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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B01J27/04化学或物理方法，例

如，催化作用、胶体化学；其有关设备技术领域，

公开了一种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按质量

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95-100份TiO2，0.4-0.5

份P2O5，0.2-1 .2份SO42-，0.01-0 .02份Fe2O3，

0.01-0.02份K2O，0.01-0.02份Na2O。本发明解决

现有技术中载体的热稳定性、耐温性不稳定的问

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07233905 B

2019.11.08

CN
 1
07
23
39
05
 B



1.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特征在于：按质量份数计，其包括以下组分，95-100

份TiO2，0.4-0.5份P2O5，0.2-1.2份SO42-，0.01-0.02份Fe2O3，0.01-0.02份K2O，0.01-0.02份

Na2O，制成的脱硝催化剂载体松装比重仅为0.32-0.45  g/cm3；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

利用浓度为100-200g/l的硫酸氧钛溶液反应生产得到偏钛酸，偏钛酸的参数要求是BET≥

250  m2/g、D50≤2.0、游离酸：5-8%；2、打浆搅拌，向偏钛酸中加入去离子水打浆到固含量为

10-15%，同时搅拌加入占溶液总质量8-12%的一水合氨；3、煅烧，搅拌2-4h后以均匀的流体

形式进料煅烧，煅烧温度为100-400℃；4、粉碎，将产物进行切割粉碎至粒径是D50  0 .8-

1.6um的颗粒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特征在于：其中TiO2为9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特征在于：Fe2O3为0.01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特征在于：K2O、Na2O均为0.01

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特征在于：P2O5为0.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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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B01J27/04化学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胶体化学；其有关设备技

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

背景技术

[0002] 脱硝催化剂是一种泛指应用在电厂用于氨气选择性催化还原即NH3-SCR脱硝技术

中的一种催化剂，其可以降低氮氧化物与氨的反应温度，从而使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易于被

氨还原成氮气，从而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减少氮氧化物对大气的污染，从而减小酸雨的危

害。

[0003] 理论上讲，在不添加任何催化剂的情况下，氮氧化物与氨气的反应温度为900℃左

右，烟气中所含的氮氧化物主要成分为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其分别与氨气的反应方程式

如下，

[0004] 4NO+4NH3+O2＝4N2+6H2O

[0005] 6NO2+8NH3＝7N2+12H2O

[0006] 从上式可知，不论是一氧化氮还是二氧化氮，其与氨气反应后均会生成污染性较

小的氮气和水。但上述反应由于反应本身条件较苛刻，需要900℃的高温条件才可进行，因

此，现有NH3-SCR脱硝技术中经常会使用到一种脱硝催化剂，其可以降低上述反应需要进行

的温度，从而降低反应条件的难度。

[0007] 最初的脱硝催化剂是以氧化铝等陶瓷材料做为载体，添加Pt或者Pt-Rh等贵金属

作为催化剂活性成分；这种最早的脱硝催化剂具有较高的活性，能够使得氮氧化物与氨气

的反应温度较低，但由于贵金属的成本较高，从而限制了该种脱硝催化剂的广泛应用。

[0008] 目前最常用的脱硝催化剂是以二氧化钛TiO2为载体，将V2O5(WO3)、Fe2O3、MgO、MoO3

等金属氧化物或起联合作用的混和物与载体混合，从而得到现有最为常用的脱硝催化剂。

[0009] 这种脱硝催化剂成本较低，但其活性不如贵金属类的脱硝催化剂，其载体的热稳

定性、耐温性等不稳定。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意在提供一种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以解决现有技术中载体的热稳

定性、耐温性不稳定的技术问题。

[0011] 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按质量份数计，其包括以下组分，95-100

份TiO2，0.4-0.5份P2O5，0.2-1.2份SO42-，0.01-0.02份Fe2O3，0.01-0.02份K2O，0.01-0.02份

Na2O，制成的脱硝催化剂载体松装比重仅为0.32-0.45g/cm3；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

利用浓度为100-200g/l的硫酸氧钛溶液反应生产得到偏钛酸，偏钛酸的参数要求是BET≥

250m2/g、D50≤2.0、游离酸：5-8％；2、打浆搅拌，向偏钛酸中加入去离子水打浆到固含量为

10-15％，同时搅拌加入占溶液总质量8-12％的一水合氨；3、煅烧，搅拌2-4h后以均匀的流

体形式进料煅烧，煅烧温度为100-400℃；4、粉碎，将产物进行切割粉碎至粒径是D50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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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um的颗粒状。

[0012] SO42-是指硫酸钾、硫酸钠与游离硫酸等的阴离子。

[0013] 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相较于常规的脱硝催化剂载体，具有以

下优点：

[0014] 1、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适用温度较低，一般使用温度为350

度左右。

[0015] 2、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的比表面积远大于常规的脱硝催化剂

载体，BET法比表面积(单位为m2/g)可以达到200-349，而常规的脱硝催化剂载体仅为90±

10，这就导致相同的脱硝需求下，就使用的催化剂载体而言，采用本方案的高比表面积脱硝

催化剂载体使用量更少，其后期回收处理压力更小，成本更加低廉。

[0016] 3、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松装比重仅为0.32-0.45g/cm3，使用时

本载体在溶液中不容易沉积，能够始终支撑催化剂充分与反应物接触，保证催化效率。

[0017] 4、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还可阻止活性组分在使用过程中烧结，

提高催化剂的耐热性。

[0018] 生产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的原材料是偏钛酸，其参数是BET≥250m2/g、D50(um≤

2 .0)、游离酸(2-4％)。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顾名思义，是二氧化钛的比表面积较高

(200-349)的产品，钛含量占95％，因此选择钛含量较纯的偏钛酸(干基TiO2≥99.0％)为原

料。偏钛酸具有比表面积高(BET≥250m2/g)的特点，只要控制好粒径(D50≤2.0um)范围、游

离酸含量，就能够通过后续工艺获得质量较好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于偏钛酸中加入

去离子水打浆到固含量为10-15％后，加入占溶液总质量8-12％的一水合氨充当脱硫剂，搅

拌2-4h后以均匀的流体形式进入回转窑煅烧(100-400℃)，煅烧后的产品通过切割粉碎至

合格的粒径(D50：0.8-1 .6um)即为成品，原材料有明确的BET(比表面积)要求，游离硫酸要

求，这样的原材料对后续工艺制造的产品的稳定性，使产品耐磨性有很大的提高。

[0019] 采用回转窑从窑尾均匀进料，从窑头均匀出料，燃烧机置于窑头，所供热能必须稳

定，才能在回转窑中的温度梯度保持一致，才能保证偏钛酸晶形变化一致，其煅烧出的产品

的BET才能控制到一定范围，如果温度波动较大，BET这一指标将会很灵敏，造成不合格。

[0020] 上述工艺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优点：

[0021] 1、打浆固含量在10-15％，有利于对微量粒子的精确控制、有利于脱硫剂的使用；

[0022] 2、将粒度大小控制在D500.8-1.6um并用专用设备粉碎(微粉磨)对制备催化剂挤压

成型性有很好的提高，催化效果与粒度大小无直接关系，其粒度的均匀性决定制备催化剂

过程中挤压成型性的好坏，如果粒度不均匀，催化剂挤压时，不易成型，易产生裂纹，甚至破

裂；

[0023] 3、煅烧方式不一样，采用均匀的流体形式进料煅烧与温度控制，使得高比表面积

脱硝催化剂维持比表面积的范围，可长时间工作在条件严峻的环境中；与其他金属或金属

氧化物混炼成型后，在使用性能上更具耐磨性，有利于延长使用时效。

[0024] 制备方法第一步采用均匀沉淀法，均匀沉淀法是利用某种化学反应，使溶液中的

构晶离子从溶液中缓慢、均匀地释放出来，加入的沉淀剂不是立刻与沉淀组分发生反应，而

是通过化学反应使沉淀剂在整个溶液中缓慢生成。这样可将溶液的过饱和度控制在适当的

范围内，从而控制颗粒的生长速度，获得纯度高、颗粒均匀的偏钛酸，常用的均匀沉淀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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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等。均匀沉淀法具有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好、易于操作等特点。

[0025] 进一步，其中TiO2为95份。

[0026] 进一步，Fe2O3为0.01份。

[0027] 进一步，K2O、Na2O均为0.01份。

[0028] 进一步，P2O5为0.4份。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0] 实施例一至实施例四的组分比为如下表所示：

[0031]

质量(kg) TiO2 P2O5 SO42- Fe2O3 K2O Na2O

实施例一 95 0.4 0.2 0.01 0.01 0.01

实施例二 100 0.5 1.2 0.02 0.02 0.02

实施例三 97 0.45 0.6 0.015 0.015 0.015

实施例四 98 0.44 0.9 0.017 0.017 0.017

[0032] 实施例一：

[0033] 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按质量计，包括以下组分，95千克TiO2，

0.4千克P2O5，0.2千克SO42-，0.01千克Fe2O3，0.01千克K2O，0.01千克Na2O。

[0034] 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相较于常规的脱硝催化剂载体，具有以

下优点：

[0035] 1、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适用温度较低，一般使用温度为350

度左右。

[0036] 2、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其比表面积远大于常规的脱硝催化剂

载体，BET法比表面积(单位为m2/g)可以达到200-349，而常规的脱硝催化剂载体仅为90±

10，这就导致相同的脱硝需求下，就使用的催化剂载体而言，采用本方案的高比表面积脱硝

催化剂载体使用量更少，其后期回收处理压力更小，成本更加低廉。

[0037] 3、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松装比重仅为0.32-0.45g/cm3，使用时

本载体在溶液中不容易沉积，能够始终支撑催化剂充分与反应物接触，保证催化效率。

[0038] 4、本方案中的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还可阻止活性组分在使用过程中烧结，

提高催化剂的耐热性。

[0039] 一种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利用浓度为100-

200g/l的硫酸氧钛溶液反应生产得到偏钛酸，偏钛酸的参数要求是BET≥250m2/g、D50≤

2.0、游离酸：5-8％；2、打浆搅拌，向偏钛酸中加入去离子水打浆到固含量为10-15％，同时

搅拌加入占溶液总质量8-12％的一水合氨；3、煅烧，搅拌2-4h后以均匀的流体形式进料煅

烧，煅烧温度为100-400℃；4、粉碎，将产物进行切割粉碎至粒径是D50  0.8-1.6um的颗粒状。

[0040] 生产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的原材料是偏钛酸，其参数是BET≥250m2/g、D50

(um≤2.0)、游离酸(2-4％)。偏钛酸是由钛铁矿或高钛渣为原料经过酸解、沉降、压滤、浓

缩、水解、水洗、漂白、漂洗等工序制成。偏钛酸具有比表面积高(BET≥250m2/g)的特点，只

要控制好粒径(D50≤2.0um)范围、游离酸含量，就能够通过后续工艺获得质量较好的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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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于偏钛酸中加入去离子水打浆到固含量为10-15％后，加入占溶液

总质量8-12％的一水合氨充当脱硫剂，搅拌2-4h后以均匀的流体形式进入回转窑煅烧

(100-400℃)，煅烧后的产品通过机械粉碎至合格的粒径(D50：0.8-1.6um)即为成品，原材

料有明确的BET(比表面积)要求，游离硫酸要求，这样的原材料对后续工艺制造的产品的稳

定性，使产品耐磨性有很大的提高。

[0041] 采用回转窑从窑尾均匀进料，从窑头均匀出料，燃烧机置于窑头，所供热能必须稳

定，才能在回转窑中的温度梯度保持一致，才能保证偏钛酸晶形变化一致，其煅烧出的产品

的BET才能控制到一定范围，如果温度波动较大，BET这一指标将会很灵敏，造成不合格。

[0042] 上述工艺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优点：

[0043] 1、打浆固含量在10-15％，有利于水资源、能源的节省；

[0044] 2、将粒度大小的控制在D50：0.8-1.6um并用专用设备粉碎(微粉磨)对制备催化剂

挤压成型性有很好的提高，催化效果与粒度大小无直接关系，其粒度的均匀性决定制备催

化剂过程中挤压成型性的好坏，如果粒度不均匀，催化剂挤压时，不易成型，易产生裂纹，甚

至破裂；

[0045] 3、煅烧方式不一样，采用均匀的流体形式进料煅烧，使得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

载体:保证其比表面积的稳定性。

[0046] 制备方法第一步采用均匀沉淀法，均匀沉淀法是利用某种化学反应，使溶液中的

构晶离子从溶液中缓慢、均匀地释放出来，加入的沉淀剂不是立刻与沉淀组分发生反应，而

是通过化学反应使沉淀剂在整个溶液中缓慢生成。这样可将溶液的过饱和度控制在适当的

范围内，从而控制颗粒的生长速度，获得纯度高、颗粒均匀的偏钛酸，常用的均匀沉淀剂为

尿素等。均匀沉淀法具有工艺简单、产品质量好、易于操作等特点。例如中图分类号:

TQ134.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990(2001)02-0003-03中提到的制备方法。

[0047] 实施例二：

[0048]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仅在于：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

组分，100千克TiO2，0.5千克P2O5，1.2千克SO42-，0.02千克Fe2O3，0.02千克K2O，0.02千克

Na2O。

[0049] 实施例三：

[0050]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仅在于：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

组分，97千克TiO2，0.45千克P2O5，0.6千克SO42-，0.015千克Fe2O3，0.015千克K2O，0.015千克

Na2O。

[0051] 实施例四：

[0052]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仅在于：高比表面积脱硝催化剂载体，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

组分，98千克TiO2，0.44千克P2O5，0.9千克SO42-，0.017千克Fe2O3，0.017千克K2O，0.017千克

Na2O。

[0053]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结构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变

形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这些都不会影响本发明实施的效果和专利

的实用性。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7233905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