、匀气板固定件108则可以是有机玻璃、木头等绝缘材料。

[0032] 反应室2包括石英观察窗201，反应槽202，和气孔203；石英观察窗201 由于其良好

的透光性，可在放电-脱除反应中测量反应室2内等离子体的光谱特性；反应槽202可以放置

阵列式线-线电极101、匀气板107、催化剂，也可以根据实验需要而空置，其数量可以根据实

验需求而定；气孔202均匀分布于反应室的两侧，形成的气道垂直于放电区域；阵列式线型

高压电极1置于反应室2中，构成放电-脱除模块；其中，匀气板107也可以单独放置于反应室

2的反应槽203，当催化剂的导电性较低、载体颗粒不太小时，可填充在匀气板107和放电区

域之间，即“一段式”；如果催化剂的导电性足以影响放电、载体为粉末状时，可单独置于反

应槽203中，即“两段式”。“一段式”和“两段式”的选择除了考虑以上条件，还应根据实验室

或工业应用的需要进行选择。

[0033] 匹配系统3由可调节的电阻、电容、电感构成，使得负载与电源相匹配，以保证电源

系统4的功率输出。匹配值则通过电流电压波形或空间分辨发射光谱的强度和稳定性来确

定，即当电源系统4一定，调节匹配系统3，使得电压电流波形稳定且电流值达到最大，或者

空间分辨的发射光谱强度达到最强、稳定性达到最好。

[0034] 电源系统4可以是纳秒脉冲电源，也可以是正弦交流电源。其中，纳秒脉冲电源可

以在正负方向上交替产生相同的窄脉冲电压波形，脉冲上升时间约为  30-40ns，脉宽约为

60ns，脉冲峰值电压在0-60kV范围内连续可调，脉冲重复频率在0-400Hz范围内连续可调。

纳秒脉冲电源置于双层屏蔽箱，屏蔽箱并牢固接地。正弦交流电源可以产生重复性良好的

正弦交流电压波形，中心频率在  0～15kHz范围内连续可调，电压峰-峰值在0-40kV范围内

连续可调。由于脉冲电压具有陡峭的上升沿和较短的脉冲持续时间，使得电子在快速上升

的电场中获得较大程度的加速，而质量较大迁移率较低的离子和中性粒子则很难在极短的

时间内获得能量，热运动程度几乎不变，而使得产生的等离子体保持接近在室温的状态。而

正弦交流电源的电压呈连续波形，放电等离子体的温度会随着频率、电压峰-峰值、放电时

间等因素而升高。因此，当需要产生接近室温的等离子体时，选择纳秒脉冲电源；当对于放

电等离子体的温度要求不高时，可以选用正弦交流电源。

[0035] 供气系统5由气瓶501、质量流量计502、加热炉503组成，气瓶501包括  NOx气体和

载气，载气一般为氮气，根据实验需要，也可添加一定量的氧气或氢气等；反应气的流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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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由质量流量计502控制，温度由加热炉503控制；供气系统501分两个气路，A路通入气体

检测系统6，B路经放电-脱除模块后再通入气体检测系统6。

[0036] 气体检测系统6一般为氮氧化物分析仪或气相色谱仪，根据仪器要求的采样温度，

在进气口前按需增加温度控制装置；根据一般NOx脱除反应的温度要求，温度控制装置通常

为冷却装置；如果分析仪器自带冷却装置，也可以不添加。

[0037] 电学诊断系统7由高压探头702，电流探头703和数字示波器701组成；电压信号经

过连接在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和电源系统4之间导线上的高压探头  702传递给数字示

波器，电流信号经过连接在线型地电极103和接地之间导线上的电流探头703传递给数字示

波器701；实时的放电电压和放电电流信号由数字示波器701测量并显示。

[0038] 光学诊断系统8由线型光纤探头802，石英透镜801，光纤803，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

805，电荷耦合器件804，和计算机806组成。其中，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805，电荷耦合器件

804，和计算机806置于双层屏蔽室内，并牢固接地。线型光纤探头802与传统光纤探头不同

之处在于，采集光信号最前端部分的元件呈线性排列，光信号经过石英透镜801聚焦后，可

以采集到放电等离子体的空间分辨光谱。采集光信号时，线型光纤探头802和石英透镜801

由光具座固定于光学平台上，正对放电区域。光信号通过光纤803收集，进入高分辨率光栅

单色仪  805进行分光，分光后的单色光信号经过电荷耦合器件804转化为数字信号，最后由

计算机806处理，以光谱图形式呈现。其中，常用的光栅有2400l/m和1200  l/m，闪耀波长分

别为350nm和500nm。利用光谱图确定活性物种类别和强度时，需选用闪耀波长较大的光栅，

以获得更大的波长范围；利用光谱图确定等离子体的振动温度和转动温度时，需选用分辨

率更高的光栅，以获得更清晰的转动谱带。

[0039] 催化剂表征系统9一般为X射线衍射仪，或高倍透射电镜，或傅里叶红外光谱仪，可

以测量催化剂的骨架谱、表面吸附物种的红外谱等；根据测量的谱图和放电等离子体的活

性物种诊断，可以分析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的反应机理。

[0040] 大面积沿面DBD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模块化装置的具体实验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41] 步骤一、组装两类放电-脱除模块：I类模块的反应室2中仅包含阵列式线-  线电极

1，II类模块则在此基础上添加催化剂；

[0042] 组装阵列式线-线电极1时，需将线型地电极103逐个插入下固定件106中固定，用

螺钉接入地电极接线板104，通过导线牢固接地；将数目相同的介质管102套在每个线型地

电极103外；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插入上固定件105中固定，并将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

101的每个螺柱分别嵌入套在线型地电极103外的介质管102之间；匀气板107置于放电区域

两侧，由匀气板固定件108固定；通过导线连接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匹配系统4和电源

系统5；将组装好的阵列式线-线电极1放置在反应室2中，按照需求添加催化剂，形成放电-

脱除模块。

[0043] 步骤二、放电等离子体特性诊断：利用I类模块和气路B，利用电学诊断系统7和带

有线型光纤探头802的光学诊断系统8对放电等离子体进行在线诊断，确定线型光纤探头

802的感光元件与光谱的对应关系，利用测量得到的电流电压、发射光谱调节匹配系统3，使

得放电装置与电源系统4匹配；

[0044] 测量电学特性时，需启动电学诊断系统7；将高压探头702和电流探头703  分别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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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示波器701，高压探头702连在放电高压端，电流探头703连在放电接地端，打开示波器701

和电压、电流输入频道，将量程调至最大，确定触发方式和信号平均次数；

[0045] 测量光学特性时，需启动光学诊断系统8；调整线型光纤探头802和石英透镜801的

位置，固定于光学平台，使得放电等离子体发出的光信号通过石英透镜  801汇聚后导入光

纤803，打开高分辨率光栅单色仪805，电荷耦合器件804，和计算机806，启动Solis软件，按

照测量需求选择合适的光栅型号，确定光谱测量波长范围和曝光时间，等待高分辨率光栅

单色仪805和电荷耦合器件804冷却至-70℃以下方可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在测量空间分

辨光谱前，遮挡线型光纤探头802的部分感光元件，观察所得到的光谱信号，确定线型光纤

探头802的各个感光元件与测量得到的单元光谱信号的对应关系；

[0046] 调节匹配系统3时，需按照测量需要，首先选择电源类型和参数；打开电源系统4，

保持电源类型和参数一定，通过电学诊断系统7记录的电压电流，和光学诊断系统8记录的

发射光谱，确定匹配系统3的匹配值。

[0047] 步骤三、初始条件测量：利用质量流量计502确定气体的组分和流量，利用加热炉

503加热气体并保持恒温，利用气体检测系统6和气路A测定NOx入口浓度，利用催化剂表征

系统9表征原始催化剂，和在放电-脱除气氛中预处理过的自支撑片；

[0048] 表征处理前的原始催化剂时，需按照测量需要选择催化剂表征系统9的谱图分辨

率、累加次数、扫描时间，且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保持不变；将测量所需的压片或自支撑片在

放电-脱除气氛中预处理，调节处理时间，测定对应的反应前催化剂、压片或自支撑片的骨

架谱和吸附物种红外光谱；当分析催化剂的骨架或吸附物种时，需扣除压片或自支撑片的

表征谱图。

[0049] 步骤四、对照组：利用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仅等离子体对NOx的脱除效果，利用II

类模块测定仅等离子体对催化剂的协同效果，利用I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仅催化剂对NOx的

脱除效果，并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9表征反应后的催化剂；

[0050] 步骤五、实验组：利用II类模块和气路B测定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对NOx的脱除效

果，并利用催化剂表征系统9表征反应后的催化剂。

[0051] 本发明使用了具有匹配系统的激励方式，通过诊断系统调节匹配值以保证电源的

功率输出，从而保证放电的面积及稳定性。在活性物种的诊断方面，由于本发明使用了带有

线型光纤探头的空间分辨光学诊断系统，既可以在线测量放电等离子体的活性物种类别和

相对强度，又可以同时确定不同放电位置的发射光谱，有利于在扩大放电几何面积、增加放

电-脱除模块数量时，对于放电的实际强度、面积、稳定性进行空间上的实时诊断。

[0052] 实施例1：

[0053] 将催化剂机械研磨成颗粒状并过筛，保证其直径大于匀气板孔径107，且小于匀气

板107与放电区域的间隙，进行表征；在N2气氛中，以气体流量200ml/min，气体温度300℃，

预处理自支撑片30min后进行表征；减去自支撑片谱图，得到原始催化剂谱图So。

[0054] 组装两类放电-脱除模块。

[0055] 将I类模块连入电路、气路，调节入口气体组分，NOx为1000ppm，N2为平衡气，气体流

量200ml/min，温度300℃，测得反应气入口浓度Co和出口浓度  Cp，并检测其光电特性，确定

匹配值。

[0056] 将II类模块连入气路，调节入口气体组分，NOx为1000ppm，N2为平衡气，气体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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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l/min，温度300℃，测量出口浓度Cc，30min后表征催化剂，得到谱图Sc。

[0057] 将II类模块连入电路、气路，仅通入平衡气N2，气体流量200ml/min，温度300℃，等

离子体与催化剂作用30min后，表征催化剂，得到谱图Sp。

[0058] 将II类模块连入电路、气路，调节入口气体组分，NOx为1000ppm，N2为平衡气，气体

流量200ml/min，温度300℃，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处理气体，测量出口浓度Ccp，30min后表征

催化剂，得到谱图Scp。

[0059] 其中，NOx的入口浓度为Co，仅催化剂对NOx的脱除率为(Cc-Co)/Co*100％，仅等离子

体对NOx的脱除率为(Cp-Co)/Co*100％，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对NOx的脱除率为(Ccp-Co)/Co*

100％；原始催化剂谱图为So，仅催化剂脱除NOx的谱图为Sc，仅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的谱图

为Sp，等离子体协同催化剂脱除NOx的谱图为Scp。

[0060] 在本实施例中，阵列式线型高压电极101以白钢为材料，含有十九根相同的螺柱。

线型地电极103同样以白钢为材料，为二十根独立的圆柱体，柱底留有带螺纹的小孔供接线

用。地电极接线板104为白钢件，有二十个带螺纹的通孔，通孔的尺寸和位置与线型地电极

103匹配。介质管102共二十个，逐一套在二十根线型地电极103外，材料为聚四氟乙烯。催化

剂为吸附催化剂天然沸石。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6474919 B

10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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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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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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