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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甲烷的动力学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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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甲烷的动力学过程，结合实验数据，

建立了低温下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甲烷的详细反应动力学机理．与实验结果相比，该动力学机理可准确预测甲烷
重整反应中甲烷转化率及各产物选择性的变化趋势．通过模拟研究了甲烷的放电特性，根据建立的机理研究获得
反应路径并对积碳进行了深入分析，为等离子体与催化剂协同甲烷重整反应的机理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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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tic Mechanism of Methane Conversion Assisted by
Non-Equilibrium Plasma
Sun Jintao，Chen Qi，Guo Yuanwei
(School of Mechanical，Electronic and Control Engineering，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A combination of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the kinetic process of
plasma assisted methane reforming．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a detailed kinetic mechanism of plasma reforming of methane at low temperature was established．Compar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the kinetic
mechanism can accurately predict the methane conversion rate and the change trend of each product in methane
reforming reaction．The discharge characteristics of methane were studied by simulation，the reaction pathway
diagram was obtained，and then the carbon deposition was deep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mechanism．This study
laid a foundation for reforming reaction mechanism and catalyst catalytic methane plasma.
Keywords：methane；non-equilibrium plasma；light carbon hydrocarbons；reaction mechanism

甲烷的 C—H 键的键能高达 435,kJ/mol，热力学
性质非常稳定，因此如何使稳定性极高的甲烷分子活
化并转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然而常
规的方法难以实现温和条件下甲烷的有效活化，非平
衡等离子体电子温度非常高，具有足够高的能量使甲
烷分子激发、离解、电离，而气相主体却保持较低的
温度，实现温和条件下甲烷的活化．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重整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一
定进展．Malik 等 [1] 认为等离子体重整甲烷过程中，
CH4 转化为 C2 烃遵循 Plausible 机理：CH4 首先转化
为 CH3、CH2、CH 和 H 等自由基，随后发生 C2 烃的
生成和消耗，最终产物取决于 C2 烃的生成-消耗平衡.
Shigeru 等[2]采用氢的同位素法及光谱诊断对非平衡
脉冲等离子体进行研究，检测到原子 C、C2 烃及 H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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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莫散射，推测 CH4 首先离解为 CH3、CH2、CH 及
C，C2H2 是由 CH 及 C2 烃形成的，并且提出了非平衡
等离子体重整 CH4 制取 C2 烃的反应路径．Kim 等[3]
研究了甲烷在介质阻挡放电中的反应途径：CH4 →
C2H6 → C2H4 → C3H8 → C3H6 ；CH4 → C2H6 → C2H4 →
C2H2．朱爱民等[4]证实等离子体作用下 CH4 形成 CHx
自由基的同时会产生 H 自由基，H 自由基会在催化
剂表面活性点与 CHx 自由基发生复合反应 H＋CH→
CH2 ，H＋CH2 →CH3 ，H＋CH3 →CH4 ；同时存在 CHx
自由基的复合反应 CH3 ＋CH3 →C2H6 ，CH2 ＋CH2 →
C2H4 ，CH＋CH→C2H2 ．Zhang 等 [5] 采用发射光谱原
位诊断技术对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 CH4 制取 C2 烃反
应中若干激发态物质进行诊断，依据激发态物质检测
结果、气相色谱反应产物分析结果及等离子体特性，
推断了等离子体重整 CH4 制取 C2 烃的自由基反应历
程．徐春蕾等[6]提出高能电子通过非弹性碰撞将能量
传递给 CH4 分子，导致 CH4 分子活化成激发态分子
CH4*，然后产生若干 CHx 活性自由基，不同 x 的 CHx
进一步复合偶联成 C2 烃类．但是对机理的研究仅限
于 C2 烃或对 C3 烃的机理不够详细．
本 文 采 用 介 质 阻 挡 放 电 (dielectric barrier discharge，DBD)低温等离子体重整甲烷，为了提高目的
产物的选择性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需要对 DBD 重
整甲烷的反应机理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实验的方法
研究低温(373～573,K)时重整过程的转化率及其产
物的选择性，为反应机理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持．然后
构建了一个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甲烷制取低碳烃的
详细反应机理，并结合实验数据对其进行修正和完
善．最后根据路径通量分析方法得到非平衡等离子
体重整甲烷制取低碳烃的路径图，并对积碳的动力学
机理进行分析．

1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见图 1．反应物为甲烷，氦气作为浴
气，甲烷与氦气的流量比为 2∶8．甲烷和氦气流量通
过质量流量控制器控制，掺混均匀后进入反应器.
DBD 反应器采用同轴式-管式电极结构，为满足可视
性要求和温度要求，采用石英玻璃作为阻挡介质，放
电区域长 19,mm，放电间隙为 3,mm，放电区域体积
为 1.25,cm3．反应器加热炉为 Thermal Scientific 产
品，并利用温度控制器控制加热温度，保证温度稳定
为 373,K、473,K 和 573,K．反应器输入功率由射频电
源 (Ceaser RF Power Generator) 控 制 ，频 率 为
13.56,MHz，总有效输入功率为 20～100,W(功率间隔

为 10,W) ．反 应 器 出 口 处 气 体 利 用 气 相 色 谱 仪
(Inficon 30000,Micro GC)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1—氦气瓶；2—甲烷气瓶；3—质量流量控制器；4—阀门；5—
进气口；6—铜棒；7—铜电极；8—示波器；9—射频电源；10—
电容；11—出气口；12—真空泵；13—气相色谱仪；14—发射光
谱仪；15—计算机

Fig.1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实验中采用甲烷转化率和产物选择性对实验结
果进行表征，其定义如下：

χ CH =
4

SH2 =
S Cm H n

转化的甲烷摩尔数
× 100%
输入的甲烷摩尔数

生成的氢气摩尔数
× 100%
2 × 转化的甲烷摩尔数
m × 生成的C m H n摩尔数
=
× 100%
转化的甲烷摩尔数

(1)
(2)
(3)

2 动力学机理的构建
在放电区域高能电子与甲烷分子发生非弹性碰
撞，产生振动激发态物质、自由基和离子等．其中自
由基参与的反应在甲烷转化中占主导地位，离子在反
应中几乎不起作用[7]．反应机理不考虑振动激发态物
质，因为它们的能量不足以导致分子的分解并且在混
合气中的动力学特性并不重要．负离子和复杂正离
子在等离子体中的浓度很低并且寿命很短，因此也忽
略不计．由于中间物质与反应物和 He 相比浓度很
低，所以不考虑电子与中间物质的碰撞反应．
机理主要围绕氢气和低碳烃的产生过程进行构
建和优化[8]，高碳烃 C4 的产生主要采用数个反应方
程代替，并对其 Arrhenius 系数进行部分修正．
等离子体重整甲烷中的电子碰撞反应以一定的
概率发生在高能电子群内．为了求得电子碰撞反应
的反应速率常数，首先基于电子碰撞截面数据，利用
BOLSIG＋软件，求解 Boltzmann 方程，得到电子能
量分布函数 f 0 ，根据公式(4)得到电子碰撞反应速率
常数 f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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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k = γ ∫ εσ k f 0 d ε

(4)

0

式中：γ 为常系数，γ = ( 2e / me ) ；ε 为电子能量；σ k
1/2

为电子碰撞过程 k 的碰撞截面．
电子作为一种普通的气相组分参与反应．He 的
电子碰撞横截面数据从在线数据库[9]获得，CH4 离解
反应的电子碰撞截面数据根据 Janev 等[10]提供的方
法计算得到，CH4 电离反应的电子碰撞截面数据引用
文献[11]中的数据．带电粒子之间的反应速率常数通
过数据库查询得到 [12] ，自由基的反应速率常数通过
文献[13]查询得到．最终构建一套包含 224 个反应及
38 种组分的详细反应机理，详细动力学机理所包含
的物质见表 1．
表 1 详细动力学机理所包含的物质
Tab.1 Particles included in detailed kinetic mechanism
粒子类型

标记

数量

CH 3 ，CH 2 ，CH，H，C 2 H，C 2 H 3 ，C 2 H 5 ，
自由基

a-C3H3 ，p-C3H3 ，a-C3H5 ，t-C3H5 ，s-C3H5 ，

15

图 2 He/CH4 等离子体的发射光谱
Fig.2 Emission spectra to illustrate the formation of intermediate species in He/CH4 plasma

3.2 电子能量损失分布
混合气放电所需的能量来自于电子通过电场加
速获得的能量，高能电子与各种粒子碰撞使基态分子
或原子受激发到各种激发态，当电子能量较高时还会
使分子发生离解和电离．图 3 是通过求解玻尔兹曼
方程得到的混合气放电时的电子能量损失分布．

i-C3H7，
n-C3H7，
i-C4H9
带电粒子
激发态物质

e，
He+，
CH5+，
CH4+，
CH3+，
CH2+，
H2+

7

He(23S)

1

He，CH 4 ，C 2 H 2 ，C 2 H 4 ，C 2 H 6 ，a-C 3 H 4 ，
中性粒子

p-C 3 H 4 ，C 3 H 6 ，c-C 3 H 6 ，C 3 H 8 ，H 2 ，C，

15

i-C4H8，
c-C4H8
n-C4H8，

3 结果与讨论
3.1 He/CH4 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利用发射光谱对等离子体的光学发射特征进行
原位测量．在波段 179～874,nm 内，测得 He/CH4 混
合气在输入功率为 20～100,W、气压为 0.013,MPa、
He/CH4 流量比为 8∶2 条件下的发射光谱，见图 2，
其中光谱仪的分辨率为 0.1,nm，积分时间设定为 1,s.
通 过 与 NIST 数 据 库 进 行 对 比 ，初 步 诊 断
He/CH4 等离子体的光学发射光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谱线：He(492.2,nm，501.6,nm，587.6,nm，667.8,nm，
706.5,nm)、CH(388.9,nm，431.4,nm)、H(656.2,nm)、
C+(723.3,nm)．这些谱线的产生对应着 CH4 的电子
碰撞离解和电离反应：e＋CH4→e＋CH＋H2 ＋H，
CH4＋e→2e＋C+＋2H2．实际上 CH4 的电子碰撞离解
也会产生 CH3、CH2 等基团，但 CH3、CH2 的激发态发
射波长在红外区，不在本实验所采用的方法检测范围
内．此外还有一些基团由于其寿命非常短会迅速转
化成寿命长的基团而无法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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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4 和 He 的弹性和非弹性碰撞过程

（b）CH4 各电子碰撞过程

图 3 He/CH4 等离子体中各电子碰撞过程能量损失比例
随约化电场的变化
Fig.3 Electron energy fractions deposited into the different molecular degrees of freedom as functions of
reduced electric fields for He/CH4 plasma

He/CH4 混合气放电时弹性碰撞的能量损失比例
很小．因为 CH4 存在能量阈值很低的振动能级，当电
子能量达 0.136,eV 时便可激发振动能级，而振动能
级的电子能量损失远大于弹性碰撞时的能量损失．
图 3 中显示，电子碰撞 He 的能量损失比例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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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3.5%,，因此在放电过程中 He 几乎不与 CH4 竞争
夺取能量．在约化场强较低时，能量主要用于 CH4 的
振动激发，随着约化场强增大，用于 CH4 的振动激发
能量随之下降，最终趋于 2%,左右，只有很少的一部
分能量被耦合到 CH4 的振动激发，因此在详细机理
中忽略 CH4 的振动激发态是合理的．当约化场强小
于 60,Td 时，电子主要趋近于低能量区，而电子分布
也更接近于 CH4 离解的离解能，因此用于激发 CH4
离解的能量高于电离 CH4 的能量．当约化场强大于
60,Td 时，随着约化场强的增大，低能电子数量减少，
分布向高能电子区扩展，此时，电子的分布更接近于
CH4 电离的电离能，因此用于电离 CH4 的能量高于激
发 CH4 离解的能量．而且随着约化场强的增大，激发
CH4 离解和电离的能量损失趋于稳定．
3.3 机理有效性的验证
图 4、5 和图 6、7 分别为输入功率对 CH4 转化率
和 C2、C3 烃选择性的实验和模拟结果的对比．在不
同工况下详细机理计算得到的 CH4 转化率与实验结
果的误差在 5%,左右；C2、C3 烃选择性与实验结果的
变化趋势一致．但是工况 0.049,MPa-373,K-20,W 时
的模拟结果误差很大，这是因为实验条件下 CH4 并
没有被等离子体活化分解，而详细机理的计算数据显
示 CH4 的重整反应发生，因此出现上述误差．

图 4 0.013,MPa 时 CH4 转化率实验结果与模拟结果对比
Fig.4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CH4 conversion at 0.013,MPa

图 5 0.049,MPa 时 CH4 转化率实验结果与模拟结果对比
Fig.5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CH4 conversion at 0.049,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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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该详细机理能够准确预测不同工况下
的 CH4 转化率及 C2、C3 烃选择性的变化趋势，除几
个特殊工况外，CH4 转化率，C2、C3 烃选择性的误差
均在 10%,以内．但是 H2 的误差较大，在 30%,范围
内，这可能是因为详细机理只考虑了高能电子对 CH4
的离解电离，而没有考虑高能电子与生成物之间的离
解和电离反应．

图 6 0.013,MPa 时 C2、C3 烃选择性实验与模拟结果对比
Fig.6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C2、C3 hydrocarbon selectivities at 0.013
MPa

图 7 0.049,MPa 时 C2、C3 烃选择性实验与模拟结果对比
Fig.7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for C2 、C3 hydrocarbon selectivities at
0.049,MPa

3.4 等离子体重整甲烷制取低碳烃的反应路径
通过对各物质的生成消耗路径进行分析，得到工
况为 0.013,MPa-373,K-60,W 时的反应路径，如图 8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CH4 的消耗主要是放电过程的
电子碰撞离解和电离，少部分 CH4 的消耗通过自由
基反应消耗．CH4 离解主要生成 CHx(x＝0～3)、H 等
自由基，CH 4 电离生成 CH +4 、CH 3+ 等离子．CH +4 与
CH4 反应生成 CH 5+ ，CH 5+ 与电子重组主要生成 CH3，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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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部分生成 CH 4 、CH 2 、CH 等基团(图中省略了
CH )；CH 与电子重组主要生成 CH，一小部分生成
+
5

+
3

CH2；可见电子碰撞 CH4 电离生成的正离子全部变为
活性自由基．CH3 自由基是 CH4 与电子碰撞过程生
成最多的 CHx(x＝0～3)自由基，75.3%,的 CH3 通过
反应 H＋CH3(＋M)＝CH4(＋M)生成 CH4，这也是
CH4 最主要的生成来源；23.3%,的 CH3 自由基发生偶
联反应生成 C2,H6．CH2 自由基的主要消耗过程为与
H 基发生反应 CH2＋H＝CH＋H2 生成 CH 自由基，

Fig.8

占 CH2 消耗的 81.7%,，这个反应也是 CH 自由基最主
要的来源．相对 CH3、CH2 而言，CH 自由基的消耗路
径较多，53.4%,的 CH 自由基与 CH4 反应生成 C2,H4；
25.6%,的 CH 自由基与 C2,H6 反应生成 C3,H6；8.5%,的
CH 自由基与 H2 反应生成 CH3．6.6%,的 CH 自由基
与 H 反应生成原子 C，这也是积碳最主要的生成
反应．
对于 C2、C3 烃及 C2、C3 中间物质，从图中可清
晰地看到其生成消耗路径以及对应的贡献率．

图 8 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 CH4 反应路径
Reaction pathway diagram of non-equilibrium assisted CH4 reforming

3.5 积碳机理的动力学分析
等离子体重整 CH4 反应中，积碳主要来源于两
条途径：一是等离子体中的高能电子直接裂解 CH4，
使 C—H 键全部断裂后发生表面聚碳反应；二是等离
子体空间中活性基团之间的一些基元反应生成 C，C
之间的不断聚合形成积碳．
选择 50,Td、100,Td、150,Td 研究不同约化场强
对积碳量的影响，温度为 373,K，进气比例为 VHe∶
VCH ＝8∶2，气压 0.013,MPa．计算得到积碳生成反
4

应 (R2) 、(R181) 、(R218) 、(R219) 和 消 耗 反 应
(R19)、(R119)的反应速率随时间的变化，求和得到
不同约化场强下的积碳生成与消耗反应速率随时间的
变化，如图 9 所示.
积碳生成与消耗反应速率随约化场强的增大而
增大，但生成速率的增幅远大于消耗速率的增幅，反
应中产生的积碳量也随之增加．这主要是随着约化
场强增大，平均电子能量增大，CH4 的激发、离解、电
— 108 —

图 9 He/CH4 等离子体不同约化场强下积碳的生成、消
耗反应速率随时间的变化
Fig.9 Variations of production rate and consumption
rate of carbon deposition with time at various reduced electric fields in He/CH4 plasma

离变强，放电区域活性粒子数增多，自由基反应(R2)
和离解反应(R181)的反应速率相应地增大，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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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碳变多．同时在 10 7,s 时，积碳生成和消耗反应速
率相等，生成和消耗量已达到动态平衡．可得出结
论：积碳主要在放电反应的时间尺度内生成，在自由
基反应历程内，积碳的生成量为动态平衡．
积碳的生成、消耗及敏感性分析如图 10 和图 11
所示．由图 10 可知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 CH4 过程
中 ，积 碳 的 生 成 路 径 主 要 有 4 条 ：反 应 (R2) 、
(R181) 、(R218) 、(R219) ，对 应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58.4%、30.4%、7.4%、3.9%．而图 11 显示对积碳的生
成促进作用最大的是反应(R181)．根据前面的分析，
积碳的生成主要发生在放电时间尺度内，即积碳主要
是通过高能电子 e*直接碰撞 CH4 使 CH4 裂解生成原
子 C，原子 C 进一步聚合生成积碳，而自由基历程
内，积碳的生成和消耗已趋于动态平衡，因此对积碳
的生成影响作用最大的是反应(R181)．
-

(R8)：H＋C2,H4(＋M)＝C2,H5(＋M)(-71.1%)
(R119)：C＋C2,H4＝p-C3,H3＋H(-12.8%)
(R30)：CH2＋C2,H4＝C3,H6(-7.3%)
由 C2,H4 的路径分析可得，C2,H4 最主要的生成路
径是反应(R22)，贡献率为 62.5%,；另一条路径为反
应(R155)，贡献率为 30.0%,．C2,H4 的消耗路径主要
由 3 条，分别是反应(R8)、(R119)和(R30)，对应的
消耗贡献率分别为 71.1%、12.8%和 7.3%,．

Fig.12

图 10 积碳的生成消耗分析
Fig.10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alysis for carbon
deposition

Fig.11

图 12 C2H4 的生成消耗分析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analysis for C2H4

C2,H4 的敏感性分析见图 13，对 C2,H4 的生成起
促进作用的反应主要有 4 个：分别是 CH 碰撞 CH4 生
成 C2,H4 的反应 R22、电子碰撞 CH4 离解成 CH 和
CH 2 自由基的反应 R180、R179 以及 CH 4 电离成
＋
CH3 的反应 R175．这 4 个反应都与 CH 自由基相
关，说明 CH 自由基的浓度会直接影响 C2,H4 ．对
C2,H4 的消耗起促进作用的反应主要有反应(R8)、
(R209) ，其 中 反 应 (R8) 是 消 耗 C2,H4 最 主 要 的 反
应．结合 C2,H4 的 ROP 分析，在重整反应中对 C2,H4
而言，反应(R22)和(R180)是至关重要的，CH 自由
基的浓度会直接影响 C2,H4 的生成．

图 11 积碳的敏感性分析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carbon deposition

3.6 C2H4 的生成消耗和敏感性分析
C2H4 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也是主要的目标
产物．因此对 C2,H4 的生成消耗及敏感性分析具有重
要的意义．
计算得到 C2,H4 的生成和消耗路径如图 12 所
示，其对应的贡献率如下：
(R22)：CH＋CH4＝H＋C2,H4(62.5%)
(R155)：CH＋C2,H6＝CH3＋C2,H4(30.0%)

图 13 C2H4 的敏感性分析
Fig.13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C2H4

4 结 论
(1) 构建的动力学机理可准确预测不同操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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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非平衡等离子体重整甲烷转化率及 C2、C3 烃的
选择性．其中 C2,H4 的主要生成反应是 CH＋CH4＝
C2,H4＋H，对 C2,H4 生成促进作用最大的反应是 e＋
CH4→e＋CH＋H2＋H 和 CH＋CH4＝C2,H4＋H．
(2) 等离子体重整甲烷的反应中，积碳主要在放
电反应的时间尺度内生成，在自由基反应历程内，积
碳的生成量为动态平衡，反应 e＋CH4→e＋C＋2H2
是对积碳生成影响作用最大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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