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726716.3

(22)申请日 2017.08.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3768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1.24

(73)专利权人 天津市职业大学

地址 300410 天津市河北区志成道2号

(72)发明人 李建生　刘炳光　赵洋　张腾　

尹浩南　

(51)Int.Cl.

B01J 23/18(2006.01)

B01J 23/843(2006.01)

B01J 37/16(2006.01)

B01J 37/03(2006.01)

B01J 37/08(2006.01)

B01D 53/86(2006.01)

B01D 53/5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380398 A,2012.03.21,

CN 102536396 A,2012.07.04,

CN 102247748 A,2011.11.23,

US 5380692 A,1995.01.10,

审查员 李小艳

 

(54)发明名称

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及其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

剂及其制备方法，复合催化剂是负载的Sb2O3/

LaSb1-xBxO3或Bi2O3/LaBi1-xBxO3，由氧化催化剂、

还原催化剂和催化剂载体组成，所述的氧化催化

剂是Sb2O3或Bi2O3；所述的还原催化剂是钙钛矿

结构的LaSb1-xBxO3或LaBi1-xBxO3，其中,B代表过

渡金属Cr、Mn、Fe、Co,x=0.5-0.9；所述的催化剂

载体是TiO2、ZrO2、SiO2、SnO2、Al2O3、沸石和堇青

石之一或二种的混合物。用其10g装填在固定床

催化反应器中，在300℃下处理氧化法制备乙醛

酸产生的含NO废气，NO的清除率为84%-93%。本发

明复合催化剂不依赖外加NH3和CO等还原组分进

行NO还原，没有二次污染，具有耐水分和抗硫污

染性能好，使用寿命长，运行成本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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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其特征在于复合催化剂是负载的Sb2O3/LaSb1-xBxO3

或Bi2O3/LaBi1-xBxO3，由氧化催化剂、还原催化剂和催化剂载体组成，所述的氧化催化剂是

Sb2O3或Bi2O3；所述的还原催化剂是钙钛矿结构的LaSb1-xBxO3或LaBi1-xBxO3，其中，B代表过渡

金属Cr、Mn、Fe、Co  ,x=0.5-0.9；所述的催化剂载体是TiO2、ZrO2、SiO2、SnO2、Al2O3、沸石和堇

青石之一或二种的混合物，复合催化剂的质量百分比组成为：氧化催化剂  3%-10%、还原催

化剂5%-15%和催化剂载体80%-90%。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氧化催化剂是负载在

催化剂载体上的粒径为10-50nm的纳米Sb2O3或Bi2O3，由其柠檬酸或酒石酸的水溶胶用热分

解方法形成，组成质量比为：催化剂载体：Sb2O3或Bi2O3=1：0.05-0.2。

3.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其特征在于还原催化剂是负载在

纳米Sb2O3或Bi2O3以及催化剂载体上的钙钛矿结构的LaSb1-xBxO3或LaBi1-xBxO3，由镧和过渡

金属Cr或Mn、Fe、Co的纳米溶胶以及负载的锑或铋氧化物进行高温热化学反应形成。

4.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其特征在于催化剂载体是比表面

积为100-300m2/g的TiO2、ZrO2、SiO2、SnO2、Al2O3、沸石和堇青石粉体之一或二种的混合物以

及加工成型的蜂窝体。

5.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催化剂载体的预处

理、氧化催化剂形成、还原催化剂形成三部分，采取的技术方案和步骤为：

（1）将催化剂载体加入含有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和氟硼酸的水溶液中，  控制投料质量比

为：催化剂载体：表面活性剂  ：HBF4：H2O=1：0.01-0.2：0.2-0.5：30-50，在40-50℃下搅拌，使

催化剂载体表面活化4-8h，然后过滤、洗涤、烘干备用；

（2）分别将化学试剂酒石酸氧锑铵、柠檬酸铋铵、硝酸镧、过渡金属盐和柠檬酸溶于去

离子水中配制成0.5mol/L的溶液备用；

（3）在搅拌下将经过预处理的催化剂载体加入酒石酸氧锑铵或柠檬酸铋铵溶液中形成

悬浮溶液，控制投料质量比为：催化剂载体：Sb2O3或Bi2O3=1：0.05-0.2，搅拌吸附0.5-1h，然

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500-600℃下灼烧0.5-1h，自然冷却

后形成负载的氧化催化剂；

（4）向硝酸镧溶液中加入过渡金属盐溶液，再加入酒石酸或柠檬酸溶液，控制投料摩尔

比为：La：B：有机酸=1：0.5-0.9：1.6-2，搅拌混合0.5-1h，形成LaBO3钙钛矿溶胶；

（5）向钙钛矿溶胶中加入负载的氧化催化剂，控制投料摩尔比为：LaBO3：氧化催化剂=1：

0.5-1，搅拌吸附0.5-1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700-800

℃下灼烧1-2h，自然冷却后形成负载的Sb2O3/LaSb1-xBxO3或Bi2O3/LaBi1-xBxO3复合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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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环保和新材料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在中国既出现了跨省市、大范围、季节性强、持续时间短的灰霾，也出现了

局地性、小范围、常态化、持续时间很长的灰霾。灰霾颗粒物富集有许多无机化合物和有机

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吸附在气溶胶很细的固体粒子上。灰霾中含量较大的化学成分主要有

硫酸盐，硝酸盐，铵盐，有机碳和元素碳五种成分，各地灰霾的组成有所不同，并随季节和气

象条件有所变化。大气固体颗粒物PM通常按粗细划分为PM10、PM2.5和PM1.0几种，灰霾的粒径

一般为0.003-10µm，平均直径在0.3-1µm。研究发现粒径在  2.5µm 以下的大气细颗粒是导

致灰霾发生的主要原因，PM2.5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灰霾污染的程度。

[0003] 根据北京市PM2 .5来源解析最新研究成果，北京市全年PM2 .5来源中，区域传输“贡

献”约占28%～36%，本地污染排放“贡献”占64%～72%。在本地污染“贡献”中，机动车排放

(31.1%)、燃煤(22.4%)、工业生产(18.1%)的比重占据前三位。其中，机动车除了直接排放

PM2.5外，还释放PM2.5中二次气溶胶的“原材料”和“催化剂”。

[0004] 据2015年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现场会透露，机动车、工业生产、燃煤、扬尘等是当前

我国大部分城市环境空气中颗粒物的主要污染来源，约占85%-90%。其中北京、杭州、广州、

深圳城市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

[0005] 工业生产、交通运输、机动车燃料燃烧都排放大量含有SO2和NO的尾气，农牧业生

产、稀土冶金和化工企业大量排放含铵盐粉尘和气体，即使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控制

排放标准，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仍然很大。目前主要是采取管理措施进行堵截和限制

排放，更需要研究开发专门技术治理，从根本上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0006] 为从源头上消减PM2.5产生，首先需要对机动车和工业企业应用的燃料质量进行改

进，进一步减少其中硫和氮的含量，因为涉及到的技术经济问题比较多，短期内难以解决；

其次是研发高效催化燃烧技术，特别是加强废气中脱硝技术研发，使NO污染物在未排入大

气之前就转化为氮气。

[0007] 近年来已公开了一系列采用钙钛矿催化剂脱除氮氧化物、同时脱除氮和硫的氧化

物、同时脱除氮氧化物和烟碳颗粒物、同时脱除氮氧化物、CO和有机物的发明专利。例如，西

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在中国专利CN106492791A （2017-03-15）中公开一种中低温

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催化剂包括超细二氧化钛、锶掺杂铈锰钙钛矿型复合氧化物、

五氧化二钒、三氧化钨、三氧化钼和氧化锡；包头稀土研究院在中国专利  CN106423176A 

（2017-02-22） 中公开了柴油车尾气净化的负载型稀土钙钛矿催化剂及制备方法，  采用的

催化剂活性组分为LaCoO3，催化剂载体为SiO2、Al2O3、TiO2、ZrO2、CeO2、Ce0 .9Zr0 .1O2、

Ce0.9Re0.1O2中的一种或两种；中南大学在中国专利  CN106268296A（2017-01-04）中公开了

一种掺杂的镧基钙钛矿型复合氧化物催化还原同时脱硫脱硝的烟气处理方法；  上海净球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7376893 B

3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中国专利CN106111117A（  2016-11-16）中公开一种用于处理柴油机

尾气NOX的SCR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将钙钛矿结构物质、钛钨粉和铝胶混合，加入聚乙烯醇

与去离子水进行搅拌，在高速剪切乳化条件下进行制备涂层胶体；上海纳米技术及应用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在中国专利  CN105289639A（2016-02-03）中公开一种钴负载镧锰钙钛矿型

一氧化氮氧化催化剂及制备方法，以稀土金属铈掺杂镧锰钙钛矿作为活性组分和载体，并

加入另一活性组分钴；上海郎特电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在中国专利CN103861581A（2014-

06-18）  中公开了  钙钛矿型物质La1-xSrxCrO3、火电厂脱硝复合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中国

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在中国发明专利  CN103599789A （2014-02-26） 中公开了用于

氮氧化物选择性催化还原的钙钛矿型催化剂，采用的钙钛矿型催化剂通式为ABO3，其A位上

是金属La，B位为Ni，Fe中的一种或两种组合；  通用汽车环球科技运作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

专利  CN102614780A（2012-08-01）中公开耐硫钙钛矿NOx氧化催化剂，催化剂通式为ABO3，

其中“A”和“B”分别是一种或多种元素的阳离子，所述钙钛矿包含一种或多种选自Tm、Hg、

Na、Yb、Ca、Pr、Nd、Pm、Sm、Cd、Ag、Tb、Ho、Y、Er、Lu、Pd、Ti、Cr、In、Pt、V、Li、Sb、Sc、Sc、Cu、Mg、

Nb、Ta、Mo、Ru和Mn的A阳离子和一种或多种选自Ge、Se、Tm、Ga和I的“B”阳离子；天津大学在

中国专利  CN102000582A（2011-04-06）和CN101845306A （2010-09-29）中公开了抗硫

La0.7Sr0.3Co1-xFexO3钙钛矿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及应用，将La、Sr和Co的硝酸盐混合后，用

柠檬酸和EDTA为络合剂，调节pH为4~5成溶胶后干燥焙烧制得钙钛矿样品，进行研磨筛选得

到催化剂。

[0008] 常用的NOx 的消除技术主要NOx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  (  SCＲ)  、NOx  储存还原技

术(  NSＲ)和NOx直接分解技术，虽然都已在工业生产和机动车上商业化应用，仍存在对NOx

治理不彻底和运行成本过高的问题。例如，广泛应用的氨还原NOx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是

用过量氨气将氧化氮催化还原为氮气排放，实际应用中存在大量氨气泄漏排放，与大气中

NO和SO2反应形成铵盐，只是从表面上解决了氧化氮尾气达标排放问题，并无助于大气中灰

霾的降低。钙钛矿催化剂仍存在耐水分和硫污染性能差、比表面积小、使用寿命短的问题。

对钙钛矿催化剂进行进一步改性及优化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一旦寻求到理想的元素及电

子结构，钙钛矿的催化应用潜能将被完全释放，将成为燃烧尾气治理的高效催化剂。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特别是一种处理含NO废气

的负载的Sb2O3/LaSb1-xBxO3或Bi2O3/LaBi1-xBxO3复合催化剂，由氧化催化剂、还原催化剂和催

化剂载体组成，所述的氧化催化剂是Sb2O3或Bi2O3；所述的还原催化剂是钙钛矿结构的

LaSb1-xBxO3或LaBi1-xBxO3，其中，B代表过渡金属Cr、Mn、Fe、Co  ,x=0.5-0.9；所述的催化剂载

体是TiO2、ZrO2、SiO2、SnO2、Al2O3、沸石和堇青石之一或二种的混合物。

[0010] 本发明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的质量百分比组成为：

[0011] 氧化催化剂         3%-10%

[0012] 还原催化剂         5%-15%

[0013] 催化剂载体         80%-90%

[0014] 本发明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中氧化催化剂是负载在催化剂载体上的粒径

为10-50nm的纳米Sb2O3或Bi2O3，由其柠檬酸或酒石酸溶胶热分解形成，组成质量比为：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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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载体：Sb2O3或Bi2O3=1：0.05-0.2。主要作用是催化氧化NO废气，使部分NO转化为NO2，提高

氧化氮废气的氧化度，以利于氧化氮废气后续的还原分解。人们在应用实践中发现，高氧化

度的NO和NO2混合废气比单纯的NO废气更容易还原分解为N2。纳米Sb2O3或Bi2O3分子中的空

轨道容易与NO分子中的孤电子对共价结合，促进氧化氮分子的氧化和贮存。

[0015] 本发明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中还原催化剂是负载在纳米Sb2O3或Bi2O3以及

催化剂载体上的钙钛矿结构的LaSb1-xBxO3或LaBi1-xBxO3，由镧和过渡金属Cr或Mn、Fe、Co的

溶胶以及负载的锑或铋氧化物进行高温热化学反应形成。剩余的纳米Sb2O3或Bi2O3以及高

比表面积的催化剂载体，具有良好的氧化氮吸附和贮存能力，从而克服了钙钛矿催化剂比

表面积不够大的缺陷，显著提高了其对氧化氮的催化还原能力。

[0016] 本发明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中催化剂载体是比表面积为100-300m2/g的

TiO2、ZrO2、SiO2、SnO2、Al2O3、沸石和堇青石粉体之一或二种的混合物以及加工成型的蜂窝

体。选用的催化剂载体具有很大的表面积和很强的吸附能力，能够贮存氧化氮，显著提高反

应物浓度，对催化剂处理氧化氮具有协同作用。

[0017] 本发明采用的原料酒石酸氧锑铵、柠檬酸铋铵、硝酸镧、氯化铬、氯化锰、氯化铁、

氯化钴、柠檬酸、酒石酸、氟硼酸、阳离子表面活性剂、TiO2、ZrO2、SiO2、SnO2、Al2O3、沸石和堇

青石粉等均为化学试剂。

[0018]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催

化剂载体的预处理、氧化催化剂形成、还原催化剂形成三部分，采取的技术方案和步骤为：

[0019] （1）将催化剂载体加入含有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和氟硼酸的水溶液中，  控制投料质

量比为：催化剂载体：表面活性剂  ：HBF4：H2O=1：0.01-0.2：0.2-0.5：30-50，在40-50℃下搅

拌使催化剂载体表面活化4-8h，然后过滤、洗涤、烘干备用；

[0020] （2）分别将化学试剂酒石酸氧锑铵、柠檬酸铋铵、硝酸镧、过渡金属盐和柠檬酸溶

于去离子水中配制成0.5mol/L的溶液备用；

[0021] （3）在搅拌下将经过预处理的催化剂载体加入酒石酸氧锑铵或柠檬酸铋铵溶液中

形成悬浮溶液，控制投料质量比为：催化剂载体：Sb2O3或Bi2O3=1:0.05-0.2，搅拌吸附0.5-

1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500-600℃下灼烧0.5-1h，自然

冷却后形成负载的氧化催化剂；

[0022] （4）向硝酸镧溶液中加入过渡金属盐溶液，再加入酒石酸或柠檬酸溶液，控制投料

摩尔比为：La：B：有机酸=1：0.5-0.9：1.6-2，搅拌混合0.5-1h，形成LaBO3钙钛矿溶胶；

[0023] （5）向钙钛矿溶胶中加入负载的氧化催化剂，控制投料摩尔比为：LaBO3：氧化催化

剂=1:0 .5-1，搅拌吸附0.5-1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

700-800℃下灼烧1-2h，自然冷却形成负载的Sb2O3/LaSb1-xBxO3或Bi2O3/LaBi1-xBxO3复合催化

剂。

[0024] 本发明处理含NO废气的复合催化剂可应用于硝酸氧化法生产乙醛酸、草酸和己二

酸过程中氧化氮尾气净化处理；可应用于渣油裂解、煤炭燃烧、挥发性溶剂燃烧过程中氧化

氮尾气净化处理；也可应用于机动车尾气净化处理。

[0025] 采用本发明复合催化剂处理含NOx废气的性能评价在固定床玻璃反应器中进行，

通过加热电炉控制反应温度。原料气是硝酸氧化法制备乙醛酸排除的经过水洗的气体，废

气组成为270mg  /m3  NO、20mg  /m3  NO2、64  g  /m3  H2O、106  g  /m3CO2 、216  g  /m3O2 、716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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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  N2。在模拟处理废气处理器中装填催化剂10g，在250-300℃下处理废气，总流量为0.2  m3 

/h，采用气相色谱仪检测进出口的NOx浓度，NOx 由进口处的平均  290  mg  /m3  下降至出口

处的  21-46mg  /m3  ，NO的脱除率为  84.1%-92.7%。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7] （1）本发明复合催化剂不依赖外加NH3和CO等还原组分进行NO还原，无二次污染问

题；

[0028] （2）本发明复合催化剂不含有贵金属组分，原料来源广和成本低廉；

[0029] （3）本发明复合催化剂耐水分和抗硫污染性能好，使用寿命长，运行成本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将催化剂载体TiO2  200g加入含有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三甲基溴化铵0.4g

和氟硼酸1g和水1000g的水溶液中，在40-50℃下搅拌使TiO2表面活化4h，然后过滤、洗涤、

烘干备用。分别将化学试剂酒石酸氧锑铵95.1g（0.15mol）、硝酸镧58.5g（0.1mol）、氯化钴

8.3g（0.05mol）和酒石酸30g（0.2mol）溶于去离子水中配制成0.5mol/L的溶液备用。

[0032] 在搅拌下将经过预处理的TiO2载体200g加入酒石酸氧锑铵溶液中形成悬浮溶液，

搅拌吸附1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500-600℃下灼烧1h，

自然冷却后形成TiO2负载的氧化锑催化剂。向以上制备的硝酸镧溶液中分别加入氯化钴溶

液和酒石酸溶液，搅拌混合1h，形成LaCoO3钙钛矿溶胶；再加入负载的氧化锑催化剂，搅拌

吸附0.5-1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700-800℃下灼烧2h，

自然冷却后形成负载的Sb2O3/LaSb0.5Co0.5O3复合催化剂。用其10g装填在固定床催化反应器

中，在300℃下处理氧化法制备乙醛酸产生的含NO废气，NO的清除率为93%。

[0033] 实施例2

[0034] 将催化剂载体Al2O3  200g加入含有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三甲基溴化铵0.4g

和氟硼酸1g和水1000g的水溶液中，在40-50℃下搅拌使Al2O3表面活化8h，然后过滤、洗涤、

烘干备用。分别将化学试剂柠檬酸铋铵64.1g（0.1mol）、硝酸镧58.5g（0.1mol）、三氯化铁

13g（0.08mol）和柠檬酸28.8g（0.15mol）溶于去离子水中配制成0.5mol/L的溶液备用。

[0035] 在搅拌下将经过预处理的Al2O3载体200g加入柠檬酸铋铵溶液中形成悬浮溶液，搅

拌吸附0.5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500-600℃下灼烧1h，

自然冷却后形成Al2O3负载的氧化铋催化剂。向以上制备的硝酸镧溶液中分别加入三氯化铁

溶液和柠檬酸溶液，搅拌混合0.5h，形成LaFeO3钙钛矿溶胶；再加入负载的氧化铋催化剂，

搅拌吸附0.5h，然后缓慢蒸发悬浮溶液形成凝胶，将凝胶烘干，进一步在700-800℃下灼烧

2h，自然冷却后形成负载的Bi2O3/LaBi0.2Fe0.8O3复合催化剂。用其10g装填在固定床催化反

应器中，在300℃下处理氧化法制备乙醛酸产生的含NO富氧废气，NO的清除率为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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