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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化时 间及母液 循环对 SAPO-34 分子筛合 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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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二乙胺为模板剂采用传统水热法制备 SAPO-34 分子筛, 研究了不同晶化时间下分子筛晶体结构与形貌
的变化。以 X 射线衍射仪 (XRD) 与扫描电镜 (SEM) 测试结果确定最佳产物并回收所得晶化母液。以此为初始凝胶
环境, 在不添加有机模板剂的条件下补充原料制备 SAPO-34 分子筛。确定了最佳晶化时间, 并对两种合成方法所得
最佳产物进行了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FTIR) 与氨气程序升温脱附 (NH3 -TPD) 测试。结果表明, 在 200 ℃ 条件下传统
水热法需 48 h 得到最佳产物, 母液循环法仅需 36 h, 晶化速度更快。两种方法制备所得分子筛具有相似的骨架结构
与酸性, 证明母液循环在保证产物一致的前提下加快了制备速度, 实现了母液的循环回用与分子筛的绿色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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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PO-34 molecular sieve was prepared by traditional hydrothermal method with diethylamine as the template, and
the changes of the molecular sieve crystal structure and morphology under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 were studied. The X-ray
diffractometer (XRD)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test result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best product and recover the
crystallization mother liquor. Using mother liquor as the initial gel environment, the SAPO-34 was prepared by supplementing raw
materials without adding organic templates, and the optimal crystallization time was determined.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FTIR) and ammonia desorption by programmed temperature (NH3 -TPD)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both optimal products of the two
synthetic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hydrothermal method takes 48 h to obtain the best product at 200 ℃, while
the mother liquor recycling method only needs 36 h, which has faster crystallization speed. The molecular sieves obtained by the two
methods have similar skeleton structures and acidity, which proves that the mother liquor recycling method accelerates the preparation
speed while ensuring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roducts, and realizes the mother liquor reuse and green synthesis in the meantime.
Keywords: SAPO-34 molecular sieve; crystallization time; mother liquor; re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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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循环回用晶化母液制备多级孔

SAPO-34 分子筛, 经 4 次循环后仍有较高收率, 并
SAPO 系列分子筛于 20 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联

保持了优异的 MTO 催化活性。Liu 等 [11] 对晶化母

合碳化物公司 UCC 研发, 通过将硅 (Si) 元素以一定

液进行回收后, 少量添加三乙胺即可诱导制备中孔

比例引入传统 AlPO 分子筛中, 对骨架中的磷 (P)、

SAPO-34 分子筛, 并延长了分子筛的催化寿命与选

铝 (Al) 原子进行部分替代, 实现了对分子筛微孔结

择性。Bakhtiar 等 [12] 以吗啉为模板剂通过添加晶化

构与酸性的可控调节。SAPO-34 分子筛作为该系列

母液控制晶体生长, 得到了尺寸更小、结晶度更高的

中的一员, 拥有独特的八元环孔道体系与天然菱沸

SAPO-34 分子筛。曹迎倩 [13] 对不同模板剂下产生

石 CHA 拓扑结构, 其骨架由

SiO2 、AlO−
2

和

PO+
2

3

的母液进行循环回收并制备出 SAPO-34, 证实母液

种四面体相互交联构成, 具有杰出的水热稳定性与

中残留小晶粒可作为晶种诱导分子筛的合成。Bing

适中的酸性。这些结构与特性使得 SAPO-34 分子筛

等 [14] 对反应后剩余晶化母液进行回用, 利用经济

在甲醇制烯烃 (methanol-to-olefins, MTO) 反应中具

绿色的方法成功制备了 Cu-SAPO-34, 且母液经 3 次

有较高的产物选择性与较好的催化活性 [1] 。随着近

循环后制备的分子筛仍具有较高的 NH3 –SCR 催化

些年世界工业体系的快速发展, 石油及相关化工原

活性。

料需求巨大, 而面对国际石油价格不断快速上涨的
窘境, 以及储量有限、国际形势巨变与供应链波动
带来的能源紧张, 各国都陷入了对传统石油化工产
业链的深层思考。乙烯、丙烯等低碳烯烃作为现代
化工的重要原料, 主要是由石油裂化的传统工艺制
得。SAPO-34 分子筛在 MTO 反应中优异的选择催
化性能为替代石油制取烯烃开辟了新的工业合成路
径, 不仅可以降低对石油工业的依赖, 有效抵御国际
原油供应风险, 而且在当今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环
境下降低工业成本。因此针对 SAPO-34 分子筛的研
究正逐渐受到学者与工业界的普遍关注 [2-4] 。
通常 SAPO-34 分子筛的合成需使用 Al 源、Si

本文针对晶化时间这一关键的合成条件, 以二
乙胺 (C4 H11 N) 为有机模板剂制备了 SAPO-34 分子
筛。研究了 200 ℃ 条件下晶化时间对传统水热合
成过程中晶体形貌与结构的影响, 以 X 射线衍射仪
(XRD) 与扫描电镜 (SEM) 结果确定该条件下获得
最佳产物所需的晶化时间。回收该最佳产物剩余的
晶化母液, 以此为初始反应凝胶环境, 补齐所需原
料, 在不添加有机模板剂的情况下制备 SAPO-34 分
子筛, 并确定了该母液循环法所得最佳产物的晶化
时间。在此基础上对两种方法所得最佳产物进行
了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FTIR) 与氨气程序升温脱附
(NH3 -TPD) 测试, 比较了两者的骨架结构与分子筛

源、P 源、水为原料, 还需使用有机胺作为模板剂。

酸性分布, 为晶化母液循环回收利用及分子筛绿色

在传统的水热晶化法合成的过程中, 为保证反应

合成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过程中凝胶配比和溶液体系稳定性, 需使用过量的
原料与模板剂, 以获得相对纯净无杂质的分子筛晶
体 [5] 。因此在反应结束后, 会产生大量含有未反应
原料与残余模板剂的晶化母液, 直接排放不仅会造
成原料浪费, 而且会造成环境污染, 有悖于绿色化学
理念。尽管目前开发了如溶剂热法、固相合成法等
新型合成路径以期减少母液产生 [6] , 但目前应用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试剂
实验所用试剂主要包括: 磷酸 (H3 PO4 ,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硅溶胶 (SiO2 ·2H2 O,
分 析 纯, 青 岛 海 洋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拟 薄 水 铝 石

为成熟和广泛的仍是水热合成法。利用晶化母液合

(AlOOH·2H2 O,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成分子筛不仅可以减少原料浪费、降低环境污染,

司); C4 H11 N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而且晶化母液中残留的原料与模板剂可以为反应提

硝酸 (HNO3 ,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供初始凝胶环境, 其中悬浮的小颗粒晶体也可作为

1.2 实验方法

晶种促进分子筛的形成, 并对分子筛形貌产生影响。

1.2.1 传统水热合成 SAPO-34 分子筛

因此循环利用晶化母液一直是 SAPO-34 分子筛合
成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7-9] 。

以 C4 H11 N 为 有 机 模 板 剂, 采 用 传 统 水 热
法 合 成 SAPO-34 分 子 筛。取 12 个 150 mL 烧 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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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编号, 以 Al2 O3 : H2 O : P2 O5 : SiO2 : DEA =1 : 60 :

至 100 ℃ 并吸附 NH3 至饱和, 切换至氦气气流吹

1 : 0.6 : 2 的 摩 尔 比 依 次 添 加 AlOOH·2H2 O、 去

扫除去管路与表面弱物理吸附 NH3 , 最后在氦气气

离 子 水、 H3 PO4 、 SiO2 ·2H2 O、 C4 H11 N, 于 室 温

氛下以 10 ℃/min 由 50 ℃ 升温至 700 ℃ 脱附, 用

下 持 续 搅 拌, 每 次 加 料 的 间 隔 时 间 为 2 h。

热导池 (TCD) 检测器连续记录检测脱出气体, 得到

完成后转移至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

NH3 -TPD 曲线。

反 应 釜 中, 置 于 200 ℃ 下 加 热。 分 别 经 过
1、2、4、6、8、12、18、24、36、48、60、72 h 依

2 结果与讨论

次 取 出 对 应 反 应 釜, 保 留 母 液。经 洗 涤、离 心、

2.1 晶化时间对传统水热合成 SAPO-34 的影响

干燥后得到晶体产物, 分别记为 M-1h、M-2h、M-

图 1 为选取传统水热法不同晶化时间下所得分

4h、M-6h、M-8h、M-12h、M-18h、M-24h、M-36h、M-

子筛样品发生显著变化时的 XRD 谱图, 对应样品

48h、M-60h、M-72h。

为 M-1h、M-4h、M-6h、M-12h、M-48h、M-72h。由

1.2.2 晶化母液残留原料组分的确定

图可知, 在整个反应过程中, 产物首先在 2θ = 7.3◦

选取传统水热法合成最佳产物的晶化母液, 使

出现 AFI 拓扑结构的特征峰, 为少量 SAPO-5 杂晶。

用 4 mol/L 的 HNO3 溶液以 1 : 1 质量比对其进行处

推测是由于在分子筛晶化初期, 反应正处于起始阶

理, 加热至微沸 5 min, 以消解有机物并溶解残余细

段, 晶体衍射峰强度不佳, 且原料浓度较高, Si 原子

小晶体。再经稀释后, 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

尚未充分交联形成骨架, SiO2 ·2H2 O 缩聚后多以硅

仪 (ICP-OES) 测定 Si、Al、P 含量, 并以此为基础确

岛形式存在, 易生成 SAPO-5 分子筛。随后产物在

定母液循环法所需原料的补充量。

2θ = 21.9◦ 出现 AEI 拓扑结构的特征峰, 为合成过

1.2.3 母液循环合成 SAPO-34 分子筛

程中较大量出现的 SAPO-11 杂晶 [15] 。可能是因为

取 12 个 150 mL 烧杯并编号, 加入 30 g 晶化

随着晶化时间的增加, 硅岛解聚形成单硅, SAPO-5

母 液, 依 据 ICP 测 试 结 果 以 相 同 顺 序 向 母 液 中

逐渐消失, 开始出现在 C4 H11 N 为模板剂下较易合

补 充 Al 源、P 源、Si 源、去 离 子 水 至 1.2.1 中 所

成的 SAPO-11 分子筛。说明在合成 SAPO-34 分子

述 比 例, 于 室 温 下 持 续 搅 拌, 每 次 加 料 的 间 隔 时

筛的过程中, 会优先出现两种杂晶产物, 可视为合

间为 2 h。完成后转移至有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

成的前体物质。若不能保持较高的结构诱导, 将不

锈 钢 反 应 釜 中, 置 于 200 ℃ 下 加 热。分 别 经 过

利于 SAPO-34 分子筛的合成。晶化时间继续延长,

1、2、4、6、8、12、18、24、36、48、60、72 h 依

SAPO-11 分子筛会逐渐消失, 在 2θ = 9.5◦ 开始出现

次取出对应反应釜, 经洗涤、离心、干燥后得到晶体

CHA 拓扑结构的特征峰, 至 M-48h 时全部为 SAPO-

产物, 分别记为 R-1h、R-2h、R-4h、R-6h、R-8h、R-

34 分子筛特征峰, 证明产物转变为纯相 SAPO-34

12h、R-18h、R-24h、R-36h、R-48h、R-60h、R-72h。

分子筛。而当晶化时间过长时, SAPO-11 分子筛重新

1.2.4 SAPO-34 分子筛表征
SAPO-34
SAPO-11
SAPO-5
M-72h

采用 XRD (D8-ADVANCE, 德国 Bruker 公司)
SEM (S-4800, 日本 Hitachi 公司) 对样品微观形貌进
行分析。采用 FTIR (Spectrum Two, 美国 PerkinElmer
公司) 对样品中分子官能团骨架结构进行测定, 以溴
化钾为参照背景, 采用压片法制样。采用 ICP-OES

Intensity (a.u.)

对制得的分子筛样品晶体结构种类进行表征。采用

M-48h
M-12h
M-6h

(iCAP 7200, 美国 ThermoFisher 公司) 对晶化母液中

M-4h
M-1h

残留 Si、P、Al 元素含量进行测试。采用全自动程
序升温化学吸附仪 (TPD, AutoChem II 2920, 美国
Micromeritics 公司) 对分子筛酸性进行测试, 称取一
定量样品置于 U 型石英管中, 以 10 ℃/min 在氦气
气氛下从室温升至 550 ℃ 干燥预处理, 随后冷却

5

10

15

20

25
30
2θ/(°)

35

40

45

图 1 不同晶化时间下传统水热法合成 SAPO-34 的 XRD 图
Fig. 1 XRD images of SAPO-34 synthesized by traditional
hydrothermal method under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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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16] 。因此对于 SAPO-34 分子筛的合成存在着

形 [17-18] , 可见 SAPO-5 与 SAPO-11 在较短的时间内

最佳晶化时间范围, 即最佳合成窗口期, 过短或过长

更容易合成, 只有保持相当的结构诱导并维持反应

的反应时间都不利于纯相 SAPO-34 分子筛的制备。

时间才有助于 SAPO-34 的合成。当晶化时间达到

图 2 为对应上述分子筛样品的 SEM。从图中可

48 h 时, 球形与六方形柱状晶体已完全消失, 出现结

以看出, 不同晶化时间下样品形貌差异较大, 在晶

构均一的 SAPO-34 分子筛立方晶体

化初期样品中各类原料呈现团聚的状态, 形貌不规

所示, 其粒径大小为 4∼10 µm, 晶粒结构完整。产物

则且有板结物存在。随着晶化过程的进行, 原料逐

为纯相 SAPO-34 大约持续了 32 h, 当时间进一步延

渐呈现碎片化开始参与合成反应, 并开始出现具有

长时, 晶体由于过度生长而尺寸变大, 晶体间开始融

光滑平面的晶体产物, 如 M-4h 所示。随着晶化过程

合且部分分子筛晶体在长期高温高压下发生破碎。

的持续进行, 开始出现球状、六方形柱状或片状晶

可知在以 C4 H11 N 为有机模板剂 200 ℃水热条件下,

体, 并且部分晶粒仍不完整或融合重叠在一起。这

48 h 为传统水热法合成 SAPO-34 分子筛的最佳晶

一混合过程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通常来说典型

化时间。

[19]

, 如 M-48h

SAPO-5 单晶的微观形貌呈六方形, SAPO-11 呈球
M-1h

M-4h

M-6h

10 μm
M-12h

10 μm
M-48h

10 μm
M-72h

10 μm

10 μm

10 μm

图 2 不同晶化时间下传统水热法合成 SAPO-34 的 SEM 图
Fig. 2 SEM images of SAPO-34 synthesized by traditional hydrothermal method under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

2.2 母液循环对合成 SAPO-34 的影响
SAPO-34
SAPO-11
SAPO-5

图 3 为选取母液循环法不同晶化时间下制备所
品为 R-1h、R-4h、R-6h、R-12h、R-36h、R-72h。在整
个晶化过程中, 母液合成法呈现出与传统水热法相
似的晶体转变过程, 但整体变化过程更为紧凑。与
传统水热法相比, 循环使用的晶化母液形成离子环

Intensity (a.u.)

得分子筛样品发生显著变化时的 XRD 谱图, 对应样

R-36h
R-12h
R-6h

境, 加快了对晶体产物诱导, 非晶态峰向晶态峰转

R-4h
R-1h

变速度更快, 且峰高更高。尽管没有添加新的有机
模板剂, 但由于晶化母液中有 SAPO-34 残留小晶体,
作为晶种在水热过程中成为晶体生长的晶核

[20]

,

相同时间点下 SAPO-34 分子筛的特征峰强度更高,
SAPO-5、SAPO-11 杂晶的特征峰更弱, 证明晶核的

R-72h

5

10

15

20

25
30
2θ/(°)

35

40

45

图 3 不同晶化时间下母液循环法合成 SAPO-34 的 XRD 图
Fig. 3 XRD images of SAPO-34 synthesized by mother liquor
recycling under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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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有助于产物向 SAPO-34 转变。同时, 晶化母液

种的诱导, 在 R-6h 时即可观察到较多各类分子筛晶

中剩余未反应模板剂也促进了 SAPO-34 分子筛的

体的出现。随着晶化的进一步进行, 至 R-12h 时产

合成。整体样品在 R-36h 时达到了纯相 SAPO-34 的

物即大部分转化为 SAPO-34 立方晶体, 且在 R-36h

XRD 特征峰, 且特征峰的峰强较高, 说明相对结晶

时获得分布均匀 SAPO-34 分子筛晶体, 相比传统水

度有所提高。除此之外, 在 R-72h 时出现了与传统

热合成时间约提前 12 h。最佳晶化时间下粒径大小

水热法相似的杂晶, 进一步验证了过长的晶化时间

为 2∼5 µm, 小于传统水热法合成产物。至 72 h 时,

并不利于 SAPO-34 分子筛的合成。相比传统水热

晶体出现融合, 晶粒生长过大并有晶体破碎现象出

法, 使用循环母液合成 SAPO-34 时产物保持纯相的

现, 这一过程与传统水热法类似, 进一步证实 SAPO-

时间窗口更长, 可操作空间更大, 有利于实现合成过

34 分子筛合成存在最佳窗口期。且母液循环合成

程中对产物形貌及孔径的调节, 便于进一步负载金

SAPO-34 保持纯相的时间约为 54 h, 显著长于传统

属及工业化放大生产。

水热法。可知在 200 ℃ 水热条件下, 36 h 为母液循

图 4 为对应上述分子筛样品的 SEM。与传统

环法合成 SAPO-34 分子筛的最佳晶化时间。母液循

水热法合成过程进行对比, 在 R-1h 起始阶段时样

环对 SAPO-34 分子筛的合成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与

品即呈现碎片化, 至 R-4h 出现了较多立方体与球形

诱导作用, 在不添加新的有机模板剂条件下, 依然保

晶体, 这归因于母液提供了初始离子环境, 减少了

持了较好的结构诱导。母液的存在使得晶体生长速

SiO2 ·2H2 O 等原料的团聚, 使各相较快达到平衡, 加

度加快, 出现纯相 SAPO-34 的时间更早且粒径有所

快了反应进行。由于母液中存在的细小晶体作为晶

减小, 同时延长了产物在反应容器内的稳定时间。

R-4h

R-1h

10 μm
R-12h

R-6h

10 μm
R-36h

10 μm

10 μm
R-72h

10 μm

10 μm

图 4 不同晶化时间下母液循环法合成 SAPO-34 的 SEM 图
Fig. 4 SEM images of SAPO-34 synthesized by mother liquor recycling method under different crystallization time

2.3 SAPO-34 分子筛 FTIR 表征

分子骨架结构, 产物具有一致性。同时与 M-48h 相

图 5 为 M-48h 与 R-36h 样品的 FTIR。由图可

比, R-36h 样品在 1 100 cm−1 处的吸收峰有所增强,

知, 两者具有相似的红外光谱, 样品均在 730 cm−1

可能是由于晶化母液中残留的 P 元素较多, 使得

和 1 100 cm

−1

处出现菱沸石结构的特征带, 这归

分子筛中 O-P-O 骨架增多
−1

和 1 460 cm

−1

[22]

。除此之外, 两者在

处均存在微弱的 —CH2

因于分子筛骨架中 T-O 的非伸缩振动峰与对称伸

1 400 cm

缩振动峰。同时在 640 cm−1 处出现双六元环振动

基团吸收峰, 应为 C4 H11 N 分子残留所致。可见晶化

−1

处出现微弱的 P-O-Al 非对称拉伸

母液中尽管未添加新的有机模板剂, 其仍存在相当

。这证明使用晶化母液合成的 SAPO-34

数量的有机模板剂可供使用, 并在晶化过程中对分

分子筛与传统水热法得到的产物具有完全相同的

子筛合成起到了诱导作用。且残余细小晶体能吸引

峰, 1 220 cm
振动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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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模板剂聚集, 充当晶体中心并改善结晶效果, 进

M-48h, 可以预见到其在 MTO 反应中具有相对较高

一步说明晶化母液的循环使用有助于促进 SAPO-34

的催化活性 [23] 。

分子筛的合成。

论

以 C4 H11 N 为有机模板剂, 通过传统水热法制

1 220 cm−1
1 100 cm−1

R-36h
Transmittance

3 结

备 SAPO-34 分子筛, 在 200 ℃ 晶化温度时, 产物经
杂晶向纯相转变, 并在 48 h 后得到形貌较好、纯度
较高的 SAPO-34 分子筛晶体。对最佳产物的晶化母

M-48h

液进行回收, 并以此为初始凝胶环境补充对应原料,
1 460 cm−1
1 400 cm−1

730 cm−1
640 cm−1

在不额外添加有机模板剂的条件下, 经 36 h 即可得
到纯相 SAPO-34 分子筛。相比传统水热法, 母液循

2 000 1 800 1 600 1 400 1 200 1 000 800 600
Wave number/cm−1
图 5 M-48h 和 R-36h 样品 SAPO-34 分子筛的 FTIR 光谱图
Fig. 5 FTIR spectra of as-prepared SAPO-34 with M-48h and
R-36h

环法中分子筛晶化速度更快, 制备出纯相分子筛所
需时间更短。同时, 母液循环也使得分子筛保持纯
相的窗口时间更长, 可操作空间更大, 有助于分子筛
产业化合成与改性实验的开展。除此之外, FTIR 与
NH3 -TPD 测试结果表明, 两种合成方法所得产物具

2.4 SAPO-34 分子筛 NH3 -TPD 表征
图 6 为 M-48h 与 R-36h 样品的 NH3 -TPD 测试
谱图。由图可知两种方法分子筛对 NH3 显示出相似
的解吸曲线, SAPO-34 分子筛显示出 2 个解吸峰, 分
别代表弱酸位点 (约 140 ℃ 的低温解吸峰) 和强酸
位点 (约 430 ℃ 的高温解吸峰)。弱酸位点的产生源
自结构缺陷的 -OH (如分子筛结构中的 Si-OH, P-OH
和 Al-OH), 强酸位点的产生源自 Si 进入骨架上四
配位 Al 所对应的酸性桥式羟基基团 (Si-OH-Al)。同
时, R-36h 样品的低温峰略向较低温度移动, 可能是
由于 P 元素过多地进入骨架, Si 相对减少而使弱酸
略有下降。总体来看, 母液循环法与传统水热法合

有相似的骨架结构与分子筛酸性, 证明母液循环并
不会对晶体产生太大影响。
综上所述, 循环使用晶化母液合成 SAPO-34 分
子筛不仅避免了高污染有机胺模板剂的使用, 减少
了生产污染与原料浪费, 提高了合成工艺的环境友
好程度, 同时大大加快了制备速度, 缩短了反应时
间。并且在合成过程中, SAPO-34 分子筛晶体在更
长的反应时间内保持结构稳定, 这将有助于后续对
分子筛的改性与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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