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钯催化剂在邻氯硝基苯加氢反应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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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邻氯硝基苯加氢制备邻氯苯胺的反应中，钯催化剂的催化活性高，但因易脱氯生成副产
物苯胺，限制了钯催化剂在该工艺中的应用。综述了 4 类钯基催化剂在抑制脱氯副反应、提高选择
性和转化率的研究进展。单钯催化剂的性能受纳米钯尺寸、载体性能和反应条件的影响较大；双、
多金属钯基催化剂通过金属助剂的协同和增强效应提高了选择性；有机络合物钯基催化剂和非晶态
钯基催化剂具有特别的潜能，但相关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基于分析，展望了钯催化剂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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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lladium catalysts have high catalytic activity in the synthesis of o-chloroaniline from
o-chloro- nitrobenzene. However,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synthetic process is largely compromised by a
by-product, aniline, formed during the hydrogenation of o-chloronitrobenzene on palladium. The progress
recently made in the inhibition of dechlorination rea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selectivity and the
conversion rate was reviewed in the present paper. The performance of mono-palladium catalyst is
influenced by the size of palladium, carrier profile and reaction conditions. Double, polymetallic
palladium-based catalysts improve the selectivity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and enhancing effects of metal
promoters. Organic palladium complexes and amorphous palladium-based catalysts have potential for
catalyzing hydrogenation of o-chloronitrobenzene, but are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e palladium catalysts was prospected.
Key words: catalytic chemistry; palladium-based catalysts; hydrogenation; o-chloronitrobenzene;
dechlorination; o-chloroaniline
邻氯苯胺(o-CAN)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
体，广泛应用于染料、医药、颜料等精细化工等领
域[1]。近年随着国内外聚氨酯工业的发展，邻氯苯
胺作为生产聚氨酯弹性体硫化剂 MOCA(3,3'-二氯

-4,4'-二氨基二苯基甲烷，又名莫卡)必要的中间体，
需求量呈快速上升的趋势，2015 年仅国内的需求量
约达到 4.6×104 t。因此，邻氯苯胺的制备方法备受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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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光催化还原法、催化加氢还原法等[4]。其中，
催化加氢还原法因具有废气废液少且易处理，反应
条件温和能耗低，产物易分离，催化剂可反复使用
等优点而备受关注，并且也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制备
邻氯苯胺的方法[3]。

邻氯苯胺一般由邻氯硝基苯(o-CNB)还原制备
获得[2-3]，除了生成主产物邻氯苯胺，还会生成苯胺、
邻氯亚硝基苯、硝基苯、偶氮化合物等副产物(如图
1 所示)。其制备方法主要有铁粉还原法、电化学还
原法、水合肼还原法、硫化碱还原法、CO/H2O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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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邻氯硝基苯加氢反应式
Fig.1 The possible reactions of o-chloronitrobenzenc with hydrogen

催化加氢还原法使用的催化剂主要有镍基、铂
基、钯基、钌基和铑基催化剂[5]。钯基催化剂的活
性中心钯本身具有极大的吸氢值，表现出很强的加
氢还原能力，对邻氯硝基苯加氢还原为邻氯苯胺的
反应有很高的活性。然而，钯基催化剂上脱氯非常
严重，导致大量副产物苯胺(AN)生成[6]，限制了钯
基催化剂在合成邻氯苯胺中使用。为解决这一问题，
研究人员针对不同类型钯催化剂催化邻氯硝基苯加
氢制备邻氯苯胺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本文主要综
述 4 种不同类型的钯基催化剂(单钯催化剂、高选择
性的双、多金属钯基催化剂、有机络合物钯基催化
剂和非晶态钯基催化剂)在邻氯硝基苯加氢制邻氯
苯胺反应中的研究进展。

1

单钯催化剂

近年来，通过对活性组分纳米颗粒尺寸和表面
形貌的调控来控制催化剂加氢活性和选择性，已经
成为设计催化剂的热点问题[7-8]。邻氯硝基苯加氢反
应本身是表面敏感反应，活性组分的纳米颗粒尺寸
和表面形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催化剂的性能，除
此之外，催化剂载体和反应条件(氢压、溶剂等)也
是影响催化选择性的重要因素。

单组分钯基催化剂在邻氯硝基苯选择加氢制备
邻氯苯胺反应中脱氯均非常严重，一般商用 Pd/C
催化剂对邻氯苯胺的选择性在 70%左右[9-11]。为解
决这一难题，研究者对催化剂载体、反应条件和反
应机理做了大量研究。
在对催化剂载体和反应条件的研究中，Möbus
[12]
等 研究了不同载体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结果如
表 1 所示。结果显示，Pd/C 对邻氯苯胺的选择性最
高仅为 67.2%；Pd/CaCO3 的选择性相对较高，可达
到 86%；Pd/A12O3 的选择性为 81.5%。
表 1 不同载体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12]
Tab.1 Effects of various supports on the catalyst performance[12]
2-ChloroAnilineb Othersb
anilineb
67.2
32.1
0.7

No.

Catalyst

Acticitya

1

5% Pd on AC-1

259

2

5% Pd on AC-2P1

380

62.7

35.8

1.5

3

5% Pd on AC-2P2

564

49

42

9

4

5% Pd on CaCO3

147

86

13

1

5

5% Pd on Al2O3-1

246

44

46

10

5% Pd on Al2O3-2

131

81.5

15

3.5

6
a

b

注： mL H2/g cat× min, GC-area% at 100%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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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terjee 等[13]研究钯负载于经过不同处理的
介孔分子筛上的加氢性能，发现 PdO/B-MCM-41、
PdO/Al-MCM-41 和 PdO/Ga-MCM-41 上邻氯硝基苯
的催化转化率分别为 81.8%、46.5%和 68.4%，邻氯
苯胺的选择性分别为 100%、91.5%和 81.8%。这是
由于不同材质载体负载钯形成的催化剂会改变表面
PdHx 物种的数量及其结合状态，Pd-C 结合能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 H2 吸附活化和邻氯苯胺脱附能力，
这对选择加氢性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4]。
反应氢压和溶剂同样是影响选择性的重要因
素。Wang 等[15]采用商业 Pd/C 做催化剂，发现当氢
压在 0.5~1.2 MPa 范围逐渐增加，邻氯硝基苯和钯
的摩尔比相应由 2290 增加到 2910 时，邻氯苯胺的
选择性从 79%上升到 86%。Xi 等[16]研究 30℃超临
界二氧化碳条件下 Pd/C 的催化活性及选择性，探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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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溶剂对反应活性及选择性的影响，发现在乙醇
作为溶剂的反应中，邻氯硝基苯转化率达 100%时，
邻氯苯胺选择性仅为 84%；同样条件下，当以超临
界 CO2 作为反应溶剂时，邻氯苯胺选择性最高可达
97%。
研究者们对邻氯硝基苯选择加氢制备邻氯苯胺
反应中脱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做了很好的解释。李
峰等 [10] 通过反应过程中原料转化率的和产物的选
择性计算各反应步骤的反应速率(如图 2)，证明邻氯
硝基苯生成邻氯苯胺和苯胺是 2 个分别进行的平行
反应[10, 15]；只有当邻氯硝基苯转化率接近 100%时，
邻氯苯胺才开始大量地脱氯生成苯胺(如图 2(b))。
这一结论推翻了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苯胺是由主产物
邻氯苯胺进一步加氢脱氯而来的结论[17-18]。

Pd/C 催化剂在 333 K (a) 常压和(b) 1.0 MPa 时选择性随邻氯硝基苯转化率变化的关系[10]

Fig.2 Selectivities vary with conversions of o-chloronitrobenzenein hydrogentation by Pd/C at 333 K at atomosphere(a) and 1.0 MPa

Lyu 等[19]进一步从原理上揭示 2 个平行反应间
的差别，他们运用密度泛函理论计算得出，不同反
应位点上主反应与脱氯反应的能垒不同。在平台位
点上，脱氯反应的能垒高于主反应；而其它活性位
点上，反应能垒几乎没有差别。由此推测控制反应
在平台位点上进行，
能有效抑制脱氯副反应的发生。
通过实验，对钯颗粒的尺寸在 2.1~30 nm 范围内的
催化剂的催化活性评价发现，当钯纳米颗粒大于 10
nm 时，平台位点的比率大幅增加，脱氯反应得到
有效控制(如图 3 所示)；当钯纳米尺寸在 25~30 nm
时，对邻氯苯胺的选择性达到了 99.9%，证实了此
前的推测。

Xi 等[16]考查了不同尺寸钯纳米催化剂对反应
的活性及选择性，发现随着纳米粒子的增大，虽然
活性有所降低，但选择性逐渐升高，当钯纳米尺寸
为 28 nm 时选择性达到最高 98%，对于更大尺寸纳
米催化剂的选择性有待更深入的研究。李峰等[10]在
高温下还原制备的钯纳米催化剂，与常温下制备的
相比，具有更大的金属粒径，也具有更高的主产物
选择性。因此，控制钯纳米粒子的粒径是可能解决
脱氯问题的一种较为可行的办法，但是该催化剂制
备过程繁琐，反应条件高，工业化困难，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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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削角八面体纳米颗粒的理想模型(The model of ideal truncated octahedron nanoparticle)；(b). 三种反应位点(平台，阶梯和拐角)在不同尺寸的理想立
方八面体钯纳米颗粒的的比率(Ratio of three kinds of reaction sites (terraces, step, and corner) on dierently sized ideal cubooctahedral Pd nanoparticles)；
(c). 5.2、11.3 和 26.9 nm Pd 纳米颗粒的(HR)-TEM 高分辨率图像((HR)-TEM images for 5.2, 11.3 and 26.9 nm Pd nanoparticles)

图 3 催化剂的结构及活性表征[19]

2

Fig.3 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activity tests [19]

双、多金属 Pd 基催化剂

为克服单钯催化剂上邻氯硝基苯易脱氯的问
题，研究者[10, 20-22]发现加入金属元素(如 Fe、Cu、
Ni、Sn 等)作为助剂对 Pd/C 催化剂进行改性，所制
成的双金属或多金属催化剂能有效抑制脱氯副反
应。这些金属元素助剂具有吸或放电子的能力：一
方面[22]助剂元素与钯形成协同效应，钯表面电子向
其转移，导致电子密度降低，活性中心钯在一定程
度上被毒化，使其加氢活性降低，C-Cl 键氢解减少，
选择性提高；另一方面，多数助剂金属离子与苯环
上的硝基中的氧元素结合，使 N=O 极性增强，有
利于活性氢物种的进攻，同时也使氯原子的 P 轨道
上孤对电子增多，C-Cl 的键能增强，活性氢对 C-Cl
的进攻更加困难，从而提高了反应的选择性[23]。
目前这种在 Pd/C 催化剂中加入金属助剂形成
双、多金属催化剂方法是研究抑制脱氯问题中的重
要部分。李峰等[10]制备了 Pd-Cu/C 双金属催化剂，
在不加入脱氯抑制剂，常压、60℃条件下，对邻氯
苯胺的选择性由单组分 Pd/C 催化剂的 79.8%提高到
96.5%。这是由于铜与钯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弱 H2 与

钯的相互作用，改变邻氯硝基苯在钯活性中心上的
吸附方式[24]，钯部分活性中心被毒化，降低反应中
的加氢脱氯速率，有效地抑制脱氯过程，提高邻氯
苯胺的选择性。其他非金属也可能毒化钯，Zhang
等[25]通过催化剂洗涤时最终洗液中的 Cl-浓度考察
催化剂性能，发现 Cl-浓度大于 18×10-6 时，催化剂
活性明显降低，这也可能是钯表面部分活性位被毒
化的结果。吴琼等[20]采用交联聚苯乙烯系吸附树脂
(D3520)为载体制备 Pd-Fe/吸附树脂催化剂，相同实
验条件下，Pd/D3520 的耗氢量为 10.5 mL/min，对
邻氯苯胺的选择性为 76.5%。加入铁后，所得铁钯
双金属催化剂 Pd-Fe/D3520 的耗氢量提高到 16.0
mL/min，对邻氯苯胺的选择性提高到 86.0%。活性
和选择性都有所提高的原因在于铁离子的吸电性，
电子向铁离子移动，降低钯电子云密度，使催化剂
表面对氢的还原性降低，C-Cl 键氢解减少，选择性
提高。
双、多金属钯基催化剂在低温、常压条件下可
有效提高产物选择性。但目前该催化剂的选择性还
未达到96.5%以上，耐久性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距离工业化还有一定距离。

第3期

3

赵

娇等：钯催化剂在邻氯硝基苯加氢反应中的研究进展

有机物络合钯基催化剂

有机物络合钯基催化剂属于高分子催化剂。高
分子络合催化剂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26]，其具有
均相和非均相催化剂的优点，在催化某些反应上具
有活性高、选择性好、容易分离及反应条件温和等
优点[27-28] 。
Su 等[29]运用湿浸渍固定法将二苯基硫醚固定
在 Pd/C 催化剂中，制备 Pd-Ph2S(x)/C 催化剂。该催
化剂在邻氯硝基苯催化加氢反应中，邻氯苯胺的选
择性达到 99%以上。这是因为钯与 Ph2S 之间产生
强相互作用，形成 Pd-S 键。S 外层电子移动及纳米
钯上金属键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钯供电子能力，
抑制钯与 H2 或反应物之间的作用；而且由于苯基的
空间位阻效应，导致副产物中间体(如羟胺)等的生
成受到抑制，脱氯副反应得到有效抑制，苯胺生成
率小于 1%。Islam 等[30]制备了一种新型高分子锚定
钯席夫碱催化剂，以二甲基甲酰胺(DMF)为溶质，
常压下催化邻氯硝基苯加氢，反应 5.3 h，邻氯苯胺
产率达 92%，选择性优异，且催化剂重复利用 5 次
以上未见失活。但该类催化剂存在活性低，反应时
间长的缺点。这主要是由于其空间位阻和电子效应
的影响，含相同取代基的化合物反应速率呈现对位
>间位>邻位的规律，在双键旁增加链长和支链数目
都将降低反应速率；反应在离域的双键比定域双键
更快，碳链上的双键与吸电子基团接触，降低双键
周围的电子密度，同样会使反应速率减慢。
有机物络合钯基催化剂由于钯活性中心与高分
子聚合物未配位的孤对电子键合，形成稳定的化学
键。因此，这类催化剂有强稳定性，钯不易脱落，
催化剂耐久性高于一般的无机物载体催化剂 [31] 等
优点，然而对于该类有机物络合钯基催化剂的相关
报道较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对催化反应
机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4

非晶态钯基催化剂

非晶态材料由于具独特的晶态结构，具有长程
无序性、短程有序性、各向同性和热力学亚稳定性
4 大特点，表现出一些与普通材料不同的物理化学
性质[32]。王文静[33]制备非晶态 Pd-B/A12O3 催化剂
用于邻氯硝基苯加氢，邻氯苯胺选择性为 98%，高
于对应的 Pd/AC 催化剂。罗雄军等[34]用化学还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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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了非晶态 Pd-B/A12O3 催化剂，在 90℃、氢压
1.0 MPa 的反应条件下，邻氯硝基苯的转化率达
99.9%，邻氯苯胺的选择性达 98.0%；与之相比，钯
系晶态催化剂选择性最高仅 92%。这一方面由于硼
与金属钯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载体 A12O3
表面基团接受电子和给出电子的调变作用，协同改
善催化剂中活性组分的表面电子状态，有效抑制了
脱氯副反应的进行。
非晶态钯基催化剂的独特结构，使得其具有较
高催化活性和选择性 [32] 。然而正是非晶态特殊结
构，决定了非晶态材料的不稳定性。非晶态材料是
一种处于非平衡态的材料，
有向平衡态转化的趋势，
受热即会结晶成晶态，催化活性降低。此外非晶态
材料还受工业生产限制，不能大批量生产出符合制
备催化剂要求的非晶态材料[33]。

5

结语与展望

钯催化剂具有加氢活性高、价格相对低廉和易
于回收等特点，在工业上广泛应用。然而钯催化剂
在催化邻氯硝基苯制备邻氯苯胺反应时，邻氯硝基
苯非常容易氢解脱氯，产生副产物苯胺，对目标产
物的选择性还未达到工业要求，同时对设备也会造
成严重腐蚀。要研制操作简单、价格低廉、绿色环
保的钯催化剂，以下研究方向值得关注：
1) 在现有的单组份钯催化剂制备方法上进行
改善，精确控制钯纳米粒子粒径的同时，重点简化
催化剂制备方法，考察催化剂的耐久性。
2) 双、多金属钯基催化剂的研究集中在提高催
化剂的选择性上。借鉴单组份钯催化剂的研究经验，
选择不同粒径范围的催化剂考察活性和选择性，有
希望制备出高选择性的双、多金属钯催化剂。
3) 有机络合物钯基催化剂需在反应机理上进
一步深入研究，提出具体的理论模型，为工业化生
产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4) 在制备非晶态钯基催化剂上，对非晶态材料
制备技术进行改进，
着重从热稳定性方面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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