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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produces a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wastes annually, most of which are treated by incineration, and the
utilization rate is very low. This paper had constructed a 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for chemical chai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waste, fo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loading capacity, promoter and baking temperature on the oxidation and catalytic
performance of NiO/NiAl2O4 oxygen carrier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reduction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results showed
this oxygen carrier had good circulation ability. After many redox reactions, the output of H2 had no obvious attenuation, and
NiO could be attached to the surface of NiAl2O4 effectively. Therefore, NiO/NiAl2O4 oxygen carrier had certain mechanical
properties, not only the pore was fine, but also the gas flew through the chain cycle reaction completely.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high-grad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was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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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中国年产大量农废物，但多以焚烧处理，利用率极低。本项目以利用农废物制高品位清洁能源H2为目标，构建
了农林废弃物热解气化学链制氢体系，重点研究了负载量、助剂、烘焙温度对NiO/NiAl2O4氧载体氧化和催化性能的影
响，以及其还原性能和物理表征的特点，发现该氧载体具有较好的循环能力，在经过多次氧化还原反应后，H2产量无
明显衰减，并且NiO能够有效附着在NiAl2O4表面上，因此该氧载体具有一定机械性能，不仅孔隙细腻，更有利于气体
流经促进链式循环反应完全。该项目的研究对农废物高品位利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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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化石能源在利用过程中，产生大量的CO2，导致
温室效应明显，据2016年11月发布的《全球碳预算报告》
统计[1]，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及工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
到363亿吨，如何减少碳排放成为全球热门话题。
随着中国农业快速发展和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可
以能源化利用的生物质总量逐年递增，目前每年可获得生
物质资源量达到3.14亿tce（吨煤当量），其中秸秆为1.70
亿tce，薪材为1.44亿tce，生物质能源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因此，农林废弃物热解气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2]。
2017年中国农业部发布1号文件[3]，提出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增强农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鼓励
各地加大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支持力度，打好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攻坚战[4]。
天然气蒸汽重整制氢（SMR）由于技术成熟、产品相
对简单等优点，仍然是目前工业上最主要的制氢方法[5]。
该技术存在反应器内部温度较高，需采用成本很高的耐高
温不锈钢材料，同时水蒸气重整反应速度慢，若要在制氢
过程中将CO2分离出来需要大量的能耗的缺陷，这对未来
大规模制氢并捕集CO2是不利。而化学链制氢技术（CLH）
采用燃料与空气非混合技术，具有CO2内分离的特点，并
且产品H2纯度高且分离简单，可以实现CO2零排放，受到
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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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金属的金属氧化物，二者比例一般为20-80wt%。它能在
两个反应器之间循环使用，反应既需要传递氧也需要传递
热量，研发适用于不同燃料的高性能氧载体是化学链制氢
技术工业化的前提。基于化学链制氢过程的高效性以及经
济性，氧载体要在燃料反应器和制氢反应器之间循环来完
成氧和能量的传递。为了使得燃料在燃料反应器中得以充
分转化，氧载体的制备及其性能优化是化学链制氢系统大
规模应用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本项目研究的重点。
2.2.1．
．氧载体的选择
目前比较受关注的活性组分是金属氧化物基氧载体，
一般来说，氧载体的金属氧化物都是过渡元素，主要是Ni、
Fe、Cu、Co和Mn及其氧化物；而惰性载体可以增强氧载
体的整体机械强度和抗烧结、磨损的能力，维持颗粒内部
孔的结构。要使氧载体的反应性能达到最好，活性组分与
惰性载体间存在一个最佳比例[9-11]。
2.2.2．
．制备工艺的选择

目前氧载体的制备工艺有：沉淀法、共沉淀法、机械
混合法、浸渍法、溶胶-凝胶法、分散法、喷雾干燥法等。
本项目主要选用共沉淀法、溶胶-凝胶法、浸渍法来制备
氧载体[12-14]。
①溶胶凝胶法
1.将制备供氧体相关金属化合物和惰性载体相关原
料根据不同配比配制成溶液并搅拌均匀。
2.使用磁力搅拌器设置一定温度边加热边搅拌上述
溶液，直至大部分溶液蒸发，形成凝胶后转入干燥箱以一
定温度干燥至干。
2．
．化学链制氢技术原理
3.将干燥后的氧载体放入马弗炉程序升温进行煅烧，
制备完成。
2.1．
．H2的制取与CO
的捕集
的制取与
2
②浸渍球法
化学链制氢装置由3个反应器组成，整个过程按照3
1.将金属化合物与完整铝球（或研碎铝球）根据不同
个步骤来进行H2的制取及CO2的捕集[16]：
质量比例混合，加入一定量蒸馏水并将其密封放入超声波
① 在还原反应器（燃料反应器）中，燃料与氧载体发
清洗器处理均匀。
生反应，燃料被完全氧化为CO2和H2O（把水蒸气冷
2.固液经超声波处理完毕后转入鼓风干燥箱以一定
凝下来即可得到纯净的CO2），同时氧载体被还原为
温度干燥。
还原态；
3.将干燥后的氧载体放入马弗炉程序升温进行煅烧，
② 还原态的氧载体进入制氢反应器（蒸汽反应器）中，
制备完成。
与通入的水蒸气发生反应产生H2，同时氧载体被部
③共沉淀法
分氧化；
1.将供氧体相关盐和惰性载体相关盐根据不同配比
③ 部分氧化的氧载体进入氧化反应器（空气反应器）
配制成盐溶液并搅拌均匀。
中，利用热空气将其完全氧化。该空气氧化步骤除
2.使用磁力搅拌器设置一定温度边加热边搅拌上述
了起到将氧载体完全氧化的作用外，还可以除去反
溶液，并以一定速率滴加氨水/碳酸铵至溶液中，调节PH
应过程中产生的积碳等副产物。
至合适值可析出沉淀物。
（蒸汽反应器和空气反应器中氧载体均发生氧化反应，
3.静置冷却溶液至室温，进行抽滤洗涤，将滤饼转入
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将空气反应器省略或将上述两
干燥箱以一定温度干燥至干。
种反应器整合为同一反应器，通过在其进气口加装三通阀
4.将干燥后的氧载体放入马弗炉程序升温进行煅烧，
连接水蒸气和空气，即可满足原本两种反应器的功能。）
制备完成。
方法分析：
2.2．
．氧载体的制备
1.溶胶凝胶法：制法简便，步骤简单，且用料配比精
目前，氧载体的制备与优化是化学链制氢的主要研究
确，但耗时较长；制得的氧载体样品呈红褐色带晶体状，
方向之一。氧载体一般由供氧体和载体组成，供氧体为过
成色美观，硬度适中，缺点是催化活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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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浸渍法：制法最简便，操作步骤最少，但是得到的
样品配比不够精确；制得的氧载体样品呈红褐色球状/红
褐色大颗粒状，硬度最大，缺点是铝球/铝颗粒上附着的
活性物质粉末易脱落。
3.共沉淀法：制法较简便，虽pH调配难度大且具有不
确定性，但是用料配比精确；制得的氧载体样品呈砖红色
土粉状，缺点是样品易碎成粉末。

3．
．NiAl2O4负载NiO的氧载体氧化性能实验结果
的氧载体氧化性能实验结果
负载
与分析
在本实验中，各项参数设定为床层温度为850°C，N2
流量为90ml/min，CH4流量为10ml/min，变量主要为负载
量、助剂、焙烧温度等，主要比较CO2平均百分比含量。
3.1．
．负载量对NiO/NiAl
负载量对
2O4氧载体氧化性能的影响
在本实验中，各项参数设定为床层温度为850°C，
N2 流 量 为 90ml/min ， CH4 流 量 为 10ml/min ， 焙 烧 温 度
900°C的 条 件 下 ， 通 过 一 系 列 实 验 研 究 负 载 量 分 别 为
20wt%、40wt%、60wt%、80wt%制得的氧载体对CH4 化
学链燃烧的影响。
分析图1（a）、（b）、（c）、（d）可得，随着负
载量的提高，催化剂的最大催化效率也随之提高，在相同
CH4流速的情况下，通气5min是负载量为20-80wt%的氧载
体 对应 的 CO2 的 气 体 相对 百 分比 含 量 分 别为74.95% 、
91.21%、96.91%和93.09%，可以看出，除了负载量为80wt%
时CO2的相对百分比含量有所下降，其他几种都随着负载
量的提高而提高，这表明随着负载量增加，甲烷的转化率
先增加后降低，在负载量为60wt%时达到最高，转化率为
96.90%。

分析氧载体的持续时长可知，负载量为20wt%的氧
载体反应到25min时，CO2 的相对百分比含量已经降至
1.44%，而对于负载量为40wt%氧载体，降到同样水平的
CO2的相对百分比含量的时长为30min，负载量为60wt%
和80wt%的氧载体需要35min。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推测负载量不同导致氧载体催化
性能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负载量过低时，并不能充分
利用载体的孔隙，导致催化效率低，催化时长短，但随着
负载量的增加，也使得活性组分更加容易烧结和积碳，因
此负载量60wt%和80wt%之间催化时长差距并不明显，因
此综合经济效益进行考虑，决定选择负载量为60wt%进行
下一步实验[15]。
3.2．
．助剂对NiO/NiAl
助剂对
2O4氧载体催化效果的影响
在本实验中，各项参数设定为床层温度为850°C，N2
流量为90ml/min，CH4流量为10ml/min，负载量为60wt%，
焙烧温度900°C的条件下，改变助剂种类。
比较图2 (a)、(b)数据可知，在甲烷转化率最高的时
候，即反应时间为5min的时候，助剂为Fe的氧载体CO2
的相对百分比含量98.71%，高于Mn的89.82%；随着反
应的进行，NiO/NiAl2O4 活性氧逐渐减少，同时催化效
率也降低，CH4完全反应，生成少量的H2，CO，并随着
反应的进行H2 相对百分比含量越来越高；在35min的时
候，助剂为Mn的氧载体CO2相对百分比含量为3.2%，略
高于Fe的2.7%。
综合以上数据并查阅文献可知，铁基氧载体的反应
活性较低，氧转移能力和甲烷转化能力都不强，但具有
较强的抗积碳能力，而镍基氧载体反应活性高，但容易
积碳[15]，因此在Fe的协同作用下，提高NiO/NiAl2O4
抗积碳能力，延长催化剂寿命，Mn虽然也有助于增强
氧载体抗烧结能力，但由于Fe的成本较低，而且对环境
无害，因此综合各种因素考虑选用Fe为助剂进行后续实
验。

（a）负载量80wt%
图1 负载量对气体组分的影响。
（a）助剂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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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助剂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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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焙烧温度700°C

图2 助剂对气体组分的影响。

3.3．
．焙烧温度对NiO/NiAl
焙烧温度对
氧载体催化效果的影响
2O4氧载体催化效果的影响
在本实验中，各项参数设定为床层温度为850°C，N2
流量为90ml/min，CH4流量为10ml/min，负载量为60wt%
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焙烧温度进行研究。
通过图3（a）、（b）、（c）、（d）可以看出，在
900°C焙烧得到的NiAl2O4 浸渍后制得的NiO/NiAl2O4 具
有相对其他焙烧温度较高的催化活性，最高CO2的相对百
分比含量96.91%，而且反应到30min时CO2的相对百分比
含量还有9.95%，相比之下，600°C、700°C和800°C环境
下焙烧的，其持续时长比900°C焙烧的短，25min时CO2
的相对百分比含量分别为0.42%、4.45%和11.63%，可以
看出，随着焙烧温度的提高，NiO/NiAl2O4催化效果越好。
CH4百分比含量几乎为0，说明CH4完全参与反应，从CO
的相对百分比含量比较明显可以推测，随着反应的进行，
氧载体含氧量逐渐减少，CH4没能与NiO反应就发生了分
解反应导致碳沉积。

（c）焙烧温度800°C

（d）焙烧温度900°C
图3 焙烧温度对气体组分的影响。
（a）焙烧温度600°C

综合以上数据并查阅资料发现，温度越高，NiO和
Al2O3 合成NiAl2O4 比例也越高，因此推测600°C焙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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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l2O4 ，在反应温度为850°C的固定床中，NiO和Al2O3
继续NiAl2O4，降低了催化剂活性组分的比例，从而降低
整个氧载体的反应活性。而直接900°C焙烧可以提前使
NiO和Al2O3向NiAl2O4转化，尽可能降低在试验过程中NiO
向NiAl2O4转化，提高催化效率和性能。
3.4．
．NiO/NiAl2O4的还原态氧载体还原性能研究
在本实验中，各项参数设定为床层温度为750℃，N2
流量为90ml/min，H2O（g）流量为10ml/min，主要比较各
次反应生成H2的平均百分比含量。
反应进行每隔2分钟收集1次气体，每次反应共收集5
次气体；对氧载体进行多次氧化还原反应，并分别在各次

反应中收集气体，以检测还原态氧载体在多次反应过后制
氢性能的衰退情况。
表1中展示了氧载体在经过第1次、5次、10次氧化还
原反应后，通入H2O（g）制H2过程中，H2的产量变化。
通过表2可知，在第10次反应经过4min时最高H2的相对百
分比含量为96.09%，H2纯度高；8min内H2含量保持在80%
左右；而8min后H2开始大幅下降，可知此时还原态氧载
体已被大量氧化并逐渐失活。排除积炭等因素影响，氧
载体在经过多次氧化还原反应后，H2产量并没有明显衰
减现象，可知还原态氧载体的还原性能良好，具有较好
的持续循环能力。

表1 氧化还原次数对H2产量的影响。
反应时间
氧化还原循环次数
第1次
第10次
第20次

2min
H2的相对百分比含量
96.37%
96.02%
94.63%

4min

6min

8min

10min

96.02%
85.01%
96.09%

83.29%
80.11%
92.37%

85.04%
78.54%
79.12%

77.54%
71.67%
75.92%

3.5．
．NiAl2O4负载NiO的氧载体物理表征
的氧载体物理表征
负载
本项目氧载体的物相组成测试由X射线衍射仪完成
[17]。主要目的是分析氧载体的晶体结构以及对其物相进
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原理是在一定波长的X射线照射下，

每种晶体物质都只产生自己特有的衍射特征峰。图4为X
射线衍射仪处理分析系统分析得到的衍射图，分析衍射图
上的衍射峰值可知，样品的物相只由NiO和NiAl2O4结构组
成而没有其他物质参杂。

图4 X射线衍射分析图。

对氧载体的电镜扫描在场发射扫描电镜分析仪器上进行，主要观察氧载体表面的结构形貌和各部分的细节。图5
为场发射扫描电镜扫描下NiAl2O4负载NiO的氧载体。分析可知，表面颗粒状物质为NiO活性成分，底层物质为NiAl2O4
惰性载体。NiO能够有效附着在NiAl2O4表面上，其颗粒物大小适中，分布均匀，颗粒与颗粒间空隙较小；NiAl2O4结构
稳定，具有一定机械性能，减少反应损耗，且孔隙细腻，有利于气体流经并反应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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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镜扫描下的NiO/NiAl2O4氧载体。

4．
．结论
致谢
相较于以金属氧化物作为惰性载体的传统氧载体，本
项目以尖晶石为载体的氧载体，通过控制相应的合成条件
以获得具有硬度较高的介孔结构的镍铝尖晶石，并负载氧
化镍作为主要供氧体，而尖晶石同样可起到辅助供氧的作
用，形成双供氧体系。故对比传统氧载体，本氧载体具有
更好的机械稳定性和化学活性。
针对农林废弃物利用率低的现状，提出了利用农林废
弃物热解挥发份化学链循环重整制纯H2 协同CO2 减排的
技术路线，实现农林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利用氧载体的
反应特性，免去了氢气复杂的分离提纯步骤，也能更简单
实现二氧化碳的收集、提纯与捕获，实现纯氢气的制备和
纯二氧化碳的捕捉，达到节能减排的功效。本研究对农林
废弃物连续热解产物链式循环制纯氢气协同二氧化碳减
排关键技术的研究具有长远良好的发展前景，对促进农林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706074），广东省科技
计划项目（2015B020237010、2016A020221028）的阶段
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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