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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

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脱硝催化剂模块箱

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

箱基体为上底面和下底面均镂空的中空箱体，可

装载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

箱基体涂覆功能涂层浆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

箱基体表面形成的涂层；功能涂层浆液包含聚四

氟乙烯粉料、吸附剂粉末、稳定剂、扩散剂、造孔

剂，吸附剂粉末包括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

Ox复合氧化物和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

合氧化物。本发明不仅可以装载脱硝催化剂模

块，有助于烟气均匀通过脱硝催化剂和粉尘的清

除，而且可以吸附SCR反应过程中未反应的氨气，

有效防止氨逃逸的发生，对实现机组在全负荷范

围内脱硝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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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其特征在于：

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

模块箱基体为上底面和下底面均镂空的中空箱体，可装载脱硝催化剂；

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箱基体涂覆功能涂层浆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箱基体

表面形成的涂层；

功能涂层浆液包含聚四氟乙烯粉料、吸附剂粉末、稳定剂、扩散剂、造孔剂，其质量占浆

液的百分配比为：

聚四氟乙烯粉料       15‑30%；

吸附剂粉末           20‑35%；

稳定剂               2‑10%；

扩散剂               1‑5%；

造孔剂               1‑5%；

去离子水            余量；

其中，吸附剂粉末包括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和吸附助剂Si‑Fe‑Ni‑

W‑Mn‑Ox复合氧化物；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中Ce/Nb/Al元素摩尔比为1:(0.1‑1):(0.1‑

1)；Si‑Fe‑Ni‑W‑Mn‑Ox复合氧化物中Si/Fe/Ni/W/Mn元素摩尔比为1:(0.1‑1):(0‑0.5):(0‑

0.5):(0.1‑0.5)；吸附剂活性组分与吸附助剂的质量比为1:（0.05‑0.5）；

稳定剂为二月桂酸二丁基锡或马来酸二丁基锡；

扩散剂为聚丙烯酸钠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两种；

造孔剂为聚甲基丙烯酸酯或聚乙二醇400；

以模块箱基体为基准，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10‑30%；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吸附剂粉末的制备：

按照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与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合氧化

物的配比，分别称取铈盐、铌盐、铝盐、有机硅氧烷、铁盐、镍盐、钨酸盐、锰盐，将其溶解于去

离子水中，在30‑45℃温度下搅拌20‑100min，使之完全溶解；

将配制好的溶液于80‑120℃下干燥2‑10h，再放入马弗炉中焙烧，焙烧温度为450‑800

℃，焙烧时间为2‑10h，自然冷却后得到吸附剂；然后将吸附剂研磨成平均粒径0.2‑1.5μm的

粉末，即为吸附剂粉末；

步骤二、功能涂层浆料的制备：

按配比称取聚四氟乙烯粉料、吸附剂粉末、稳定剂、扩散剂、造孔剂、去离子水，将称好

的原料在40‑80℃温度下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0‑2000转/分，搅拌时间60‑600  min，

取出后在20‑40℃下静置10‑24  h，即得到功能涂层浆料；

步骤三、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首先将模块箱基体在酸溶液中浸渍10‑30  min，然后将模块箱基体在活化液中浸渍并

超声震荡60‑120min，然后在200℃下干燥60‑240min，然后在5%NH3+95%Ar混合气氛中焙烧

120‑360  min，焙烧温度为150‑300℃，即完成对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活化液为聚四氟乙烯

乳液与环氧树脂的混合溶液，聚四氟乙烯乳液的浓度为5‑10  wt%，聚四氟乙烯乳液在混合

溶液中的质量百分浓度为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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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制备：

将步骤二得到的功能涂层浆料在30‑60℃温度下均匀喷涂到步骤三处理的模块箱基体

上，然后在10%NH3+90%Ar混合气氛中焙烧进行焙烧，焙烧温度200‑400℃，焙烧时间10‑

60min，焙烧结束后在Ar气氛中迅速冷却，得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控制

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10‑3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其特征在于：

其中，所述模块箱基体为高、长度按照实际需求定制的长方体；

模块箱基体的四周由3‑5  mm厚的碳钢或不锈钢经焊接组成；

模块箱基体的上底面为边长5‑50  mm的正方形网格状钢丝网，钢丝网由直径3‑6  mm的

碳钢或不锈钢中的一种焊接而成；

模块箱基体的下底面为边长150  mm的正方形网格，由3‑5  mm厚，高30‑50  mm的扁钢制

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其特征在于：

其中，步骤一中，所述铈盐为硝酸铈或硫酸铈；铌盐为草酸铌；铝盐为氯化铝、硝酸铝或

硫酸铝；铁盐为硫酸铁或硝酸铁；镍盐为硝酸镍、醋酸镍或硫酸镍；钨酸盐为偏钨酸铵；锰盐

为硝酸锰或醋酸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其中，步骤一中，所述铈盐为硝酸铈或硫酸铈；铌盐为草酸铌；铝盐为氯化铝、硝酸铝或

硫酸铝；铁盐为硫酸铁或硝酸铁；镍盐为硝酸镍、醋酸镍或硫酸镍；钨酸盐为偏钨酸铵；锰盐

为硝酸锰或醋酸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

其中，步骤三中，酸溶液为浓度2‑20wt%的硝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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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催化材料和材料加工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尤

其涉及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燃煤电厂NOx的排放必须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一般情况

下NOx出口浓度控制在50mg/Nm3以下，部分地区如京津冀，要求NOx达到更低的排放浓度。而

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脱硝技术由于其效率高、无二次

污染，目前是应用最广泛的脱硝技术。随着国内燃煤机组大规模的超低排放改造，脱硝系统

入口的NOx浓度值低于设计值，有时能达150mg/Nm3，甚至更低。在同等脱硝效率的要求下，增

加了对SCR脱硝系统氨逃逸控制的难度，由此会造成SCR脱硝后局部氨逃逸现象。SCR脱硝系

统的氨逃逸(过量的NH3)与烟气中的SO3在低温下反应生成硫酸氢铵，硫酸氢铵生成量的上

升，导致其在空预器内的粘结，进而引起空预器堵塞，影响机组稳定运行。同时，逃逸出的氨

气也会和其他污染物形成二次颗粒，进一步造成二次污染。因此，SCR脱硝系统一般将氨逃

逸浓度控制在2.28mg/m3以下，甚至更低。如何有效解决氨逃逸问题，对实现机组在全负荷

范围内脱硝具有重要意义。

[0003] 目前国内有解决氨逃逸的技术专利中，专利CN109304087A通过建立反应模型和优

化性能指标，实现了对喷氨流量的在线滚动优化，有效避免NOx排放超标或氨逃逸的问题，

因而尤其适用于负荷频繁波动的机组。发明申请CN112316703A通过在线监测、处理数据并

进行预警，实时监控尿素喷枪雾化效果和尿素喷枪故障状态，实现精准喷氨，可以对尿素溶

液喷枪雾化不良及堵塞进行及时处理，减少氨逃逸及缓解尾部烟道硫酸氢氨腐蚀等安全问

题，达到确保烟气脱硝安全经济运行的目的。以上技术均是通过调节的脱硝控制系统及方

法，从而实现对喷氨流量的在线滚动优化，都需要重新设计和喷氨装置、检测装置及控制系

统，改造成本过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

箱，该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由模块箱基体与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其不仅可以装载脱硝

催化剂模块，有助于烟气均匀通过脱硝催化剂和粉尘的清除，而且可以吸附SCR反应过程中

未反应的氨气，有效防止氨逃逸的发生(脱硝效率80％的条件下，出口烟气中NH3浓度＜

0.5mg/Nm3)。本发明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可有效解决SCR脱硝系统的氨逃逸问题，防止硫酸

氢铵堵塞空预器，对实现机组在全负荷范围内脱硝具有重要意义。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具有这

样的特征：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箱基体为上底面和下底面均镂

空的中空箱体，可装载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箱基体涂覆功能涂层浆

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箱基体表面形成的涂层；功能涂层浆液包含聚四氟乙烯粉料、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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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粉末、稳定剂、扩散剂、造孔剂，其质量占浆液的百分配比为：

[0006]

[0007]

[0008] 其中，吸附剂粉末包括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和吸附助剂Si‑

Fe‑Ni‑W‑Mn‑Ox复合氧化物；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中Ce/Nb/Al元素摩尔比为1:(0.1‑1):

(0 .1‑1)；Si‑Fe‑Ni‑W‑Mn‑Ox复合氧化物中Si/Fe/Ni/W/Mn元素摩尔比为1:(0.1‑1):(0‑

0.5):(0‑0.5):(0.1‑0.5)；吸附剂活性组分与吸附助剂的质量比为1:(0.05‑0.5)；稳定剂

为二月桂酸二丁基锡或马来酸二丁基锡；扩散剂为聚丙烯酸钠与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一

种或两种；造孔剂为聚甲基丙烯酸酯或聚乙二醇400；

[0009] 以模块箱基体为基准，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10‑30％。

[0010] 进一步，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还可以具有这样

的特征：其中，所述模块箱基体为高、长度按照反应器等实际需求定制的长方体；模块箱基

体的四周(即四个侧面)由3‑5mm厚的碳钢或不锈钢经焊接组成；模块箱基体的上底面为边

长5‑50mm的正方形网格状钢丝网，钢丝网由直径3‑6mm的碳钢或不锈钢中的一种焊接而成；

模块箱基体的下底面为边长150mm×150mm的正方形网格，由3‑5mm厚，高30‑50mm的扁钢制

成。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2] 步骤一、吸附剂粉末的制备：

[0013] 按照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与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合

氧化物的配比，分别称取称取铈盐、铌盐、铝盐、有机硅氧烷、铁盐、镍盐、钨酸盐、锰盐，将其

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在30‑45℃温度下用磁力搅拌器搅拌20‑100min，使之完全溶解；

[0014] 将配制好的溶液于80‑120℃下干燥2‑10h，再放入马弗炉中焙烧，焙烧温度为450‑

800℃，焙烧时间为2‑10h，自然冷却后得到吸附剂；然后将吸附剂研磨成平均粒径0.2‑

1.5um的粉末，即为吸附剂粉末；

[0015] 步骤二、功能涂层浆料的制备：

[0016] 按配比称取聚四氟乙烯粉料、吸附剂粉末、稳定剂、扩散剂、造孔剂、去离子水，将

称好的原料放入搅拌器在40‑80℃温度下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0‑2000转/分，搅拌

时间60‑600min，取出后在20‑40℃下静置10‑24h，即得到功能涂层浆料；

[0017] 步骤三、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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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首先将模块箱基体在酸溶液中浸渍10‑30min，然后将模块箱基体在活化液中浸渍

并超声震荡60‑120min，然后在200℃下干燥60‑240min，然后在5％NH3+95％Ar混合气氛中

焙烧120‑360min，焙烧温度为150‑300℃，即完成对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19] 步骤四、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制备：

[0020] 将步骤二得到的功能涂层浆料在30‑60℃温度下均匀喷涂到步骤三处理的模块箱

基体上，然后在10％NH3+90％Ar混合气氛中焙烧进行焙烧，焙烧温度200‑400℃，焙烧时间

10‑60min，焙烧结束后在Ar气氛中迅速冷却，得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控

制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10‑30％。

[0021] 进一步，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还可

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步骤一中，所述铈盐为硝酸铈或硫酸铈；铌盐为草酸铌；铝盐为氯

化铝、硝酸铝或硫酸铝；铁盐为硫酸铁或硝酸铁；镍盐为硝酸镍、醋酸镍或硫酸镍；钨酸盐为

偏钨酸铵；锰盐为硝酸锰或醋酸锰。。

[0022] 进一步，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还可

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步骤三中，酸溶液为浓度2‑20wt％的硝酸溶液。

[0023] 进一步，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还可

以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中，步骤三中，活化液为聚四氟乙烯乳液与环氧树脂的混合溶液，聚

四氟乙烯乳液的浓度为5‑10wt％，聚四氟乙烯乳液在混合溶液中的质量百分浓度为90‑

95％。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5] 一、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该脱硝催化剂模块箱

由模块箱基体与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箱基体可以装载脱硝催化剂模块，同时还

有助于烟气均匀通过脱硝催化剂和粉尘的清除，此外，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可以吸附SCR反

应过程中未反应的氨气，有效解决SCR脱硝系统的氨逃逸问题。

[0026] 二、采用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可保证SCR脱硝

系统脱硝效率≤80％的条件下，出口烟气中NH3浓度＜0.5mg/Nm3。

[0027] 三、本发明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有效解决SCR脱硝系统的氨逃逸问题，防止硫

酸氢铵堵塞空预器，对实现机组在全负荷范围内脱硝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

[0031]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箱基体为上底

面和下底面均镂空的中空箱体，可装载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箱基体

涂覆功能涂层浆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箱基体表面形成的涂层。

[0032]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吸附剂粉末的制备：

[0034] 根据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与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合

氧化物的质量比为1:0.05，Ce/Nb/Al元素摩尔比为1:0.1:0.1，Si/Fe/Ni/W/Mn元素摩尔比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13069917 B

6



为1:0.1:0.5:0.5:0.1，分别计算出硝酸铈、草酸铌、硝酸铝、机硅氧烷、硝酸铁、硝酸镍、偏

钨酸铵、硝酸锰的添加量，将其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在30℃温度下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100min，使之完全溶解；

[0035] 将配制好的溶液于80℃下干燥10h，再放入马弗炉中焙烧，焙烧温度为800℃，焙烧

时间2h，自然冷却后得到吸附剂，然后将吸附剂研磨成平均粒径0.2um的粉末，即为吸附剂

粉末；

[0036] 步骤二、功能涂层浆料的制备：

[0037] 称取聚四氟乙烯粉料150g(15％)、吸附剂粉末200g(20％)、二月桂酸二丁基锡20g

(2％)、聚丙烯酸钠20g(2％)、聚甲基丙烯酸酯20g(2％)、去离子水590g(59％)。

[0038] 将称好的原料放入搅拌器在40℃温度下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2000转/分，搅

拌时间60min，取出后在20℃下静置24h，即得到功能涂层浆料；

[0039] 步骤三、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40] 首先焊接模块箱基体，基体高1000mm、长155mm，四周采用3mm厚的碳钢焊接而成，

上底面为采用直径3mm的碳钢焊接而成的边长为10mm的正方形网格状钢丝网，下底面为由

3mm厚、高30mm扁钢制成边长150mm×150mm的正方形网格。

[0041] 然后将模块箱基体在2wt％硝酸溶液中浸渍10min，再将模块箱基体在活化液

(5wt％的聚四氟乙烯9000g，环氧树脂1000g)中浸渍并超声震荡时间60min，然后200℃下在

干燥240min；最后在5％NH3+95％Ar混合气氛中焙烧120min，焙烧温度为300℃，即完成对模

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42] 步骤四、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制备：

[0043] 将步骤二得到的功能涂层浆料在30℃温度下均匀喷涂到步骤三处理的模块箱基

体上，然后在10％NH3+90％Ar混合气氛中焙烧进行焙烧，焙烧温度200℃，焙烧时间60min，

焙烧结束后在Ar气氛中迅速冷却，得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控制选择性

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10％。

[0044] 对上述脱硝催化剂模块箱进行SCR反应过程中氨逃逸的测试：

[0045] 实验装置由配气系统、流量控制(质量流量计)、气体混合器、气体预热器、催化反

应器和烟气分析系统构成。将150mm×150mm×1000mm的蜂窝催化剂装入制备好的脱硝催化

剂模块箱中，然后将催化剂模块箱固定反应器中。模拟烟道气组成为：NO(600ppm)、NH3

(600ppm)、O2(8％)以及载气N2组成，空速5000h‑1，NH3/NO＝1，反应温度控制在350℃。各气体

流量由质量流量计控制。气体进入反应器之前先通过气体混合器混合再经过加热器加热。

进气口与出气口的NO浓度由烟气分析仪测定；进气口与出气口的NH3浓度由气象色谱测定。

为了消除表面吸附的影响，系统在通气运行稳定20～30分钟开始采集测试。

[0046] 催化剂的NO脱除效率由下式计算：脱硝活性＝[(C0‑C)/C0]×100％

[0047] 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48] 样品 温度 NO脱除效率 出口烟气中氨气浓度

实施例1 350℃ 75％ 0.5mg/Nm3

[0049] 实施例2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

[0051]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箱基体为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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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下底面均镂空的中空箱体，可装载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箱基体

涂覆功能涂层浆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箱基体表面形成的涂层。

[0052]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步骤一、吸附剂粉末的制备：

[0054] 根据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与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合

氧化物的质量比为1:0.25，Ce/Nb/Al元素摩尔比为1:0.25:0.5；Si/Fe/Ni/W/Mn元素摩尔比

为1:0.3:0.25:0.25:0.2，分别计算出硝酸铈、草酸铌、氯化铝、机硅氧烷、硫酸铁、硝酸镍、

偏钨酸铵、醋酸锰的添加量，将其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在40℃温度下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60min，使之完全溶解；

[0055] 将配制好的溶液于100℃下干燥5h，再放入马弗炉中焙烧，焙烧温度为550℃，焙烧

时间3.5h，自然冷却后得到吸附剂；然后将吸附剂研磨成平均粒径0.5um的粉末，即为吸附

剂粉末；

[0056] 步骤二、功能涂层浆料的制备：

[0057] 称取聚四氟乙烯粉料250g(25％)、吸附剂粉末300g(30％)、二月桂酸二丁基锡60g

(6％)、脂肪醇聚氧乙烯醚30g(3％)、20g(2％)聚乙二醇400、去离子水340g(34％)。

[0058] 将称好的原料放入搅拌器在60℃温度下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00转/分，搅

拌时间150min，取出后在30℃下静置10h，即得到功能涂层浆料；

[0059] 步骤三、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60] 首先焊接模块箱基体，基体高1000mm、长155mm，四周采用4mm厚的不锈钢焊接而

成，上底面为采用直径4mm的碳钢焊接而成的边长为30mm的正方形网格状钢丝网，下底面为

由4mm厚、高40mm扁钢制成边长150mm×150mm的正方形网格。

[0061] 然后将模块箱基体在5wt％硝酸溶液中浸渍15min，再将模块箱基体在活化液(浓

度8wt％的聚四氟乙烯9200g，环氧树脂800g)中浸渍并超声震荡时间90min，然后200℃下在

干燥150min；最后在5％NH3+95％Ar混合气氛中焙烧200min，焙烧温度为220℃，即完成对模

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62] 步骤四、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制备：

[0063] 将步骤二得到的功能涂层浆料在45℃温度下均匀喷涂到步骤三处理的模块箱基

体上，然后在10％NH3+90％Ar混合气氛中焙烧进行焙烧，焙烧温度350℃，焙烧时间45min，

焙烧结束后在Ar气氛中迅速冷却，得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控制选择性

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22％。

[0064] 对上述脱硝催化剂模块箱进行SCR反应过程中氨逃逸的测试，测试方法条件如实

施例1，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5] 样品 温度 NO脱除效率 出口烟气中氨气浓度

实施例2 350℃ 75％ 0.2mg/Nm3

[0066] 实施例3

[006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

[0068]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箱基体为上底

面和下底面均镂空的中空箱体，可装载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箱基体

涂覆功能涂层浆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箱基体表面形成的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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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0] 步骤一、吸附剂粉末的制备：

[0071] 根据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与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合

氧化物的质量比为1:0.5，Ce/Nb/Al元素摩尔比为1:1:1；Si/Fe/Mn元素摩尔比为1:1:0.5，

分别计算出醋酸铈、草酸铌、硫酸铝、机硅氧烷、硫酸铁、醋酸锰的添加量，将其溶解于去离

子水中，在45℃温度下用磁力搅拌器搅拌20min，使之完全溶解；

[0072] 将配制好的溶液于120℃下干燥2h，再放入马弗炉中焙烧，焙烧温度为450℃，焙烧

时间10h，自然冷却后得到吸附剂；然后将吸附剂研磨成平均粒径1.5um的粉末，即为吸附剂

粉末；

[0073] 步骤二、功能涂层浆料的制备：

[0074] 称取聚四氟乙烯粉料300g(30％)、吸附剂粉末350g(35％)、二月桂酸二丁基锡

100g(10％)、聚丙烯酸钠10g(1％)、聚甲基丙烯酸酯10g(1％)、去离子水130g(13％)。

[0075] 将称好的原料放入搅拌器在80℃温度下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100转/分，搅

拌时间600min，取出后在40℃下静置10h，即得到功能涂层浆料；

[0076] 步骤三、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77] 首先焊接模块箱基体，基体高1000mm、长155mm，四周采用5mm厚的碳钢焊接而成，

上底面为采用直径6mm的碳钢焊接而成的边长为50mm的正方形网格状钢丝网，下底面为由

5mm厚、高50mm扁钢制成边长150mm×150mm的正方形网格。

[0078] 然后将模块箱基体在20wt％硝酸溶液中浸渍10min，再将模块箱基体在活化液(浓

度10wt％的聚四氟乙烯9500g，环氧树脂500g)中浸渍并超声震荡时间120min，然后200℃下

在干燥240min；最后在5％NH3+95％Ar混合气氛中焙烧360min，焙烧温度为150℃，即完成对

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79] 步骤四、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制备：

[0080] 将步骤二得到的功能涂层浆料在60℃温度下均匀喷涂到步骤三处理的模块箱基

体上，然后在10％NH3+90％Ar混合气氛中焙烧进行焙烧，焙烧温度400℃，焙烧时间60min，

焙烧结束后在Ar气氛中迅速冷却，得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控制选择性

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30％。

[0081] 对上述脱硝催化剂模块箱进行SCR反应过程中氨逃逸的测试，测试方法条件如实

施例1，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82] 样品 温度 NO脱除效率 出口烟气中氨气浓度

实施例3 350℃ 75％ 0.4mg/Nm3

[0083] 实施例4

[008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及其制备方法。

[0085]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由模块箱基体和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组成。模块箱基体为上底

面和下底面均镂空的中空箱体，可装载脱硝催化剂。选择性吸附功能涂层为在模块箱基体

涂覆功能涂层浆液后，通过热处理在模块箱基体表面形成的涂层。

[0086] 脱硝催化剂模块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7] 步骤一、吸附剂粉末的制备：

[0088] 根据吸附剂活性组分Ce‑Nb‑Al‑Ox复合氧化物与吸附助剂Si‑Fe‑Ni‑W‑Mn‑Ox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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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的质量比为1:0.3，Ce/Nb/Al元素摩尔比为1:0.7:1；Si/Fe/Ni/W/Mn元素摩尔比为1:

0.1:0.2:0.1:0.5，分别计算出醋酸铈、草酸铌、硫酸铝、机硅氧烷、硫酸铁、硫酸镍、醋酸锰

的添加量，将其溶解于去离子水中，在40℃温度下用磁力搅拌器搅拌40min，使之完全溶解；

[0089] 将配制好的溶液于100℃下干燥6h，再放入马弗炉中焙烧，焙烧温度为600℃，焙烧

时间7h，自然冷却后得到吸附剂；然后将吸附剂研磨成平均粒径1um的粉末，即为吸附剂粉

末；

[0090] 步骤二、功能涂层浆料的制备：

[0091] 称取聚四氟乙烯粉料150g(15％)、吸附剂粉末200g(20％)、二月桂酸二丁基锡20g

(2％)、聚丙烯酸钠50g(5％)、聚甲基丙烯酸酯50g(5％)、去离子水530g(53％)。

[0092] 将称好的原料放入搅拌器在60℃温度下进行混合搅拌，搅拌速度为800转/分，搅

拌时间300min，取出后在35℃下静置12h，即得到功能涂层浆料；

[0093] 步骤三、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94] 首先焊接模块箱基体，基体高1000mm、长155mm，四周采用5mm厚的不锈钢焊接而

成，上底面为采用直径5mm的碳钢焊接而成的边长为10mm的正方形网格状钢丝网，下底面为

由3mm厚、高30mm扁钢制成边长150mm×150mm的正方形网格。

[0095] 然后将模块箱基体在10wt％硝酸溶液中浸渍10min，再将模块箱基体在活化液(浓

度7wt％的聚四氟乙烯9000g，环氧树脂1000g)中浸渍并超声震荡时间90min，然后200℃下

在干燥120min；最后在5％NH3+95％Ar混合气氛中焙烧180min，焙烧温度为180℃，即完成对

模块箱基体的预处理；

[0096] 步骤四、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制备：

[0097] 将步骤二得到的功能涂层浆料在40℃温度下均匀喷涂到步骤三处理的模块箱基

体上，然后在10％NH3+90％Ar混合气氛中焙烧进行焙烧，焙烧温度450℃，焙烧时间45min，

焙烧结束后在Ar气氛中迅速冷却，得到具有氨吸附功能的脱硝催化剂模块箱，控制选择性

吸附功能涂层为模块箱基体质量的30％。

[0098] 对上述脱硝催化剂模块箱进行SCR反应过程中氨逃逸的测试，测试方法条件如实

施例1，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0099] 样品 温度 NO脱除效率 出口烟气中氨气浓度

实施例4 350℃ 75％ 0.3mg/Nm3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13069917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