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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包括锰氧化物的催化剂，其

中锰氧化物包括：基于Mn的摩尔，40-60摩尔%的

量的MnO；基于Mn的摩尔，40-60摩尔%的量的

Mn2O3；以及基于Mn的摩尔，1-10摩尔%的量的

Mn3O4。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制备催化剂的方法以

及催化剂在空气净化器中的用途。根据本发明的

催化剂可以在环境温度下有效地催化甲醛氧化，

以便有效地去除以相对少量存在的室内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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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包括锰氧化物的催化剂，其中，所述锰氧化物包括：

基于Mn的摩尔，40-60摩尔%的量的MnO；

基于Mn的摩尔，40-60摩尔%的量的Mn2O3；以及

基于Mn的摩尔，1-10摩尔%的量的Mn3O4，

并且其中，所述催化剂中Mn的总摩尔为100摩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催化剂，其中，所述锰氧化物提供摩尔比为（0.92-1.08）：1的Mn2+

和Mn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催化剂，还包括载体。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催化剂，其中，所述催化剂包括20-80重量%的锰氧化物、20-70重

量%的载体和0-50重量%的粘合剂。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催化剂，其中，所述载体选自由二氧化硅、氧化铝、活性碳、沸石

和分子筛组成的组。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催化剂，所述催化剂还包括粘合剂，所述粘合剂选自由聚乙烯

醇、纤维素聚氨酯、环氧树脂和丙烯酸酯组成的组。

7.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催化剂，所述催化剂还包括粘合剂，所述粘合剂选自由羧甲基纤

维素、羧乙基纤维素、甲基纤维素、羟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和羟丙基纤维素组成的组。

8.一种空气净化器，包括如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催化剂。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空气净化器，其中，从气流方向看，所述催化剂被布置在颗粒过

滤器、静电过滤器和/或活性碳过滤器之后。

10.一种制备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催化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由MnCO3制备Mn2O3；

由MnCO3制备MnO；

由MnO制备Mn3O4；

制备包括Mn2O3、MnO、Mn3O4、载体和粘合剂的浆料；以及

由所述浆料制备所述催化剂。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由MnCO3制备Mn2O3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在空气中于673-873  K下煅烧MnCO3  2-6小时。

12.  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由MnCO3制备MnO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在氢气氛下于673-873  K下煅烧MnCO3  3-6小时，并且

在氮气氛下冷却至室温。

13.  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由MnO制备Mn3O4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

在空气中于室温下老化MnO  3-6小时，并且

在空气中于673-693  K下进一步老化2-6小时。

14.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由所述浆料制备所述催化剂的步骤包括以下

步骤：

由所述浆料形成具有2-3  mm的颗粒尺寸的颗粒，

老化所述颗粒2-4小时，并且

于473-573  K下加热4-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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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催化甲醛氧化的锰催化剂及其制备和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催化剂。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用于催化甲醛氧化的催化剂及

其制备。本发明的催化剂特别适合用于空气净化器中。

背景技术

[0002] 甲醛（HCHO）是致癌的和致畸的，并且因此对人类健康是严重威胁。甲醛可能通过

工业过程和产品发出。它也是主要室内污染物之一。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意识的提高，

近年来对去除甲醛、尤其是去除室内甲醛的方法的需求日益增加。

[0003] 使用的方法可以分为吸附和分解。吸附是通过使用多孔材料（诸如活性碳、分子

筛、沸石等）来固定甲醛来进行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多孔材料饱和，并因此不能再吸附甲

醛，这导致吸附方法失败。此外，由于诸如环境温度升高的条件的变化，吸附的甲醛可能会

被解吸，这导致二次污染。

[0004] 分解方法可以包括等离子体分解和催化氧化。催化氧化通过催化剂将甲醛转化为

水和二氧化碳，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技术。这种技术的关键是开发合适的催化剂。近年来，

已经开发了过渡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和贵金属催化剂。二氧化锰是一种相对丰富而廉价的材

料。因此，基于锰氧化物的催化剂被开发来有氧氧化有机化合物。

[0005] 已知含锰氧化物的催化剂也可用于分解其他有害物质。例如，JP2014140816A公开

了一种二氧化氯分解剂，其优选地包含MnO2、Mn2O3、Mn3O4（作为锰氧化物）和M<Ⅰ>MnO4和M<Ⅱ

>MnO4（作为高锰酸盐）（其中M<Ⅰ>是碱，并且M<Ⅱ>是碱土金属）。定量地说，50-95%重量的锰

氧化物和0.01-3%重量的高锰酸盐是优选的。

[0006] 然而，传统的锰氧化物（比如MnO2）在室温下没有足够的活性来对室内甲醛进行催

化过程，因为室内甲醛通常仅以相对低的水平存在。

[0007] 因此，需要一种催化剂，其能够有效催化甲醛氧化并从而可以用于空气净化器中

以有效去除以低水平存在的室内甲醛。

发明内容

[0008] 总的来说，本发明涉及令人惊讶的发现，即包括特定比例的MnO、Mn2O3和Mn3O4的锰

氧化物可以用作用于催化甲醛氧化的催化剂，优选地用于在室温下催化甲醛氧化，更优选

地用于在室温下催化室内甲醛氧化。锰氧化物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由相同的前体制备。该

发现允许催化剂的经济有效的生产，以用于需要高催化活性和耐久性来处理以低水平存在

的甲醛的应用。本发明还涉及这种催化剂在空气净化器中的用途。

[0009]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是包括锰氧化物的催化剂，其中锰氧化物包括：

基于Mn的摩尔，约40-60摩尔%的量的MnO；

基于Mn的摩尔，约40-60摩尔%的量的Mn2O3；和

基于Mn的摩尔，约1-10摩尔%的量的Mn3O4。

[0010] 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是制备如上所述的催化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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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MnCO3制备Mn2O3；

由MnCO3制备MnO；

由MnO制备Mn3O4；

制备包括Mn2O3、MnO、Mn3O4、载体和粘合剂的浆料；以及

由该浆料制备催化剂。

[0011] 本发明的又一实施例是上述催化剂在空气净化器中的用途。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本文使用的术语“室温”和“环境温度”是指大约293  K的温度。

[0013] 本文使用的术语“室内甲醛”是指房间中空气中包含的甲醛。它通常以相对低的水

平存在，例如，按重量计从几个ppb到几个ppm，诸如10到100,000  ppb，或20到10,000  ppb，

或50到5,000  ppb，或100到1000  ppb。

[0014]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包括锰氧化物的催化剂，其中锰氧化物包括：

基于Mn的摩尔，约40-60摩尔%、优选约45-55摩尔%的量的MnO；

基于Mn的摩尔，约40-60摩尔%、优选约45-55摩尔%的量的Mn2O3；和

基于Mn的摩尔，约1-10摩尔%、优选约4-8摩尔%的量的Mn3O4。摩尔百分比基于氧化物中

锰离子的总摩尔，并且其总和为100摩尔%。

[0015] 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据信锰氧化物提供Mn2+和Mn3+的混合价态，这有利于甲醛氧

化的氧化还原环的快速建立。这个过程可以如下所示：

[0016] 如上所示，Mn2+和Mn3+都存在于锰氧化物中，它们分别与空气中的氧和甲醛相互作

用，这进而引发了氧和甲醛之间的氧化还原反应并迫使反应循环。在这方面，即使甲醛仅以

相对较低的水平存在，也可以分解甲醛。作为结果，与传统的锰氧化物相比，该锰氧化物具

有更高的活性和耐久性来用于甲醛氧化。

[0017] 在一个实施例中，锰氧化物提供的Mn2+和Mn3+的摩尔比为约（0.92-1 .08）：1，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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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约（0.95-1.05）：1，更优选地约1：1。

[0018] 锰氧化物可以布置在支撑体上，例如通过诸如沉积、共沉积、浸渍、喷雾干燥等的

方法。支撑体可以是与催化剂一起使用的任何传统支撑体。传统支撑体通常具有大的比表

面积，以便有利于活性位点的暴露以及反应物和产物的吸附和扩散，这增强了支撑体和催

化剂之间的协同效应。在一种变型中，为了增强催化活性，支撑体关于其形态被修饰，以赋

予棒、球和孔等的形状。优选的支撑体可以包括二氧化硅、氧化铝、活性碳、沸石、分子筛或

其组合。

[0019] 催化剂可选地包括粘合剂。在一个实施例中，粘合剂选自由聚乙烯醇、纤维素聚氨

酯、环氧树脂和丙烯酸酯组成的组。优选地，粘合剂选自由羧甲基纤维素、羧乙基纤维素、甲

基纤维素、羟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纤维素和羟丙基纤维素组成的组。

[0020] 催化剂可以包括约20-80重量%的锰氧化物、约20-70重量%的载体和约0-50重量%

的粘合剂。优选地，催化剂可以包括约40-70重量%的锰氧化物、约30-60重量%的载体和约0-

20重量%的粘合剂。更优选地，催化剂可以包括约50-70重量%的锰氧化物、约30-50重量%的

载体和约0-10重量%的粘合剂。百分比基于催化剂的总量。

[0021] 该催化剂可以用于空气净化器中。在一个实施例中，催化剂形成为过滤器。例如，

可以通过例如涂覆、沉积、共沉积、浸渍、喷雾干燥等来将催化剂施加在过滤器基底上，以形

成包含催化剂的过滤器。在一种变型中，催化剂或包含催化剂的过滤器可以与其他过滤器

一起用于空气净化器中。优选地，从气流方向看，催化剂或包含催化剂的过滤器被布置在颗

粒过滤器、静电过滤器和/或活性碳过滤器之后。这种布置消除了与催化剂上颗粒污染物积

累相关联的副作用。

[0022] 制备该催化剂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由MnCO3制备Mn2O3；

由MnCO3制备MnO；

由MnO制备Mn3O4；

制备包括Mn2O3、MnO、Mn3O4、载体和粘合剂的浆料；以及

由该浆料制备催化剂。

[0023] 碳酸锰是可商购的或可通过本领域已知的方法获得。可以另外或替代地使用含碳

酸锰的材料或碳酸锰前体。由MnCO3制备Mn2O3的步骤包括在空气中于约673-873  K下煅烧

MnCO3约2-6小时的步骤。由MnCO3制备MnO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在氢气氛下于约673-873  K

下煅烧MnCO3  3-6小时，并在氮气氛下冷却至室温。由MnO制备Mn3O4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在

空气中于室温下老化MnO约3-6小时，并在空气中于约673-693  K下进一步老化2-6小时。由

浆料制备催化剂的步骤包括以下步骤：由浆料形成颗粒尺寸为约1-10  mm、优选2-3  mm的颗

粒，老化颗粒约2-4小时，并于约473-573  K下加热约4-6小时。

[0024] 锰氧化物由相同的起始材料制备，这使得催化剂的制备安全、操作简单且易于控

制。

[0025] 示例

通过以下示例，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更加明显。这些示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对本发明

的限制。

[0026] 试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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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锰：化学纯，可商购

氧化铝：来自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13X分子筛：来自大连凯特利催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羧甲基纤维素：化学纯，可商购。

[0027] 制备示例

锰氧化物制备如下：

将10  kg碳酸锰加入到烘箱中，然后在空气中于773  K下在其中煅烧4小时。获得13.80 

kg  Mn2O3，为黑色粉末。

[0028] 将10  kg碳酸锰加入到烘箱中。在H2流以10  ml/min的速度通过烘箱的同时，碳酸

锰在氢气氛下于773  K下被煅烧4小时。然后，H2流被切换成以10  ml/min的速度的N2流。在N2

气氛下冷却至室温后，获得7.0  kg  MnO，为绿色粉末。

[0029] 将如上制备的3  kg  MnO加入到烘箱中。烘箱温度设置为293  K，并在空气中保持3

小时。然后，将温度升至673  K，并在空气中保持2小时。获得3.5  kg  Mn3O4，为棕色粉末。

[0030] 具有表1所示化学组分的五种催化剂制备如下：

Mn2O3、MnO和Mn3O4在固相中混合以形成氧化锰粉末。然后，向氧化锰粉末中加入氧化铝

和13X分子筛。随后，加入羧甲基纤维素。向获得的粉末中加入3  kg  H2O以形成浆料。浆料在

模具中被挤压成颗粒尺寸为2  mm的小球。将小球老化2小时并在493  K下加热4小时后，获得

催化剂。

[0031] 表1：催化剂的化学组分
催化剂# MnO(g)/(摩尔%) Mn2O3 (g) / (摩尔%) Mn3O4 (g) / (摩尔%) MnO2(g) 氧化铝(g) 13X分子筛(g) 羧甲基纤维素(g)

1 1000/48 1000/43 200/9 - 1000 500 30

2 1420/47 1580/47 200/6 - 1000 500 30

3 1500/47 1500/43 400/10 - 1000 500 30

4(比较) 1000 1000 - - 1000 500 30

5(比较) 1000 - - 1200 1000 500 30

[0032] 催化剂1-3是根据本发明的催化剂，而催化剂4-5是比较催化剂。除了不添加Mn3O4

以外，通过重复催化剂1的制备来制备催化剂4。除了MnO和Mn3O4被MnO2代替之外，通过重复

催化剂1的制备来制备催化剂5。

[0033] 实验结果：

对上述制备的催化剂进行取样、分解并压制成颗粒。将颗粒尺寸为30-60目的颗粒加入

到负载为80  mg的试管中。当包含2.8  ppm（重量）甲醛的气流通至试管入口时，开始时间记

录。当在试管出口处检测到0.1  ppm（重量）的甲醛的浓度时，停止时间记录。该时间用于表

征催化剂去除甲醛的能力。结果总结在表2中。

[0034] 表2催化剂的性能

催化剂# 时间（分钟） 去除甲醛的能力

1 200 好

2 280 好

3 220 好

4（比较） 150 平均

5（比较） 80 差

[0035] 从上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即使甲醛仅以低浓度存在，根据本发明的催化剂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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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去除甲醛。当不存在Mn离子的混合价态时或当锰氧化物包含具有大于3的价的锰离

子时，去除甲醛的能力显著下降，如催化剂5所示。当Mn3O4不包含在催化剂中时，去除甲醛的

能力被折衷，如催化剂4所示。

[0036]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脱离上述实施例的宽泛的发明构思的情况下，可

以对其进行改变。因此，应当理解，本发明不限于所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旨在覆盖由所

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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