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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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的定义 

环境，这里主要指自然环境，是环绕生物周围的各
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如大气、水、其他物种、土壤、
岩石矿物、太阳辐射等。 



 
环境的重要性 
 

水 

生物 

大气 

土壤 

岩石
地形 

人类的日常生活行动、工作、休闲、社交等职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
会生活等都处在自然环境中。 



 环境问题 

1 气候变暖 2 臭氧层破坏 3 生物多样性减少 4 酸雨蔓延 5 森林锐减 

6 土地荒漠化 7 大气污染 
  （雾霾） 

8 水体污染 9 海洋污染 10 固体废物污染 



案例1：钱塘江水体污染 

水葫芦 

未经处理的废水 

含鳞清洁剂 

工厂排放的氮氧化物 

无机、有机肥料 

。。。 

漂浮物 

水生生物死亡 

Source：时间：2006年初——2009年10月 腾讯网报道 



案例2：雾霾 



雾霾的真面目(1) 

雾的危害性相对较低，
太阳出来水汽散去之后
即消失。 

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
成的气溶胶系统。 

霾的组成成分非常复杂,包括数百种大气化学颗粒物
质。其中有害健康的主要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气溶胶
粒子，如矿物颗粒物、海盐、硫酸盐、硝酸盐、有机
气溶胶粒子、燃料和汽车废气等，它能直接进入并粘
附在人体呼吸道和肺泡中。 



雾霾的真面目(2) 

霾在显微镜下的原形： 



杭州雾霾来源 

汽车尾气 

40% 
其他来源： 

周边污染物、农
业秸秆焚烧等 

19% 

工业燃煤和
其他燃料

33% 
建筑扬尘 

8% 
Source：杭州网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雾霾天气，空气含氧量低，
会是心脏跳动加速，使人
胸闷、气短，尤其是对老
年人危害更大 

雾霾对人体的危害 

患癌症的风险增高 
吸烟的人患癌症的几率比
普通人高60%，雾霾含有
的有害颗粒更多，更易致
癌 
 

使人心情压抑烦躁 
人的心情很容易受到天气
影响，雾霾天气阴沉昏暗，
空气污浊，人的情绪也会
变的低落，心情烦躁，做
事乏力 

诱发呼吸道疾病 
雾霾的组成十分复杂，大
小有数百中颗粒物，这些
颗粒物通过人体呼吸，进
入呼吸道，会引发气管炎、
哮喘等呼吸道疾病 

引发各种细菌性疾病
雾霾天气阳光照射不到大地，
或者阳光微弱，这样会使地
表面的细菌病毒微生物快速
繁殖，引起过敏等疾病 



 环境功能材料 

环境功能材料主要是指具有独特的物理、化学、生
物性能，并有优良的环境净化效果的新型材料。它
们可以在经典工艺中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为人类
提供新的环境工艺。 

3.1 定义 



 分类 

吸附材料 光催化材料 

电催化材料 
湿式氧化 

催化剂 

电磁污染 

控制材料 

噪声污染 

控制材料 

新型环境替
代材料 

能源技术与
功能材料 



 吸附材料 

吸附：当两相组成一个体系时，其组成在
两相界面与相内部是不同的，处在两相界
面处的成分产生了积蓄（浓缩）。这种现
象称为吸附。 

吸附质在表面
层富集的现象 



 吸附现象的应用 

（1）气体或液体的脱水及深度干燥，如将乙烯气体中的水

分脱到痕量； 

（2）气体或溶液的脱臭、脱色及溶剂蒸汽的回收，如在喷

漆工业中，常有大量的有机溶剂逸出，采用活性炭处理排放

的气体，既减少环境的污染，又可回收有价值的溶剂； 

（3）气体中痕量物质的吸附分离，如纯氮、纯氧的制取； 

（4）分离某些精馏难以分离的物系，如烷烃、烯烃、芳香

烃馏分的分离； 

（5）废气和废水的处理，如垃圾焚烧尾气中去除有害气体，

从炼厂废水中脱除酚等有害物质。 



 物理吸附与化学吸附 

物理吸附 

   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的作用力是范德华力 

   包括静电力、 诱导力和色散力。 

特征 

   在吸附过程中物质不改变原来的性质 

   吸附能小，被吸附的物质很容易再次脱离 

   如用活性炭吸附气体，只要升高温度，就可以使被吸附的   

   气体逐出活性炭。 

吸附剂 物理吸附示意 吸附质 

物理吸附 



化学吸附 

  吸附剂与吸附质之间发生化学作用 

  生成化学键引起的吸附。 

特征 
  在吸附过程中不仅有引力，还运用化学键的力，因此吸附能较 

  大，要逐出被吸附的物质需要较高的温度，而且被吸附的物质 

  即使被逐出，也已经产生了化学变化，不再是原来的物质了。 

吸附剂 化学吸附示意 吸附质 

化学吸附 



 两种吸附作用的比较 

物理吸附 化学吸附 

作用力 范德华力 化学键 

现象 类似于冷凝 类似于化学反应 

热效应 近似于热冷凝 近似于化学反应热 

吸附方式 单分子层或多分子层 一般为单分子层 

解吸结果 吸附质能还原 吸附质不能还原 

吸附过程 可逆，速度快 不可逆 



 提高吸附能力的方法 

比表面积 = 表面积/质量
（体积 m2/g，m2/m3） 

比表面积越大，吸附
能力越强 

（1）形成孔结构 

提高比表
面积 

（2）转变为粉末 



 常用吸附材料 

• 工业上常用的吸附材料 

活性炭、沸石分子筛、硅胶和活性氧化铝 



 光催化材料 

 光催化：光催化剂（一般为半导体材料）在光（可见光或
者紫外光）的照射下，通过把光能转化为化学能，从而具
有氧化还原能力，使化合物（有机物、无机物）被降解的
过程称为光催化。 



 光催化机理 

A：半导体吸收光，产生电子
和空穴的过程 
B：电子和空穴表面复合过程 
C：电子和空穴体内复合过程 
D：还原过程 
E：氧化过程 

当光能等于或超过半导体材料的带隙能量时，电子从价带（VB）激发到导带
（CB）形成光致电子-空穴。价带空穴是强氧化剂，而导带电子是强还原剂。 
空穴与H2O或OH-结合产生化学性质极为活泼的羟基自由基（OH·） 
电子与O2结合2也会产生化学性质极为活泼的超氧离子自由基等（O2

-,HO·等） 
空穴，自由基都有很强的氧化性，能将有机物直接氧化为CO2，H2O 



 光催化机理 

 在分子的周围，形成了大量的光致电子和光致空穴，在光的照射下，不
断产生又不断复合，但是从宏观的角度看，在某一时刻，总是有大量的
来不及复合的电子和空穴存在，他们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猎物； 

 作为光致电子来说，他们的猎物是电子受体，这样光致电子就可以还原
这个电子受体； 

 光致空穴迁移到表面后的到那些能够提供电子的物质，从而将这些物质
氧化；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羟基自由基和超氧离子自由基等，这些自由基的氧
化能力特别强，强化对污染物的氧化还原反应。 

 光照时光子被半导体吸收，这是一个贮能过程。半导体多相光催化研究
的主要内容是利用半导体材料的光敏性将太阳能或其他形式的光能，通
过光催化反应转换为化学能（如光解水制氢、光催化合成等分子储能过
程）或加速某种化学反应（如污染物的光催化降解）的定向进行。 





 常见的半导体材料能带结构 



 常见的光催化材料 

photocatalyst Ebg（eV） photocatalyst Ebg（eV） 

Si 1.1 ZnO 3.2 

TiO2（Rutile） 3.0 TiO2（Anatase） 3.2 

WO3 2.7 CdS 2.4 

ZnS 3.7 SnO2 3.8 

SiC 3.0 CdSe 1.7 

Fe2O3 2.2 α-Fe2O3 3.1 

ZnO在水中 不稳定，会
在粒子表面生成Zn(OH)2 

金属硫化物在水溶液中
不稳定，会发生阳极光
腐蚀，且有毒 

铁的氧化物会发生阴极
光腐蚀 



日本化学会前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藤岛昭(1942-) 
他发现水可以通过光电化学方式，
经TiO2电极照射分解为氢气和氧
气。 
 
他于1990年开始研究基于二氧

化钛的光催化自洁涂料。他认识
到太阳光中少量的紫外线辐射可
以被有效利用，通过充分氧化的
以氧为基础的自由基作用，用于
自洁与自消毒。 
 

藤岛昭教授对光诱导的亲水性的
相关现象进行研究，紫外光会导
致TiO2表面具有超亲水性。 



 光催化反应领域的发展 

1972年，Fujishima在N-型半导体TiO2电

极上发现了水的光催化分解作用，从而
开辟了半导体光催化这一新的领域。 

1977年，Yokota等发现了光照条件下，
TiO2对环丙烯环氧化具有光催化活性，

从而拓宽了光催化反应的应用范围，为
有机物的氧化反应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近年来，光催化技术在环保、卫生保健、
自洁净等方面的应用研究发展迅速，半
导体光催化成为国际上最活跃的研究领
域之一。 



 光催化在环保方面的应用(1) 

光催化剂降解污染物的机理示意图 

有机废水处理 
能将烃类、卤代烃、酸、表面活性剂、
有机染料、含氮有机物等完全氧化为水
和二氧化碳等物质。 

化工废水处理 
纳米TiO2可光催化氧化水汇总的苯、

一氯苯、苯酚、邻苯二酚、对苯二
酚等有机污染物 

染料废水处理 
纳米TiO2可光催化降解苯环、胺基、
偶氮基团等致癌物质 

农药废水的处理 
降解有机磷、有机硫 

含油废水的处理 



无机污染物的光催化氧化还原 

光催化能够解决Cr6+、Hg2+、Pb2+等重金属离子的污染，还可
分解转化其它无机污染物，如CN-、NO2-、H2S、SO2、NOx等 

有机化合物的光催化降解 
有机物 催化剂 光源 光解产物 

烃 TiO2 紫外 CO2，H2O 

卤代烃 TiO2 紫外 HCl，CO2，H2O 

羧酸 TiO2 紫外，氙灯 
CO，H2，烷烃，醇，

酮酸 

表面活性剂 TiO2 日光灯 CO2，SO3
2- 

染料 TiO2 紫外 
CO2，H=O，无机离

子，中间物 

含氮有机物 TiO2 紫外 
CO3

2-，NO3
-，NH4

-，
PO4

3-，F-等 

有机磷杀虫剂 TiO2 紫外，太阳光 Cr，PO4
3-，CO2 

 光催化在环保方面的应用(2) 



 光催化应用于其他方面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A、将吸附材料内部的

有害气体转化为无害物
质 

B、纳米TiO2分解室内外

气相有机污染物（甲醛、
乙醛、氯乙烯等） 

C、降解氟利昂，保护
臭氧层 

其
他
领
域 

A、自清洁涂料 

B、光催化消毒剂 

C、固体废弃物处理 

D、吸收紫外线 



 光催化材料研究向何处去？ 

量子效率低 

太阳光利用效率低  TaON  Ta3N5 

催化机理不清楚 

催化剂负载和回收问题  膜化 



A 
替代氟利昂 

新型制冷剂材料 

C 
替代工业石棉 

石墨 

B 
替代三聚磷酸钠 

无磷洗涤剂 

D 
替代传统结构材料，如

砖瓦、水泥、钢筋等 

新型环境相容性材料 

 新型环境替代材料 

 人们曾经广泛使用的一些材料，由于在生产、使用和废弃
的过程中会造成对环境的极大破坏，因而必须逐渐予以飞
出或取代，代替这些被飞出或取代的材料被称为环境替代
材料。 



 新型制冷剂材料 

传统制冷剂：

氟氯烃及其相关化
学物质 

危害 

应用 

化工、制冷、家用电器、汽车空

调、消防、医药、化妆品、清洗

等行业。 

氟氯烃是破坏大气臭氧层的元凶，

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lll 222 CCCFCCF 

2

23

ll

ll

OCOOC

OOCOC







破坏力：1:100,000 



南极臭氧层空洞与南极生物 

温室效应加剧 



 替代氟利昂 

替代要求 

替代品应与原制冷剂、

发泡剂有近似的沸点

热力学和传热特性 

具有可供应性和易

采用性 

替代品分子中不能含有

氯离子，不会分解臭氧

及产生温室效应 

无毒、无味、无可

燃性和爆炸性 



氟氯烃制冷剂替代方案 

代表方案 

美日等
国家 

德英等
国家 

其他 

以HFC-134a(1,1,1,2-四氟乙烷，C2H2F4)替代CFC-12(二氯二氟

甲烷，CF2Cl2)作为制冷剂，用HCFC-141b（1-氟-1,1-二氯乙烷，

C2H3Cl2F）替代CFC-11(三氯氟甲烷，CFCl3)作为发泡剂。 

用HC-600a(异丁烷，CH（CH3）3)替代CFC-

12，环戊烷替代CFC-11，为“全绿”替代物，

HC-600a和环戊烷的ODP值和GWP值均为0。 

1、某些国家选用HCs（碳氢化合物）替代CFC-12； 

2、其他替代物，如我国推出了新型节能节电、制

冷力强的ZCI制冷剂 



洗涤剂中含有的表面活性剂主要以烷基苯磺
酸钠为主，因为其耐硬水性能差，因此需要
配合水软化助剂，保证其去污能力，传统助
剂是三聚磷酸钠（Na5P3O10，简称STPP） 

 无磷洗涤剂 

无机
替代
助剂 

有机
替代
助剂 

磷酸盐 



 无机替代助剂 

无机代磷助剂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是沸石，
外观为白色粉末。常用的有A型、P型、X型，
其中对钙离子的螯合能力最强的是4A沸石
（NaA沸石），也最常用。 

A型沸石结构 

A型沸石化学式： 
Na2O·Al2O3·2SiO2·4.5H2O 
β笼是氧原子和阳离子围成的空腔，
最大尺寸为6.6Å；α笼最大尺寸为

11.4Å，孔口自由直径为4.2Å左右。 



NaA沸石与STPP助洗性能比较 

序号 NaA沸石 STPP 

1 
对二价和多价金属离子具有
离子交换作用，其理论钙交
换容量是260mgCaCO3/g 

对二价和多价金属离子具有络合
作用，据测定，它的理论钙交换
容量是158mgCaCO3/g 

2 对污垢分子具有强烈的吸附
作用 

对污垢分子具有分散、乳化、胶
溶作用 

3 
在溶液中呈悬浮状态，但由
于其表面电性的存在，不会
吸附在织物上 

在溶液中呈溶解状态 

4 呈碱性缓冲反应 呈碱性缓冲反应 



4A沸石软化硬水的影响因素 

1 

2 

3 

4A沸石粒度：最适宜的粒度为1~10um。4A沸石本身不溶于水，粒

径过大，易堵塞洗衣机和下水管道，并使衣物和洗衣机内桶收到磨损，
因此它的质量指标之一就是保证特定的尺寸分布和晶体形貌（无棱角，
最好是类球型的） 

交换温度：20~60℃ 

溶液的pH值：9~11 

4A沸石与Mg2+的交换能力较差，因水合Mg2+的直径比4A沸石的孔
径大，当4A沸石中的Na+被Ca2+交换1/3以后，由于阳离子数目减
少，位置空出，4A沸石孔径变大到5A左右，这时对Mg2+的去除能
力相应增强。 



 有机替代助剂 

助剂名称 优点 缺点 用途 

螯合
性 

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 

对pH适应面宽；良

好的螯合金属离子
的能力 

价格太高，
生物降解性

较差 

一般不用于
家庭洗涤剂
配方中 

柠檬酸钠 

具有一定的螯合能
力，但相对较低，
去污力优于三聚磷
酸钠，易溶于水，
无毒，易生物降解 

价格较贵 

适用于餐具
洗涤剂及高
档液体洗涤

剂中 

离子
交换
型 

聚丙烯酸、
马来酸与丙
烯酸共聚物 

对炭黑的分散力优
于三聚磷酸钠，相
对分子量打，水溶

性好 

生物降解性
较差，易吸

潮 

用于粉状洗
涤剂 



纺织制品 

隔热保温材料、 

密封填料，水电

解、食盐点解的

隔膜材料 

保温材料 

石棉粉、石棉板、

石棉纸、石棉砖、

石棉管等作为保

温绝热绝缘衬垫

等材料 

摩擦材料 

刹车片、离合器片，

火车闸片、石油钻

机刹车块等 

橡胶材料 

高压板、中压板、

绝缘板、耐油板和

耐酸板等 

 石棉又称“石绵”，为商业性术语，指具有

高抗张强度、高挠性、耐化学和热侵蚀、电

绝缘和具有可纺性的硅酸盐类矿物产品。它

是天然的纤维状的硅酸盐类矿物质的总称。 

 石棉的危害 



 石棉的危害 

虽然石棉制品具有优良性能，但由于其对人体有
强烈的刺激作用和致癌作用，尤其易被破碎成细
小的粉末漂浮在大气中，长期吸入易使人致癌。
因此，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九限制使用、生产
和销售石棉制品。 



 膨胀石墨 

膨胀石墨是由天然鳞片石墨经插层、水洗、干燥、
高温膨化得到的一种疏松多孔的蠕虫状物质。它
不造成二次污染，在石油化工、原子能、电力、
农药、建材、机械等工业中广泛使用。 

蠕虫状的膨胀石墨 

 石棉替代材料-- 



 柔性石墨 

柔性石墨是用膨胀石墨轧制或压制成箔或板制造
的密封填料，由于柔性石墨的气固两相结构是其
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下表对比了几种密封材料） 

项目 柔性石墨 聚四氟乙烯 石棉 

压缩率/% ＞50 5-25 20-40 

回弹率/% ＞30 30-50 30-50 

压力松弛/% ＜15 40-60 15-40 

耐温性/℃ 
氧化气氛 200-450 

100-260 ＜300 
非氧化气氛 200-3000 

耐蚀性 
有机 好 不好 好 

无机 好 不好 不好 

耐辐射 好 不好 较好 



 陶瓷纤维 

陶瓷纤维是一种纤维状轻质耐火材料，具有重量
轻、耐高温、热稳定性好、导热率低、比热小及
耐机械震动等优点，因而在机械、冶金、化工、
石油、陶瓷、电子等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名称 Al2O3(%) SiO2(%) 制备方法 结构 类别 

硅
酸
铝
纤
维 

低温型 40 60 

熔融喷吹或
甩丝法 

玻璃态纤
维 

散状短纤
维 

标准型 50 50 

高温型 60 40 

氧化铝纤维 95 5 溶液纺丝法 
结晶态纤

维 
连续长丝 

陶
瓷
纤
维
分
类 



从生态观点看，天然材料的加工能耗低，可再生
循环利用，易于处理，对天然材料进行高附加值
开发，所得材料具有先进的环境协调性能。 

 新型环境相容性材料 

木屑 

木材纤维 

热塑性树脂 

人工木材 



在环境污染中，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随着经
济发展日益严重，因此对空气污染和水污
染的治理也愈来愈受到重视。 

 环境功能材料的进步 



 碳纳米管材料 

碳纳米管材料：碳纳米管（CNTS）又称巴基管，是一种由特

殊结构和性质的新型材料。管的外径尺寸一般在几纳米到几
十纳米，内径更小，有的只有1纳米左右。 

单壁 
碳纳米管 

多壁 
碳纳米管 

又称富勒管，由一层石墨烯片组成，
直径和长度分别为0.75~3nm和
1~50μm。 

又含有多层石墨烯片，层数从2~50
不等，层间距为0.34±0.01nm。典
型的直径和长度分别为2~30nm和
0.1~50nm。 



 碳纳米管的发现过程 

1985 
柯尔、克罗托和斯莫利在模拟宇宙长链碳分子的生长研究中，发现了
与金刚石、石墨的无线结构不同的，具有封闭球状结构的分子C60。
因此 ，199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91 

2000 

2003 

日本电气公司的S.lijima在制备C60、对电弧放电后的石墨棒进行观察
时，发现圆柱状沉积。空的管状物直径0.7-30 nm； 

北大彭练矛研究组用电子束轰击单壁碳纳米管，发现了直径为0.33nm
的碳纳米管，但稳定性较差； 

日本信州大学和三井物产下属的CNRI子公司研制成功直径为0.4nm的
碳纳米管。同年，日本名古屋大学筱原久典教授制备出了纳米电缆； 



 碳纳米管的吸附性质 

1、比表面积大， 比表

面积是指单位质量物料
所具有的总面积（比表
面积是评价催化剂、吸
附剂及其他多孔物质） 

2、具有孔隙结构 

3、碳纳米管吸附有三个

位置：管壁表面、管的
内腔及管间的孔隙。 

对气体吸附的选择性和
导电性，可将其做成气
体传感器来检测环境中
微量的污染气体。 

用于污染气体的吸附 

去除水体中的无机、有机
污染物 

去除有害废水中的中的
酚类、酯类物质 

空气治理 

水治理 



 我国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及不足 

截止2010年11月底，经过国家绿色材料认证的新
型环保建材的市场占有率已达46.5%，环比增长
65%，目前占有率达90%以上。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功能材料已经出具
规模，范围覆盖了生产、服务、废物循环利用、
洁净产品生产和自然生态保护五大领域，初步形
成了完整的市场体系。 

我国环保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
主导技术基本满足市场的需要，掌握了一篇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取得的成果： 



不足之处： 

 我国在该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及不足 

a)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比较落后，环境产品的技术含
量较低； 

b) 高端研发人员匮乏； 

c) 环保科研机构改革落后于经济发展需要，技术研
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d) 与环保材料的发展相对应，环境技术的分布也存
在真明显地区差异和不平衡性，其发展出现出东
部高于西部，经济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 



 环境功能材料发展趋势 

• 材料的环境性能将成为2l世纪新材料的一个
基本性能； 

• 用LCA（Life Cycle Assessment）方法评价材

料产业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三废排放等将
成为一项常规的评价方法； 

• 结合资源保护、资源综合利用，对不可再
生资源的替代和再资源化研究将成为材料
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 各种生态环境材料及其产品的开发和广泛
应用是其发展的重点 



 如何研发新型环境功能材料的例子 



Self-regeneration of perovskite-based automotive 
catalysts studied with 

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s 

Yasuo Nishihata（西畑保雄） 



Automotive catalyst for gasoline engine 

Fuel(HC) 
Air(N2,O2) 

Catalyst 

Catalyst can convert to harmless non-pollutants 
HC (hydrocarbons)    【oxidation】       H2O+CO2 
CO (carbon monoxide)    【oxidation】        CO2 
NOx(nitrogen monoxide)    【reduction】       N2+O2 

Issue to be solved:  

(1) Deterioration 

     due to agglomeration and growth 
of metal particles 

(2) Increase of demand for Pd 



Monolithic substrate 

Wash-coat support 

Catalytic element 

• Ceramic monolith  
• Metallic monolith 

• Al2O3 
• CeO2, ZrO2, La, Ba etc 

• Precious metals (Pt, Pd, Rh etc) 

Ceramic monolith 

Metallic monolith 

Monolithic substrate 

Wash-coat 

Monolithic substrate 

Precious metals 

Catalyst 

Monolithic catalyst 



Superiority of Pd-peroiskite oxide 

180 nm  

Pt-particle 



TEM observation 

Oxidative Oxidative Reductive 
Precious 

metal 

Intelligent 
Catalyst 

Conventional 
catalyst 

Further enlargement 
and deterioration 

Restored to  
atomic level 

Self-regeneration ! 

Enlargement of 
precious metals 

Segregated 
at 1-3nm 

Dispersed on 
conventional 

ceramics 

Atomic level 
complex 

Perovskite 

Pt-Perovskite 

10nm 

Perovskite 

10nm 

Pt-particle 
1 nm 



Local structure change around Pd 

Pd metal 
(face-centered cubic) 

Pd-perovskite oxide 

LaFe0.57Co0.38Pd0.05O3 

Pd ion 

Oxidation 
(solid solution) 

Reduction 
(segregation) 



Pd K-edge 

Pd0 

Pd3+ 

Valence state of Pd 

Pd0                                     Pd3+ 
Reversibly changes 



      Shell                C.N.           R(Å)                s(2)(Å2)

 Oxidized       Pd-O       6*         2.023(4)       

0.0046(2) 

Reduced Pd-Pd/Pd-Co   5.2/6.8      2.661(2)       0.0069(1)  

Re-oxidized       Pd-O       6*         2.032(4)       0.0056(3) 

Fourier transform of EXAFS 



Palladium(Pd) Platinum(Pt) Rhodium(Rh) 

D
em
a
nd
 
(t
o
n/
y
ea
r
)
 

P
ri
c
e 
(
Ye
n
/g
)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2000 

Year Year Year 

10000 

Others 
Vehicles 

  Published in Nature 

  Supplied to the market 

Contribution to the market 

Produ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catalyst: 
Pd(2002), Pt(2005), Rh(2005) 



日本通産大臣賞 



说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三世因果，六
道轮回，人生八苦，教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方
法，轮回是实有的，所谓六道轮回，以佛教
的观点，人在生时的语言思想行为决定一个
人的往生，即六道轮回，六道者：三善道—
—天道，人道，阿修罗道；三恶道：畜生道，
饿鬼道，地狱道。 

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与自
己所怨恨的人不得已而相会或结合；不能自
由脱离自己所憎恶的环境或遭遇）、所求不
得苦、爱别离苦（与自己相爱的人分离；离
开自己爱恋的环境或年华、际遇等）、五盛
阴苦（五阴指色、受、想、行、识，概指一
切身心之苦）。 

佛教的精髓: 这世界万物和生命的现象
和遭遇，都是有因果和轮回。 



劳逸结合 
 
动静相济 
 
张弛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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