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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CH4 重整镍基碳纤维催化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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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制高性能的甲烷二氧化碳重整催化剂，采用静电纺丝法制备了镍基原纤维经预氧化、炭化后的原位

镍基碳纤维催化剂和浸渍法制备的浸渍镍基碳纤维催化剂．通过 SEM、H2-TPR、重整反应分析了两种制备方法
下催化剂结构及性能的变化，结果表明，原位镍基碳纤维催化剂较浸渍法所得催化剂保持了更好的纤维结构及金
属分散性．并且，原位碳纤维的镍含量只有浸渍碳纤维的 5%,，当温度大于 900,℃以后，其转化率明显高于浸渍
镍基碳纤维．在 850,℃进行两种催化剂的寿命评价得出的结果显示，浸渍法所得镍基碳纤维催化剂在 50,min 内
表现出失活，而原位法所得镍基碳纤维催化剂在 200,min 时仍然保持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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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 Reforming of CH4 over Ni Based Carbon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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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Energy Thermal Conversion and Control，
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China)

Abstract：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performance catalysts of carbon dioxide reforming of methane，two different ways were used to prepare Ni/CF catalyst，one is 1%,Ni/CF obtained from electrostatic spinning and the
other is 20%,Ni/CF obtained by impregnation method．The prepared sampl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and temperature programmed reduction(TPR)techniques．The obtained results showed that
in-situ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catalyst has better fiber structure，metal dispersion and anti-sintering than impregnated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catalyst．In addition，compared with impregnated(20%,)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the in-situ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containing 1% nickel shows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 carbon dioxide
reforming of methane. Furthermore, when the temperature reaches to 900 ℃，the methane conversion rate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mpregnated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Finally，the lifetime tests of two catalysts were evaluated at
850℃.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impregnated (20%)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deactivated in 50 min，while the in-situ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catalyst remained active in 20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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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油资源日益枯竭、油价居高不下以及愈加
恶劣的环境污染，开发利用清洁、廉价的燃料资源成

为一个亟需面对的课题．目前最洁净的燃料是天然
气，其污染小(其排放大约为煤炭的 1/800，石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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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也是理想的化工原料，而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
成分(90%,)．其化学性质稳定，具有环境友好、廉价、
资源充足等优势．其合理利用已经受到各国科研工
作者的广泛关注．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带来的全
球性的极端气候问题也已经引起科学界、各国政府及
公众的强烈关注．为此，如何减少 CO2 的排放问题也
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优先考虑的问题[1]．
甲烷和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催化
二氧化碳重整甲烷制备合成气(CO/H2)不但能够减
缓温室气体的增加，还能合理利用二氧化碳，促进沼
气利用的转换．因此，越来越受到科研工作者、能源
再生与化工行业的重视．通过这一反应所得合成气
氢炭比较低，更适合于 F-T 合成，对缓解化工原料和
能源危机具有重大意义．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甲烷二氧化碳重整反
应已进行了详细系统的研究工作，主要从催化剂的载
体、活性组分、助剂、积碳以及反应机理等方面进行
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因贵金属比普通金属具
有较高的碳溶解性，展现出更好的活性和抗积碳性
能，国外对贵金属催化剂研究较多．而国内从经济效
益考虑，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非贵金属催化剂上，对非
贵金属催化剂的研究表明，它们对重整反应的活性顺
序为 Ni＞Co＞Cu＞Fe．由于 Ni 具有相对高的活性
且价格便宜，因而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但是负
载镍催化剂有一个很大缺点：积碳使催化剂活性降
低，并且在反应过程中，由于温度的升高，极易发生
烧结．因此，开发新的抗积碳重整催化剂和改进操作
条件来降低积碳是十分重要的研究方向[2]．
由于炭材料具有许多优异性能，研究者开始用炭
材料(活性炭、碳纳米管、半焦)做载体研究二氧化碳
重整甲烷反应．碳纤维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热稳定
及较大的比表面积，使其作为催化剂载体开始受到重
视．本文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备了镍基原纤维经预氧
化、炭化后的原位镍基碳纤维催化剂和浸渍法制备的
浸渍镍基碳纤维催化剂；并通过 SEM、H2-TPR 表征
手段对比了不同制备方法下两种催化剂的结构和性
能的变化；利用重整反应炉进行了催化剂的催化性能
评价．

1.2 催化剂的制备
按照 10%,PVA 溶液/乙酸/木质素/Ni(NO3)2 比
(V/V/m/m)为 1/3/1/0.01 的比例混合 4 种物质于烧杯
中，置于磁力搅拌器水域搅拌、加热至 80,℃并保持
30,min 后停止加热，待溶液温度降至 35,℃以下时停
止 搅 拌 ，得 到 木 质 素 基 静 电 纺 丝 液 ．后 在 电 压 为
22,kV、流速为 1,mL/h 的情况下进行纺丝，将所得原
纤维以 0.5,℃/min 的速度升温至 200,℃，进行预氧化
3,h，预氧化好的纤维再以 10,℃/min 的速度升温至
800,℃，碳化 1,h，所得即为原位镍基碳纤维．浸渍镍
基碳纤维主要是在配制纺丝液时不加 Ni(NO3)2，其
他 步 骤 不 变 ，碳 化 后 所 得 纤 维 按 照 碳 纤 维 ∶
Ni(NO3)2 为 5∶1(质量比)浸渍 12,h，烘干，所得即
为浸渍镍基碳纤维．
1.3 催化剂的表征
实验中采用 Hitachi S-4800 型 SEM 对纤维的大
体轮廓和形状结构进行研究，该表征方法可以更好地
了解纳米碳纤维的直径大小和粗糙的孔隙结构分布
情况．程序升温还原(TPR)用内径为 4,mm 的石英
管，样品 10,mg，在 473,K 下以 Ar 气吹扫 0.5,h，降至
室温后，通入 V(H2)∶V(Ar)＝10∶90 的混合气，流
速为 20,mL/min，升温速率为 15,℃/min，升温至 900,
℃后恒温15,min，气体用热导检测器检测.
1.4 催化剂的活性评价
催化剂的活性评价在高温反应炉内进行，原料气
组成为 CH4 和 CO2，n(CH4)/n(CO2)＝0.67，空速为
15,L/(g·h)，反应尾气经冷凝除水以后用气相色谱仪
检测．

2 结果与讨论
2.1 SEM 结果
图 1 为两种制备方法下所得镍基碳纤维的 SEM
图片．由图 1 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制备所得碳纤维都
很好地维持了纤维的圆柱状结构．原位镍基碳纤维
直径更细，长度更长，金属粒子均匀分散并固定在纤

1 实验内容
1.1 实验材料
以木质素为原料制备碳纤维，其中木质素购买自
Sigma-Aldrich，Ni(NO3)2、乙酸、PVA 来源于国药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试剂都为分析纯试剂．

（a）原位镍基碳纤维

（b）浸渍镍基碳纤维

图 1 镍基碳纤维的电镜扫描结果
Fig.1 SEM images of in-situ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and impregnated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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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上．而浸渍镍基碳纤维则发生纤维断裂现象，可能
是浸渍过程中以及浸渍完成以后继续焙烧造成的断
裂．同时，可以发现断裂的纤维片段有发生团聚的现
象，可能是由于分散在纤维表面的金属粒子在焙烧过
程中烧结导致的纤维片段的团聚，这一现象使得浸渍
法所制备的催化剂在后续 CO2/CH4 重整过程中的稳
定性较差．
2.2 H2-TPR 结果
焙烧温度是影响催化剂催化性能的主要因素之
[3]
一 ．为了确定焙烧温度对催化剂制备过程的影响，
进行了 400,℃、450,℃和 500,℃情况下的 H2-TPR 分
析．图 2 为不同焙烧温度处理后的浸渍镍基碳纤维
的 H2-TPR 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到，碳纤维上 NiO 的
还原峰在 500,℃左右，且随着温度的升高，峰宽逐渐
增大，主要是由于 500,℃焙烧以后，碳纤维表面硝酸
镍的焙烧更完全，且分散度增加 [4] ．同时，还可以看
到，在 400,℃焙烧 2,h 后，镍基碳纤维的还原峰有 4
个，可能是由于焙烧温度较低，焙烧不完全，导致碳
纤维表面产生 NiO 的不同形态．当温度升高，硝酸镍
分解完全的情况下，还原峰的个数减少，说明此时硝
酸镍分解较为彻底，镍基碳纤维表面 NiO 的形态减
少，且分散性增加，更加有利于催化重整反应的进行.
通过不同焙烧温度所得镍基碳纤维的 H2-TPR 谱图，
可以得出，在 500,℃焙烧 2,h 以后，催化剂金属分散
性较好，更有利于还原，后续重整实验中催化剂制备
过程中采用 500,℃焙烧．

碳纤维多，使得其还原峰面积大．但是，其还原温度
较原位碳纤维低．说明浸渍所得催化剂在 500,℃焙
烧以后 Ni 粒子与碳纤维的结合作用不如原位镍基碳
纤维强．甲烷/二氧化碳重整所需的反应温度较高，催
化剂在高温下很容易烧结[5]．同时，原位合成金属基
碳纤维能够很好地分散并固定在碳纤维表面，使得在
甲烷/二氧化碳重整反应中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因此，
选择与载体结合较强的原位镍基碳纤维做后续的催
化性能评价．

图 3 不同镍基碳纤维 500,℃焙烧 2,h 后的 H2-TPR 谱图
Fig.3 H2-TPR profiles of different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s after calcination for 2 h at 500,℃

2.3 催化性能评价
为了反映不同制备条件下镍基碳纤维催化剂的
活性，选择如下 3 个指标对催化剂进行活性评价[6]．
不考虑积碳的情况下，CH4 转化率计算公式为
xCH4 =

0
FCH
− Fout yCH4
4
0
FCH
4

× 100%

CO 选择性计算公式为
SCO =

f CO
× 100%
f CO + f CO2

H2 收率计算公式为
YH2 = SH2 xCH4 × 100%

图 2 不同焙烧温度处理后的镍基碳纤维 H2-TPR 谱图
Fig.2 H2-TPR profiles of nickel based carbon fibers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alcination temperatures

在确定催化剂的焙烧温度以后，需要进一步确
定催化剂的还原温度．图 3 为两种不同制备方法下
所得镍基碳纤维经过 500,℃焙烧 2,h 以后的 H2-TPR
图谱．从图中可以看到，两种镍基碳纤维都有多于 2
个 NiO 形态的存在形式．同时，浸渍碳纤维的还原峰
主要集中在 450,℃左右，浸渍碳纤维还原峰的面积较
原位碳纤维大，这主要是由于浸渍镍基碳纤维中镍的
氧化物主要集中在载体表面，并且其含量较原位镍基
— 56 —

图 4 反映了两种镍基碳纤维催化甲烷和二氧化
碳重整过程中不同温度对甲烷转化率的影响．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种催化剂下，甲烷转化率随温度的改
变趋势一致，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这主要是强
吸热反应，温度的升高有利于此反应的进行．同时可
以看到，在温度大于 900,℃以后，原位镍基碳纤维在
镍含量为 1%,时即可达到浸渍镍基(20%,)碳纤维的
催化效果，CH4 转化率达到 60%,，这主要是碳纤维为
憎水性材料，浸渍过程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7] ．同时，
随着温度的升高，由于镍粒子与碳纤维的作用不强，
导致催化剂发生烧结，影响了其催化效果．这在 H2TPR 中已经得到验证．而对于原位镍基碳纤维，随着
温度的升高，纤维依然保持原貌，同时，由于镍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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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纺丝液而嵌在细纤维上，使得 1%,的镍不但能够
全部均匀地分散在碳纤维上，还由于两者之间较强的
相互作用，使得催化剂活性一直存在，没有发生烧结
现象，才能保持其甲烷转化率在温度大于 900,℃以后
超过浸渍镍基碳纤维．与文献中以 SiO2 和 Al2O3 位
载体的催化活性相比，甲烷转化率不高，但主要是因
为 Ni 的含量较少，但本文提出的制备方法所得催化
剂的稳定性较 SiO2 为载体时的催化剂好，这在后面
的寿命评价中可以得到证明．

果较差，此时主要是 CH4 裂解产生氢气．850,℃以
后，氢气产率呈明显增加趋势．同时，原位镍基碳纤
维的催化效果一直高于浸渍镍基碳纤维．但即使
950,℃以后，H2 产率依然和 CH4 转化率不一致，导致
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生成的 H2 与 CO 发生水煤气
变换反应使得氢气产率较低[8-9]．

Fig.6

Fig.4

图 4 温度对甲烷转化率的影响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methane conversion rate

图 5 反映了两种镍基碳纤维催化甲烷和二氧化
碳重整过程中，不同温度对 CO 选择性的影响．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种催化剂下，CO 选择性随温度的改
变趋势一致，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CO 的生成
与 CH4 的转化趋势保持一致，同样的，原位镍基碳纤
维一开始的催化效果不如浸渍镍基碳纤维，但是随着
温度升高，在 950,℃时已超过浸渍镍基碳纤维，保持
了优异的催化性能．这主要是因为一开始时，浸渍催
化剂表面 Ni 含量较原位催化剂多，但随着温度升
高，金属粒子 Ni 发生烧结，使得活性组分相对降低．

Fig.5

图 5 温度对 CO 选择性的影响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selectivity of CO

图 6 反映了两种镍基碳纤维催化甲烷和二氧化
碳重整过程中不同温度对 H2 产率的影响．从图中可
以看出，两种催化剂下，H2 产率随温度的改变趋势一
致，都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升高．850,℃之前，氢气产
率不足 5%,，可能是由于 850,℃之前催化剂的催化效

图 6 温度对 H2 产率的影响
Effect of temperature on the yield of H2

为了进一步了解两种方法制备催化剂的稳定性，
选择 0.1,g 催化剂，进气 CH4/CO2 体积比为 0.67，空
气流速为 15,L/(g·h)，在 850,℃时，通过测定不同时
间(每隔 10,min 取一次样)的 CH4 转化率来进行寿命
评价，所选催化剂均为新鲜催化剂，其结果如图 7 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浸渍法制备的催化剂一开始的
CH4 转化率较原位法高，达到 25%,左右，经过 50,min
以后，CH4 转化率迅速降低，不到 100,min，CH4 转化
率已经低于 10%,，这主要是因为在 850,℃时，浸渍法
所制备催化剂金属活性组分镍很容易团聚、烧结，使
得其活性迅速降低．而对于原位镍基碳纤维催化剂，
在 200,min 以内，均能很好地保持其催化活性，与前
面的 H2-TPR 结果相吻合，也说明本文提出的原位镍
基碳纤维可以利用．

图 7 850,℃时 CH4 转化率随时间的变化对比
Fig.7 Comparison of CH4 conversion rate with time at
850,℃

3 结 论
(1) 原位镍基碳纤维能够更好地保持纤维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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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状结构，随着温度升高，不容易发生断裂现象．
(2) 通过 H2-TPR 分析可以得出，随着焙烧温度
的提高，硝酸镍的分解逐渐彻底，同时镍粒子在碳纤
维表面的分散性逐渐增加．500,℃焙烧情况下所得催
化剂的硝酸镍分解最彻底．
(3) 进行两种催化剂的 H2-TPR 实验发现，原位
镍基碳纤维中 Ni 粒子与载体的相互作用更强．
(4) 在对两种制备方法得出的镍基碳纤维进行
催化剂性能评价时，发现尽管原位镍基碳纤维的镍含
量只有 1%,，但其催化效果更好，相当于相同镍含量
的浸渍碳纤维催化效果的 20 倍．
(5) 在进行稳定性评价时，浸渍法制备催化剂在
50,min 以内活性迅速降低，而原位镍基碳纤维在
200,min 仍然保持较稳定的催化活性．但是，由于镍
含量比较少，使得催化剂的催化效果较其他已经研究
成熟的催化剂不明显．同时，由于本文所提出的材料
中含有碳材料，使得载体参与反应．
因此，后续还将继续研究镍不同含量时对催化效
果的影响，空速以及双金属时对催化剂催化效果的影
响，且考虑选择双载体催化剂对 CH4/CO2 的重整进
行研究，从而降低载体参与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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