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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过渡金属复合催化剂、其

制备方法和用途，所述催化剂由主活性组分A和

助剂B两部分组成，其中，组分A是指氧化铈，或者

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

的复合氧化物，助剂B是一种空心结构过渡金属M

和钌的复合氧化物；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先用油胺还原法制备过渡金属M和钌组成的

空心合金材料，然后将其负载于主活性组分A，洗

涤，干燥，煅烧即制得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

剂；本发明提供的上述催化剂，制备方法简单，产

率高，成本低，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优异的氮气

生成选择性以及较宽的操作温度范围等突出优

点，在催化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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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由

主活性组分A和具有协同效应的助剂B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活性组分A是指氧化铈，或者氧

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氧化物，具有协同效应的助剂B是一种

空心结构过渡金属M和钌的复合氧化物，而且，具有空心结构的助剂B均匀包覆在主活性成

分A表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B中M元素

与铈的摩尔比为0.02～0.05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活性组分A

中，钨和钼的总摩尔数与铈的摩尔比为0.05～0.3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活性成分

A中的氧化铈、氧化钨和氧化钼是纳米颗粒、纳米棒、纳米片、纳米线材料中的任意一种或几

种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活性组分

A是指氧化铈，或者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氧化物，其中，所

述的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氧化物，是指简单物理混合的复

合氧化物，或者是指在合成过程中采用共沉淀、溶胶-凝胶、水热法进行原位合成的氧化铈

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氧化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助剂B是一

种空心结构过渡金属M和钌的复合氧化物，空心结构的直径为8nm～25nm，空心结构材料均

匀的分散于主活性组分A的表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过渡金属M

为铜、镍、钴、铁、锌、钛、锰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M前驱体加入到油胺中，搅拌溶解；然后加热回流反应；

(b)向步骤(a)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钌前驱体，继续加热回流反应；

(c)将步骤(b)所得反应产物分离，洗涤，重新分散于有机溶剂，并加入主活性成分A，吸

附后分离，洗涤，干燥；

(d)将步骤(c)所得产物煅烧，即可得到有空心结构的助剂B均匀包覆在主活性成分A表

面而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a)所述M前驱体为为氯化铜，氯化锰，氯化铁，氯化镍，氯化钴中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所述

M前驱体在油胺中的浓度为22～30mmol。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权利

要求8步骤(a)所述加热回流的温度为160～190℃；所述加热回流反应的时间为2.5～10h。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权利

要求8步骤(b)所述钌前驱体为三氯化钌、(间异丙基甲苯)[(S，S)-Ts-DPEN]氯化钌、乙酰丙

酮钌、三氯化六铵合钌、亚硝酰基硝酸钌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所述M前驱体与钌前驱

体的摩尔比为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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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权利

要求8步骤(b)所述加热回流反应的温度为175～265℃；所述加热回流反应的时间为为2.5

～10h。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权利

要求8步骤(c)中所述吸附的时间为为2h～8h。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权利

要求8步骤(d)所述煅烧在空气、氧气或其他氧化性气氛中进行；所述煅烧的温度为为300～

400℃；所述煅烧的时间为2.5～6h。

15.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用于氮氧化物选择性催化还原反应。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在160～

430℃范围内，氮氧化物转化率大于92％，在190～380℃之间为100％；在160～430℃范围

内，氮气的选择性大于91％，在145～430℃范围内，氮气的选择性大于96％，在145～350℃

范围内，氮气的选择性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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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催化还原氮氧化物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具体的涉及一种应于氮氧化物选择性催化还原领域，比如，应用在柴油车尾气、燃煤电厂、

炼油厂和冶炼厂烟气等氮氧化物的催化净化等领域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及其制

备方法，属于环境材料、环境催化和环境保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其中，作为大气主要污染物的氮氧化物(NOx)，比如N2O，NO，N2O3，N2O4，NO2等

是形成酸雨、破坏臭氧层、产生光化学污染的主要成因，上述由氮氧化物引发的环境污染问

题对人们的健康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世界各国对NOx的排放均

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

[0003] 我国是以燃煤为主要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仅仅由燃煤电厂排放的NOx占全国

NOx排放总量的67％。因此，对燃煤电厂、冶炼厂、炼油厂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进行催化净化

处理，对我国NOx排放总量进行严格有效的控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另外，我国移动源排

放的NOx约65％来自柴油车，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加，对柴油车尾气的氮氧化物

进行有效的净化处理更是控制我国NOx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

[0004] 在氮氧化物净化脱除技术中，氨气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NH3-SCR)是固定源燃煤

电厂、炼油厂和冶炼厂烟气以及移动源柴油车汽车尾气中氮氧化物脱除的主要技术，其中，

催化剂是该工艺的核心。目前，广泛应用的催化剂是采用WO3或MoO3改性的V2O5/TiO2催化剂。

一方面，该催化剂在300～400℃之间的中温段具有优异的氮氧化物脱除率和抗SO2性能，但

是在高温时容易生成大量的N2O，从而导致氮气选择性降低；另一方面，由于V2O5的氧化性比

较强，很容易使得反应气体中的SO2向SO3转化，在较低温度时这些SO3会与NH3反应生成

(NH4)2SO4或者NH4HSO4，从而使催化剂的孔道发生堵塞，进而导致催化剂失去活性。除此之

外，该类催化剂成本较高，高温下对氮气的选择性较差，而且活性组分V2O5的前驱体的毒性

非常大，在柴油车等移动源的尾气氮氧化物脱除过程中容易发生升华或者脱落，容易危害

人体健康并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污染，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禁止钒基催化剂用于柴油车尾气氮

氧化物的催化净化。

[0005]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致力于NH3-SCR非钒基催化剂的研发，非钒基氮氧化物

脱除催化剂包括贵金属(Pt、Pd和Ag等)催化剂和金属氧化物(Mn、Fe、Cu和Co等)催化剂。贵

金属催化剂具有良好的的催化活性，但是成本高、反应温度窗口窄、对SO2敏感，使其在工业

中的规模化应用受到了限制。因此，金属氧化物NH3-SCR催化剂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尽

管此类催化剂还未投入商业化应用，但是由于其具有制备方法简单、性能可控性强且易于

规模化推广应用等诸多优点，目前已经成为人们研发的重点。

[0006] 研究表明，稀土金属氧化物由于具有未充满电子的4f轨道，表现出独特的性能，稀

土组分的存在可以有效调节催化剂表面的酸碱性、修饰催化活性中心的结构、提高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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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释氧能力。其中，二氧化铈(CeO2)作为稀土催化材料中最重要组成，对于以CeO2为纯载

体的负载型金属氧化物催化剂，一方面，活性组分能在表面高度分散；另一方面，由于具有

优异的氧化还原性能、适当的表面酸性和较高的储/释氧容量以及良好的Ce3+/Ce4+切换能

力，可与表面负载组分产生较强的相互作用，从而促进其催化性能显著提升。但是，CeO2纯

载体会存在比表面积小、热稳定性差、高温容易烧结等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广泛

的应用。人们在研究中发现，通过向CeO2的晶格中掺入外来金属离子形成铈基复合氧化物

可以有效克服上述缺点。例如，Quan等(Shu,Y.；Sun,H.；Quan,X.；Chen,S.J .Phys.Chem.C 

2012,116,25319.)采用浸渍法制备了一系列经FeOx改性的CeO2/TiO2催化剂用于NH3-SCR反

应，研究发现，FeOx的改性使得催化剂表面Ce3+和吸附氧含量增加，有利于形成更多的NH4+和

NO2并促进了CeO2在载体表面的分散，因此FeOx的添加明显提升了的CeO2/TiO2催化剂的氮氧

化物脱出能力。有研究(Li u ,Z .M .；Zh u ,J .Z .；Zha ng ,S .X .；Ma ,L .L .；Wo o ,

S.I.Catal.Commun.2014,46,90.)表明，MoO3的添加有利于NH3的吸附，能有效抑制H2O和SO2

的吸附以及硫酸盐的形成，进而能显著提升催化剂的抗水抗硫性能，表现出优异的催化性

能。

[0007] 综上可知，氧化铈基复合氧化物可以有效克服氧化铈纯载体比表面积小、热稳定

性差、高温容易烧结等缺点，进而在NH3-SCR反应中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因此，如何制备出

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对环境无毒无污染的高活性非钒基催化剂是降低氮氧化物总量的关

键环节。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和有效效果在于，一方面克服目前商用钒基催化剂低温NOx消除率

差，高温下较低的N2选择性以及V2O5本身具有毒性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克服氧化铈纯载

体比表面积小、热稳定性差、高温容易烧结等缺点。

[0009]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0]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由主活性组分A和具有协同效

应的助剂B两部分组成，其中，主活性组分A是指氧化铈，或者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

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氧化物，具有协同效应的助剂B是一种空心结构过渡金属M和钌的复

合氧化物，而且，具有空心结构的助剂B均匀包覆在主活性成分A表面。

[0011] 所述助剂B中M元素与铈的摩尔比为0.005～0.1，优选为0.01～0.08，进一步优选

为0.02～0.055。

[0012] 所述主活性组分A中，钨和钼的总摩尔数与铈的摩尔比为0～0.6，优选为0.02～

0.45，进一步优选为0.05～0.35。

[0013] 所述的主活性成分A中的氧化铈、氧化钨和氧化钼可以是纳米颗粒、纳米棒、纳米

片、纳米线、微孔、介孔或者亚微孔材料中的任意一种或者两种及两种以上的组成。

[0014] 所述的主活性组分A是指氧化铈，或者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

一种的复合氧化物，其中，所述的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氧

化物，是指简单物理混合的复合氧化物，或者是指在合成过程中采用共沉淀、溶胶-凝胶、水

热法等化学合成法进行原位合成的氧化铈和氧化钨以及氧化钼这两者中至少一种的复合

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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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的助剂B是一种空心结构过渡金属M和钌的复合氧化物，空心结构的直径为

8nm～25nm，空心结构材料均匀的分散于主活性组分A的表面。

[0016] 所述的过渡金属M为铜、镍、钴、铁、锌、钛、锰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

[001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a)将M前驱体加入到油胺中，搅拌溶解；然后加热回流反应；

[0019] (b)向步骤(a)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钌前驱体，继续加热回流反应；

[0020] (c)将步骤(b)所得反应产物分离，洗涤，重新分散于有机溶剂，并加入主活性成分

A，吸附后分离，洗涤，干燥；

[0021] (d)将步骤(c)所得产物煅烧，即可得到有空心结构的助剂B均匀包覆在主活性成

分A表面而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22] 所述M前驱体为高氯酸铜，甲酸铜，氯化铜，柠檬酸铜，水杨酸铜，硝酸铜，溴化铜，

乙酸铜，硬脂酸铜，油酸铜，乙酰丙酮铜，高氯酸镍，甲酸镍，氯化镍，柠檬酸镍，水杨酸镍，硝

酸镍，溴化镍，乙酸镍，硬脂酸镍，油酸镍，乙酰丙酮镍，氯化锰，硝酸锰，溴化锰，乙酸锰，乙

酰丙酮锰，氯化钴，硝酸钴，溴化钴，乙酸钴，乙酰丙酮钴，氯化铁，硝酸铁，溴化铁，乙酰丙酮

铁，氯化锌，硝酸锌，溴化锌，乙酸锌，硬脂酸锌，乙酰丙酮锌，氯化钛，硝酸钛，溴化钛，硬脂

酸钛，乙酰丙酮钛中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优选为氯化铜，硝酸铜，氯化镍，氯化锰，氯化钴，

硝酸钴，氯化铁，硝酸铁，氯化锌，硝酸锌，氯化钛，硝酸钛中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特别优选

为氯化铜，氯化锰，氯化铁，氯化镍，氯化钴中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

[0023] 优选地，所述M前驱体在油胺中的浓度为8mmol/L～110mmol/L，优选为18mmol/L～

55mmol/L，进一步优选为22～30mmol。

[0024] 所述步骤(a)中加热回流的温度为85～250℃，优选为120～220℃，进一步优选为

160～190℃；所述加热回流反应的时间为0.5～30h，优选为1.5～20h，进一步优选为2.5～

10h。

[0025] 进一步地，步骤(b)所述钌前驱体为三氯化钌、(间异丙基甲苯)[(S，S)-Ts-DPEN]

氯化钌、乙酰丙酮钌、三氯化六铵合钌、亚硝酰基硝酸钌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组合；

[0026] 优选地，所述M前驱体与钌前驱体的摩尔比为1～5，优选为4～2，进一步优选为2.7

～2.2。

[002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回流加热反应的温度为150～280℃，优选为175～265℃；

所述加热回流反应的时间为0.8～30h，优选为1.5～20h，进一步优选为2.5～10h。

[0028] 所述吸附的时间为0.5h以上，优选为1～20h，进一步优选为2h～8h。

[0029] 所述的步骤(c)中将步骤(b)所得反应产物分离后的洗涤使用甲醇、乙醇、丙醇、丙

酮、正丁醇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混合物进行；优选为甲醇和/或乙醇；进一步优选为乙醇；

[0030] 优选地，吸附并分离后的洗涤使用甲醇、乙醇、水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混合进行；

[0031] 优选地，所述洗涤为3次以上，优选为5次；

[0032] 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为甲苯、二甲苯、氯苯、二氯苯、四氯化碳、环己烷、己烷、氯

丙烷、己烷、庚烷中的1种或2种以上的混合；

[0033] 优选地，所述分离为离心分离。

[0034] 进一步，步骤(d)所述煅烧在空气、氧气或其他氧化性气氛中进行；

[0035] 优选地，所述煅烧的温度为200℃～550℃，优选为250～450℃，进一步优选为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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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所述煅烧的时间为0.5～12h，优选为1.5～8h，进一步优选为2.5～6h。

[0036]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可以应于氮氧化物选择性催化

还原领域，比如，应用在柴油车尾气、燃煤电厂、炼油厂和冶炼厂烟气等氮氧化物的催化净

化等领域。

[0037] 本发明所提供的上述任意一种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在160～430℃范围

内，氮氧化物转化率大于92％，在190～380℃之间为100％；在160～430℃范围内，氮气的选

择性大于91％，在145～430℃范围内，氮气的选择性大于96％，在145～350℃范围内，氮气

的选择性为100％。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实施例1

[0039]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氯化镍，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氯化镍在油胺中的浓度为

25mmol/L，加热搅拌，使氯化镍充分溶解，然后在180℃油浴下，加热回流5h；向上述反应后

的溶液中加入氯化钌，使得镍与钌的摩尔比为2.5，在180℃下继续加热回流4h；待反应结束

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量纳米氧化铈，使得

镍与铈的摩尔比为0.03，吸附4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产物在

空气中于350℃条件下加热4h，即可得到由空心镍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米氧化

铈表面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40] 实施例2

[0041]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乙酰丙酮钛，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乙酰丙酮钛在油胺中的

浓度为8mmol/L，加热搅拌，使乙酰丙酮钛充分溶解，然后在85℃油浴下，加热回流30h；向上

述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亚硝酰基硝酸钌，使得钛与钌的摩尔比为5，在280℃下继续加热回

流0.8h；待反应结束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

量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钼的原位复合物(钼与铈的摩尔比为0.02)，使得钛与铈的摩尔比为

0.005，吸附1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中于200℃条

件下加热10h，即可得到由空心钛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钼复合

物表面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42] 实施例3

[0043]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乙酰丙酮铜，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乙酰丙酮铜在油胺中的

浓度为110mmol/L，加热搅拌，使乙酰丙酮铜充分溶解，然后在250℃油浴下，加热回流0.5h；

向上述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氯化钌，使得钛与钌的摩尔比为1，在175℃下继续加热回流

20h；待反应结束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量亚

微孔氧化铈和氧化钨的混合物(钨与铈的摩尔比为0.6)，使得铜与铈的摩尔比为0.01，吸附

20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中于550℃条件下加热

0.5h，即可得到由空心铜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混合物表面形

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44] 实施例4

[0045]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乙酸钴和硝酸铜，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乙酸钴和硝酸铜在

油胺中的总浓度为55mmol/L，加热搅拌，使乙酸钴和硝酸铜充分溶解，然后在220℃油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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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回流1.5h；向上述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氯化钌，使得钴和铜的总摩尔数与钌的摩尔比

为4，在245℃下继续加热回流1.5h；待反应结束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

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量纳米氧化铈，使得钴和铜的总摩尔数与铈的摩尔比为0.1，吸

附16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中于450℃条件下加热

1.5h，即可得到由空心钴铜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米氧化铈表面形成的过渡金属

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46] 实施例5

[0047]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硬脂酸锌，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硬脂酸锌在油胺中的总浓

度为40mmol/L，加热搅拌，使硬脂酸锌充分溶解，然后在190℃油浴下，加热回流2.5h；向上

述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氯化钌，使得锌与钌的摩尔比为3，在265℃下继续加热回流2.5h；待

反应结束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量纳米氧化

铈，使得锌与铈的摩尔比为0.055，吸附12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

的产物在空气中于500℃条件下加热2.5h，即可得到由空心锌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

在纳米氧化铈表面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48] 实施例6

[0049]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硝酸铁，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硝酸铁在油胺中的总浓度为

30mmol/L，加热搅拌，使硝酸铁充分溶解，然后在100℃油浴下，加热回流20h；向上述反应后

的溶液中加入氯化钌，使得铁与钌的摩尔比为2，在220℃下继续加热回流6h；待反应结束

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量纳米氧化铈，使得

铁与铈的摩尔比为0.02，吸附8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产物在

空气中于400℃条件下加热6h，即可得到由空心铁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米氧化

铈表面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50] 实施例7

[0051]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乙酰丙酮镍，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乙酰丙酮镍在油胺中的

总浓度为22mmol/L，加热搅拌，使乙酰丙酮镍充分溶解，然后在160℃油浴下，加热回流10h；

向上述反应后的溶液中加入乙酰丙酮钌，使得镍与钌的摩尔比为2.5，在150℃下继续加热

回流30h；待反应结束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氧

化铈和氧化钨的原位复合物(钨与铈的摩尔比为0.25)，使得镍与铈的摩尔比为0.08，吸附

2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产物在空气中于300℃条件下加热8h，

即可得到由空心镍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纳米复合物表面形

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52] 实施例8

[0053] 准确称取一定量的氯化锰，加入到适量油胺中，使得氯化锰在油胺中的总浓度为

18mmol/L，加热搅拌，使硝酸铁充分溶解，然后在120℃油浴下，加热回流15h；向上述反应后

的溶液中加入乙酰丙酮钌，使得锰与钌的摩尔比为2.7，在200℃下继续加热回流10h；待反

应结束后，离心，用甲苯和甲醇混合溶液洗涤3次，然后分散于甲苯中，加入适量纳米氧化

铈，使得锰与铈的摩尔比为0.04，吸附5h，然后离心，用乙醇洗涤3次，干燥；最后将干燥后的

产物在空气中于250℃条件下加热12h，即可得到由空心锰钌纳米复合氧化物均匀包覆在纳

米氧化铈表面形成的过渡金属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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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对比例1

[0055] 同实施例1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采用镍钌等任何氧化物进

行表面修饰。

[0056] 对比例2

[0057] 同实施例1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1中的方法制备的空

心结构的镍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修饰的，而是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镍钌复合氧

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58] 对比例3

[0059] 同实施例2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钼复合物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添加钛钌

等任何氧化物进行表面修饰。

[0060] 对比例4

[0061] 同实施例2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钼复合物，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2中

的方法制备的空心结构的钛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钼复合物进行修饰的，而是

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钛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钼复合物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

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62] 对比例5

[0063] 同实施例3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混合物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添加铜钌

等任何氧化物进行表面修饰。

[0064] 对比例6

[0065] 同实施例3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混合物，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1中

的方法制备的空心结构的铜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混合物进行修饰的，而是

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铜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混合物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

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66] 对比例7

[0067] 同实施例4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添加钴铜钌等任何氧化物

进行表面修饰。

[0068] 对比例8

[0069] 同实施例4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4中的方法制备的空

心结构的钴铜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修饰的，而是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钴铜钌复

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70] 对比例9

[0071] 同实施例5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采用锌钌等任何氧化物进

行表面修饰。

[0072] 对比例10

[0073] 同实施例5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5中的方法制备的空

心结构的锌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修饰的，而是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锌钌复合氧

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74] 对比例11

[0075] 同实施例5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采用锌钌等任何氧化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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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表面修饰。

[0076] 对比例12

[0077] 同实施例6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6中的方法制备的空

心结构的铁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修饰的，而是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铁钌复合氧

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78] 对比例13

[0079] 同实施例7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复合物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添加镍钌

等任何氧化物进行表面修饰。

[0080] 对比例14

[0081] 同实施例7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复合物，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7中

的方法制备的空心结构的镍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复合物进行修饰的，而是

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镍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和氧化钨复合物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

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82] 对比例15

[0083] 同实施例8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直接作为催化剂，没有采用锰钌等任何氧化物进

行表面修饰。

[0084] 对比例16

[0085] 同实施例8中相同的纳米氧化铈，不同处在于不是采用实施例8中的方法制备的空

心结构的锰钌复合氧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修饰的，而是采用相同比例的普通锰钌复合氧

化物对纳米氧化铈进行表面修饰后获得的铈基纳米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86] 本发明所提供的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中的任意一种铈基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其活

性表征条件为：待测气体气氛为600ppmNOx，600ppmNH3，5％O2，N2为平衡气，气体的总流量为

500ml/min，总空时为50000/h，反应温度为145～550℃。表征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0087] 表1催化剂对NOx的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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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0089] 表2催化剂对N2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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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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