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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

剂及其制备方法，以钨锆复合氧化物为主催化剂

组分，以钡、铒、锡、铁、钼、钴、铜、锰或镧一种或

多种为助催化剂，以钛白粉为载体成分，以氧化

铝为助成型剂；将助催化剂离子盐配置成饱和溶

液，将钛白粉载体等体积浸渍于助催化剂溶液

中，经干燥，粉化后，将其与助成型剂氧化铝混合

均匀；将主催化剂组分的锆钨离子饱和溶液、有

机成型剂与上述粉料一起搅拌均匀、混炼、陈腐、

挤出成型，经干燥、焙烧制得整体式蜂窝催化剂。

本发明所制得的催化剂具有较好的高温脱硝效

果和热稳定性、组分无毒、环境友好，制备工艺简

单等优点，特别适用于高速柴油机尾气高温NOX

的脱除及石化行业等固定源高温尾气的脱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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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以钨锆复合氧化物为主催化剂组分，

以钡、铒、锡、铁、钼、钴、铜、锰或镧中的一种或多种为助催化剂，以钛白粉为载体成分，以氧

化铝为助成型剂；其中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所述主催化剂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8％～

20％，助催化剂质量百分含量为0～15％，助成型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30％；所述钨锆复

合氧化物活性组分W与Zr元素摩尔比为1:(0.9-1.5)。。

2.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剂的方法，其具体步骤为：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的制备

筛选并称取可溶性助催化剂钡、铒、锡、铁、钼、钴、铜、锰或镧盐中的一种或多种，加入

去离子水混合，经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离子溶液；

(2)助催化离子修饰复合载体的制备

将钛白粉与步骤(1)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将其与成

型助剂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和氧化铝的质量百分比为1:

(0％～15％):(5％～30％)；

(3)钨锆复合离子前躯体溶液的制备

筛选并称取可溶性钨盐加入去离子水混合，然后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得到

溶液A；

筛选并称取可溶性锆盐加入去离子水混合，然后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得到

溶液B；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0.9～1.5)，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

钨锆离子饱和溶液；

(4)催化剂坯体制备与预处理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8％～20％，将步骤(3)制得

的钨锆饱和离子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有机成型剂倒入搅拌机中混

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催化剂

泥料；

(5)整体式蜂窝催化剂的制备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中，经

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干燥、焙烧，即制得催化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钡盐为醋酸钡、硝酸钡或氯

化钡；所述的所述铒盐为八水合硫酸铒或六水合氯化铒；所述锡盐为五水四氯化锡；所述的

铁盐为硫酸铁、硝酸铁、醋酸铁或氯化铁；所述的钼盐为钼酸铵或仲钼酸铵；所述钴盐为硝

酸钴、乙酸钴、草酸钴或硫酸钴；所述铜盐为硝酸铜或氯化铜；所述锰盐为乙酸锰、硫酸锰、

氯化锰或硝酸锰；所述镧盐为硝酸镧、氯化镧或醋酸镧。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锆盐为氧氯化锆或氯化

锆；所述的钨盐为偏钨酸铵、钨酸铵或仲钨酸铵。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的有机成型剂为羧甲基纤维

素、聚环氧乙烷、羧丙基甲基纤维素或甘油中的一种或几种；有机成型剂的加入质量为钛白

粉质量的0.1％～2％。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的陈腐时间为12～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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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的干燥方式为普通鼓风干燥

箱干燥，干燥温度为30～80℃，干燥时间2～8h。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的焙烧温度为500～800℃，

焙烧时间为2～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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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环保催化材料和

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特别适用于中高速柴油机及石化行业尾气高温NOX的脱除。

背景技术

[0002] 柴油机具有功率大，能耗低，经济性能好等优点，但其尾气排放量大，且成分复杂，

因而对环境和人体健康具有较大影响。柴油机尾气中主要污染物有：氮氧化物(NOX)、碳氢

化合物(HC)、一氧化碳(CO)和悬浮粒子(particulate  matter；PM)等，其中NOX为其主要有

害成分。我国每年NOX排放总量高达100万吨，且连年增长，国家对NOX排放的控制标准日趋严

格。环保部于2016年发布“关于征求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

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正式

对柴油车国六排放法规征求意见，并拟定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随着排放控制标准的日

渐严苛，对于柴油机尾气净化技术的开发迫在眉睫。目前普遍使用于柴油机尾气后处理技

术的为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SCR)，而对其主催化剂成分的研究是SCR技术相关领域中的核

心部分。

[0003] 目前国内商业化的SCR脱硝催化剂的使用多被国外垄断，且主要集中于V2O5/MoO3

(WO3)/TiO2陶瓷载体。专利(201610654336 .9)、(201611251844 .9)、(201510807979.8)、

(201410404846.1)、(201610297377.7)、(20161029  7377.7)均为以钒基为主活性组分，针

对柴油机尾气脱硝处理技术的相关专利。但该体系具有活性温度窗口较窄(300～410℃)，

高温活性差，热稳定性能差，易SO2中毒等缺点，且活性组分V2O5为高剧毒物质，且在高温条

件下易蒸发汽化 ，从而对人体及环境造成污染。专利 (2 0 1 6 1 1 0 0 0 8 3 3 .3 ) 、

(201610297377 .7)、(201611020271 .9) (201611035444 .4)、(201110057115 .0)、

(201110118922.9)等为改性分子筛型柴油机尾气脱硝催化剂，其中专利(201611000833.3)

以亚铁-La双金属改性ZSM-5分子筛为主催化剂、以CeO2-ZrO2固溶体为助催化剂，以SiO2、

TiO2和γ-Al2O3为涂层基础材料，以堇青石蜂窝陶瓷为催化剂载体，制得具有低温活性的

SCR催化剂。但ZSM-5分子筛型催化剂高温结构稳定性能差，易积炭及金属沉积降低催化活

性，且其与重金属中毒可造成永久失活。专利(201310208308 .0)、(201611235168 .6)、

(201510401286.9)、(201610652524.8)等则以稀土氧化物或过渡金属离子铁，锰，铜，锆等

为主活性组分，制备脱硝催化剂，但该系列所制得催化剂的活性温度窗口较窄，高温活性

差，且制备工艺较复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研发一种适用于高速柴油机高温脱硝的环境友好型高温脱

硝催化剂，以期替代有毒且高温活性和热稳定性较差的商用钒钛基和分子筛型催化剂体

系；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上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剂，其特征在于以钨锆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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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为主催化剂组分，以钡、铒、锡、铁、钼、钴、铜、锰或镧中的一种或多种为助催化剂，以

钛白粉为载体成分，以氧化铝为助成型剂；其中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所述主催化剂组分质

量百分含量为8％～20％，助催化剂质量百分含量为0～15％，助成型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

～30％；所述钨锆复合氧化物活性组分W与Zr元素摩尔比为1:(0.9-1.5)。。

[000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制备上述的环境友好型高温脱硝催化剂的方法，其具体步骤

为：

[0007]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的制备

[0008] 筛选并称取可溶性助催化剂钡、铒、锡、铁、钼、钴、铜、锰或镧盐中的一种或多种，

加入去离子水混合，经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离子溶液；

[0009] (2)助催化离子修饰复合载体的制备

[0010] 将钛白粉与步骤(1)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将其

与成型助剂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和氧化铝的质量百分比

为1:(0％～15％):(5％～30％)；

[0011] (3)钨锆复合离子前躯体溶液的制备

[0012] 筛选并称取可溶性钨盐加入去离子水混合，然后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

得到溶液A；

[0013] 筛选并称取可溶性锆盐加入去离子水混合，然后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

得到溶液B；

[0014]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0.9～1.5)，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

拌，得钨锆离子饱和溶液；

[0015] (4)催化剂坯体制备与预处理

[0016]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8％～20％，将步骤(3)

制得的钨锆饱和离子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有机成型剂倒入搅拌机

中混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催

化剂泥料；

[0017] (5)整体式蜂窝催化剂的制备

[0018]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干燥、焙烧，即制得催化剂。

[0019] 优选步骤(1)中所述钡盐为醋酸钡、硝酸钡或氯化钡；所述的所述铒盐为八水合硫

酸铒或六水合氯化铒；所述锡盐为五水四氯化锡；所述的铁盐为硫酸铁、硝酸铁、醋酸铁或

氯化铁；所述的钼盐为钼酸铵或仲钼酸铵；所述钴盐为硝酸钴、乙酸钴、草酸钴或硫酸钴；所

述铜盐为硝酸铜或氯化铜；所述锰盐为乙酸锰、硫酸锰、氯化锰或硝酸锰；所述镧盐为硝酸

镧、氯化镧或醋酸镧。

[0020] 优选步骤(3)中所述的锆盐为氧氯化锆或氯化锆；所述的钨盐为偏钨酸铵、钨酸铵

或仲钨酸铵。

[0021] 优选步骤(4)中所述的有机成型剂为羧甲基纤维素、聚环氧乙烷、羧丙基甲基纤维

素或甘油中的一种或几种；有机成型剂的加入质量为钛白粉质量的0.1％～2％。

[0022] 有选步骤(4)中所述的陈腐时间为12～24h。

[0023] 优选步骤(5)中所述的干燥方式为普通鼓风干燥箱干燥，干燥温度为30～80℃，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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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时间2～8h。

[0024] 优选步骤(5)中所述的焙烧温度为500～800℃，焙烧时间为2～5h。

[0025] 有益效果：

[0026] 与钒钛基及分子筛型催化剂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7] (1)所述催化剂对柴油机尾气NOX的催化温度窗口大(400～600℃)，特别适用于中

高速柴油机尾气高温NOX的脱除；

[0028] (2)所选取的主、助催化剂组分均为价格低廉的环境友好型原料，且制备工艺简

单，可降低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

[0029] (3)所述催化剂经700℃焙烧2小时后，在GHSV＝8000h-1，其在370～600℃的温度窗

口范围内对NOX脱硝活性仍可达90％以上，可见其具有较好的高温脱硝效果和热稳定性；

[0030] (4)当W/Zr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0.97时，催化剂主活性组分占钛白粉质量百分含

量为9.85％时，催化剂具有最好的脱硝效果，在GHSV＝8000h-1时，其在370～600℃的温度窗

口范围内对NOX脱硝活性均可达94％以上；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实施例1～6所制备的催化剂脱除NOX活性变化曲线；其中1，2，3，4，5，6分别

代表实施例1-6。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1

[0033] (1)载体的制备

[0034] 以钛白粉/伽马氧化铝的质量百分比为1:10％，分别称取30g钛白粉和3g伽马氧化

铝，将其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

[0035] (2)钨锆复合离子前驱体溶液的配制

[0036] 筛选并称取0.46g仲钨酸铵和1.50g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A；

[0037] 筛选并称取2.26g氯化锆加入4.71g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直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B；

[0038]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1.5，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钨锆

饱和溶液；

[0039] (3)催化剂泥料制备与预处理

[0040] 以载体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9.24％，将步骤(2)制得的

钨锆离子饱和溶液与步骤(1)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0.03g羧甲基纤维素倒入搅拌机

中混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12h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

催化剂泥料；

[0041] (4)整体式催化的制备

[0042] 将步骤(3)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鼓风干燥箱30℃干燥8h后、500℃焙烧5h，即完成整体式催

化剂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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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5)催化剂的评价系统

[0044] 取8mL催化剂小样装入催化剂性能评价反应装置中，通入模拟气进行活性评价。模

拟气体按照实测车用柴油机尾气组成，其组成如下：N0(930ppm)、NH3(930ppm)、O 2

(10.00％)、其余为氮气。气体的体积空速为8000h-1。所制得催化剂在400～600℃内，脱硝活

性高于93％，催化剂在450℃和500℃时脱硝活性最佳，为99.07％。

[0045] 实施例2

[0046]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制备

[0047] 筛选并称取1.51g六水合氯化铒和0.70g五水合四氯化锡，溶解于5g去离子水中，

经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溶液；

[0048] (2)载体的制备

[0049] 称取30g钛白粉与步骤(1)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

将其与1.5g伽马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伽马氧化铝的质量

百分比为1:3％:5％；

[0050] (3)钨锆复合离子前驱体溶液的配制

[0051] 筛选并称取4.14g钨酸铵和6.22g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A；

[0052] 筛选并称取5.73g氧氯化锆加入8.61g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直至溶液呈澄清透

明状，得到溶液B；

[0053]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1.08，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钨

锆饱和溶液；

[0054] (4)催化剂泥料制备与预处理

[0055]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20％，将步骤(3)制得的

钨锆饱和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0.15g羧丙基甲基纤维素倒入搅拌机

中混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24h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

催化剂泥料；

[0056] (5)整体式催化的制备

[0057]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鼓风干燥箱80℃干燥2h后、800℃焙烧2h，即完成整体式催

化剂的制备。

[0058] (6)催化剂的评价系统

[0059] 取8mL催化剂小样装入催化剂性能评价反应装置中，通入模拟气进行活性评价。模

拟气体按照实测车用柴油机尾气组成，其组成如下：NO(930ppm)、NH3(930ppm)、O 2

(10.00％)、其余为氮气。气体的体积空速为8000h-1。所制得催化剂在400～600℃内，脱硝活

性高于92％，催化剂在450℃和500℃时脱硝活性最佳，为99.25％。

[0060] 实施例3

[0061]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制备

[0062] 筛选并称取0.33g硝酸钡和0.15g六水合氯化铒，溶解于3g去离子水中，将其置于

85℃的恒温水浴锅中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溶液；

[0063] (2)载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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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称取30g钛白粉与步骤(1)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

将其与9g伽马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伽马氧化铝的质量百

分比为1:1％:30％；

[0065] (3)钨锆复合离子前驱体溶液的配制

[0066] 筛选并称取1.86g偏钨酸铵和2.79g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A；

[0067] 筛选并称取2.19g氧氯化锆加入3.29g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直至溶液呈澄清透

明状，得到溶液B；

[0068]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1.08，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钨

锆饱和溶液；

[0069] (4)催化剂泥料制备与预处理

[0070]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8.38％，将步骤(3)制得

的钨锆饱和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0.30g羧甲基纤维素倒入搅拌机中

混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18h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催

化剂泥料；

[0071] (5)整体式催化的制备

[0072]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鼓风干燥箱60℃干燥5h后、700℃焙烧2h，即完成整体式催

化剂的制备；

[0073] (6)催化剂的评价系统

[0074] 取8mL催化剂小样装入催化剂性能评价反应装置中，通入模拟气进行活性评价。模

拟气体按照实测车用柴油机尾气组成，其组成如下：NO(930ppm)、NH3(930ppm)、O 2

(10.00％)、其余为氮气。气体的体积空速为8000h-1。所制得催化剂在400～600℃内，脱硝活

性高于91％，催化剂在450℃和500℃时催化脱硝活性最佳，为99.25％。

[0075] 实施例4

[0076]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制备

[0077] 筛选并称取0.20g六水合硝酸镧和0.38g九水合硝酸铁，溶解于2.50g去离子水中，

经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溶液；

[0078] (2)载体的制备

[0079] 称取30g钛白粉与步骤(1)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

将其与6g伽马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伽马氧化铝的质量百

分比为1:1％:20％；

[0080] (3)钨锆复合离子前驱体溶液的配制

[0081] 筛选并称取2.07g偏钨酸铵和4.50g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A；

[0082] 筛选并称取2.63g氧氯化锆加入3.95g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直至溶液呈澄清透

明状，得到溶液B；

[0083]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0.97，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钨

锆饱和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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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4)催化剂泥料制备与预处理

[0085]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9.85％，将步骤(3)制得

的钨锆饱和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0.15g聚环氧乙烷倒入搅拌机中混

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18h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催化

剂泥料；

[0086] (5)整体式催化的制备

[0087]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鼓风干燥箱60℃干燥5h后、700℃焙烧2h，即完成整体式催

化剂的制备；

[0088] (6)催化剂的评价系统

[0089] 取8mL催化剂小样装入催化剂性能评价反应装置中，通入模拟气进行活性评价。模

拟气体按照实测车用柴油机尾气组成，其组成如下：NO(930ppm)、NH3(930ppm)、O 2

(10.00％)、其余为氮气。气体的体积空速为8000h-1。所制得催化剂在370～600℃内，脱硝活

性高于94％，催化剂在500℃时脱硝活性最佳，为98.67％。

[0090] 实施例5

[0091]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制备

[0092] 筛选并称取3.54g硝酸铜和12.11g  50％硝酸锰溶液，混合经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

清透明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溶液；

[0093] (2)载体的制备

[0094] 称取30g钛白粉与步骤(1)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

将其与4.5g伽马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伽马氧化铝的质量

百分比为1:13％:15％；

[0095] (3)钨锆复合离子前驱体溶液的配制

[0096] 筛选并称取3.16g偏钨酸铵和6.87g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A；

[0097] 筛选并称取4.00g氧氯化锆加入6.00g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直至溶液呈澄清透

明状，得到溶液B；

[0098]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0.97，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钨

锆饱和溶液；

[0099] (4)催化剂泥料制备与预处理

[0100]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15％，将步骤(3)制得的

钨锆饱和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0.60g甘油倒入搅拌机中混合搅拌练

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18h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催化剂泥料；

[0101] (5)整体式催化的制备

[0102]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鼓风干燥箱40℃干燥7h后、600℃焙烧3h，即完成整体式催

化剂的制备；

[0103] (6)催化剂的评价系统

[0104] 取8mL催化剂小样装入催化剂性能评价反应装置中，通入模拟气进行活性评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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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气体按照实测车用柴油机尾气组成，其组成如下：NO(930ppm)、NH3(930ppm)、O 2

(10.00％)、其余为氮气。气体的体积空速为8000h-1。所制得催化剂在400～600℃内，脱硝活

性高于92％，催化剂在500℃时脱硝活性最佳，为98.5％。

[0105] 实施例6

[0106] (1)助催化剂前躯体离子溶液制备

[0107] 筛选并称取8.73g六水合硝酸钴和4.21四水合钼酸铵，溶解于15g去离子水中，经

搅拌溶解至溶液呈澄清透明状，得助催化剂前驱体溶液；

[0108] (2)载体的制备

[0109] 称取30g钛白粉与步骤(2)中制得的助催化剂溶液等体积浸渍，经干燥，粉化后，再

将其与3g伽马氧化铝混合均匀得催化剂载体，其中钛白粉/助催化剂/伽马氧化铝的质量百

分比为1:15％:10％；

[0110] (3)钨锆复合离子前驱体溶液的配制

[0111] 筛选并称取4.21g偏钨酸铵和9.15g的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至溶液呈澄清透明

状，得到溶液A；

[0112] 筛选并称取5.34g氧氯化锆加入8.02g去离子水混合，搅拌均匀直至溶液呈澄清透

明状，得到溶液B；

[0113] 其中A、B溶液的离子摩尔比1：0.97，将溶液B加入溶液A中，滴加过程需搅拌，得钨

锆饱和溶液；

[0114] (4)催化剂泥料制备与预处理

[0115] 以钛白粉质量为基准，催化剂主活性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20％，将步骤(3)制得的

钨锆饱和溶液与步骤(2)制得的催化剂混合载体，以及0.15g羧甲基纤维素倒入搅拌机中混

合搅拌练泥，经捏合机反复捏合，泥料陈腐24h后，置入成型机中预挤，制备湿度均匀的催化

剂泥料；

[0116] (5)整体式催化的制备

[0117] 将步骤(4)中制得的催化剂泥料，经练泥、预挤出，制得的催化剂泥料放入成型机

中，经磨具挤出成蜂窝状坯体，经鼓风干燥箱60℃干燥5h后、700℃焙烧2h，即完成整体式催

化剂的制备；

[0118] (6)催化剂的评价系统

[0119] 取8mL催化剂小样装入催化剂性能评价反应装置中，通入模拟气进行活性评价。模

拟气体按照实测车用柴油机尾气组成，其组成如下：NO(930ppm)、NH3(930ppm)、O 2

(10.00％)、其余为氮气。气体的体积空速为8000h-1。所制得催化剂在400～600℃内，脱硝活

性高于90％，催化剂在500℃时脱硝活性最佳，为98.62％。

[0120] 以上实施例1～6所制备的催化剂脱除NOX活性变化曲线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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