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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原位制备的煤‑生物质制

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催化

剂优选特定的煤及生物质作为载体前驱物，选用

特定金属作为成型助剂及活性成分前驱物，在沉

降炉中原位完成活化、成型等工艺。所制备催化

剂具有较高的NOx吸附性能，同时该催化剂可以

催化小分子可燃气(一氧化碳、甲烷等)与NOx反

应，NOx脱除率较高。催化剂的活性组分采用廉价

金属解决了目前商用催化剂可替换性不好、环境

不友好等问题。本发明与常规选择性吸附‑催化

还原催化剂相比具有以下优点：采用煤和生物质

混合料作为载体前驱物，省去NOx吸附催化剂常

用的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具有很高的一氧化氮吸

附性；具有较高的吸附性能；具有较高的NOx催化

还原性能(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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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煤、含碱性金属的生物质粉碎、混合，得碳基材料；

将上述碳基材料与活性金属盐的水溶液混合均匀，并在低氧环境下，依次进行低温、中

温、高温热解处理，冷却，即得NOx吸附-还原双功能催化剂；

低温热解温度为50-200℃，停留时间3-5s；中温热解温度为200-500℃，停留时间4-7s；

高温阶段温度为500-800℃，停留时间4-7s；

所述热解过程中，气流中含有一定浓度的氧气，浓度区间2vol.％-5vol.％，气体空速

20000-40000h-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基材料中煤成分占比40-80wt.％，生

物质成分占比20-60wt.％。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煤为褐煤、侏罗纪精煤或烟煤中的至少

一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质为秸秆、锯末或草木中的至少一

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盐为铁、钴、铜、镍、锰、锶中至少一

种。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盐的水溶液中还添加有稀土元素、

甲基纤维素或醋酸。

7.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的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

8.权利要求7所述的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在NOx减排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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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大气污染治理技术和环保催化材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原位制备NOx

吸附还原双功能催化剂的方法，以煤和生物质的混合体为载体前驱物，经过原位供料配比

改变及元素掺杂等方式定向改变催化剂的活性，用于NOx吸附-还原脱除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造成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有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以及烟尘等，

而这些污染物中处理难度最大、处理成本最高的为NOx，而且NOx不仅会在大气中演化形成酸

雨，而且会与碳氢化合物结合形成光化学烟雾，破坏臭氧层。自2013年以来，华北、华东以及

东北地区冬季雾霾情况严重，国家层面出台了较为严苛的政策促进NOx减排工艺的实施。

NH3-SCR技术(以氨为还原剂的选择催化还原NOx)是现阶段应用最多、最为成熟有效的一种

烟气脱硝技术，尤其适合煤质多变、机组负荷变动较为频繁以及对空气质量要求较敏感区

域的机组。但是据最新的研究报告，SCR技术现在面临较为严重的氨逃逸问题，这不仅会对

后续管道造成影响，腐蚀烟道，阻塞空预器，而且逃逸的氨气与二氧化硫结合会进一步引起

大气雾霾的形成。

[0003] 随着NH3-SCR替代技术的发展，以小分子燃烧气(烃类、H2、CO等)催化还原脱除NOx

的工艺逐渐得到研究者重视。但是与NH3-SCR技术不同的是，该种工艺的选择性较低，氧气

的负面作用较大。专利“一种回转式HC-SCR脱硝反应器”(申请号：201410153584.6)解决了

氧气的负面影响。但是所应用的催化剂既需要有较为优良的吸附性能还需要较高的NOx还

原性能。煤制碳基催化剂在前期的研究中已经被证实具有较为优良的吸附-还原双功能，但

是在制备该类型催化剂时，过程较为复杂，而且需要大量碱性金属的掺杂，不利于材料的循

环利用。

[0004] 专利CN107649134A公开了一种利用煤炭或生物质气化制备多孔炭负载金属催化

剂的方法，将煤炭或生物质原料磨碎，得到碳基原料颗粒；将催化剂主成分的前驱体与碳基

原料颗粒混合均匀，然后进行预热处理，使其形成半焦负载金属氧化物；以半焦负载金属氧

化物作为气化反应的物料，在反应器中进行气化反应；将步骤三反应后的余渣置于惰性气

体保护下冷却至100℃以下，得到多孔炭负载金属催化剂。

[0005] 论文《生物质热解及生物质与褐煤共热解的研究》指出：褐煤及生物质均具有隔绝

空气受热时化学结构发生裂解的特性。经过热裂解可得到半焦、焦油和煤气等三种形态的

物质。对于一定的煤及生物质来说，三种形态产物的产率将因热解条件不同而有差异。研究

选取了龙口褐煤，选取了木屑和核桃壳两种生物质，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低温热解。考察了

生物质热解及生物质与褐煤共热解时，三种形态产物产率的差异。考察了低温热解所得半

焦直接作为吸附剂使用的性能。吸附实验结果表明，不经任何处理的低温热解半焦吸附亚

甲基蓝的单位吸附量可以达到7.3mg/g。

[0006] 但上述技术仍不能满足对NOx吸附-还原双功能催化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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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双

功能催化剂及基制备方法。该工艺制备流程较为简单，金属使用量较少，而且具有很高的

NOx吸附容积，催化NOx还原的性能也极其优良。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的方法，包括：

[0010] 将煤、含碱性金属的生物质粉碎、混合，得碳基材料；

[0011] 将上述碳基材料与活性金属盐的水溶液混合均匀，并在低氧环境下，依次进行低

温、中温、高温热解处理，冷却，即得NOx吸附-还原双功能催化剂。

[0012] 本申请中，“低氧环境”是指：“热解过程中，气流中含有一定浓度的氧气，浓度区间

2vol.％-5vol.％，气体空速20000-40000h-1”。

[0013] 本申请在煤材料中引入生物质，利用煤和生物质的共同热解来优化碳基材料的孔

径结构，同时利用生物质中的碱性金属成分，增加碳基材料中NOx吸附还原位点，增加NOx的

吸附容积。在热解过程中采用原位负载活性金属工艺，将金属盐溶液喷入混合碳材料，利用

流动床技术完成碳基催化剂的负载、活化以及颗粒成型。

[0014] 其中，优化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基材料的温度、流程，增加NOx吸附容积和NOx还

原活性，是本申请的重点。

[0015] 传统“负载、干燥、焙烧工艺”只能分步制备碳基催化剂，设计催化剂成型时甚至可

以达到十几套工序，本申请中采用一步法制备，所制备催化剂因有气蚀等的作用，孔隙结构

发达。煤和生物质混合制备，机械强度较高。吸附和催化性能要优于传统法制备催化剂。

[0016]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碳基材料中煤成分占比40-80wt .％，生物质成分占比20-

60wt.％。

[0017]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煤为褐煤、侏罗纪精煤或烟煤中的至少一种。

[0018]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生物质为秸秆、锯末或草木中的至少一种。

[0019]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金属盐为铁、钴、铜、镍、锰、锶中至少一种。

[0020]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金属盐的水溶液中还添加有稀土元素、甲基纤维素或醋酸。

所添加稀土元素有两个作用借助稀土元素优良的储氧功能，增加催化剂中氧空缺位；增强

催化剂抗中毒能力。添加醋酸或甲基纤维素不会影响催化剂的催化性能，是为了增强粉装

颗粒的成型能力。

[0021] 在一些实施例中，低温热解温度为50-200℃，停留时间3-5s；中温热解温度为200-

500℃，停留时间4-7s；高温阶段温度为500-800℃，停留时间4-7s。本申请通过设置中温热

解的目的：一是为了基体材料中挥发分的析出，二是为了流动气流气蚀基体材料，达到优化

孔结构的目的，三是为了负载的硝酸盐初步分解，完成活性金属氧化物的初步成型，也达到

进一步优化孔径的目的。

[0022]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述热解过程中，气流中含有一定浓度的氧气，浓度区间

2vol.％-5vol.％，气体空速20000-40000h-1。

[0023] 本发明还提供了任一上述的方法制备的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了任一上述的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在NOx减排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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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采用上述方法制备的NOx吸附-还原双功能催化剂，其载体制备、活性组

分负载、催化剂活化以及催化剂成型一次性完成。催化剂表面具有较多的催化活性位点，并

且生物质成分引入较多的NOx吸附位点，两种因素相互促进，能够满足NOx吸附-还原工艺的

应用。在运行中，由生物质成分热解形成的NOx吸附位点借助煤制成分形成的碳框架结构，

大量捕捉烟气中的NOx，使NOx排放达标。与此同时，生物质中的碱性金属成分促进了吸附态

氮氧化物的演化，形成配位硝酸盐类。配位盐类与金属相互作用，与后通入的小分子还原气

(CO、CH4和H2等)反应，配位盐类转化成N2，而小分子还原气被氧化成CO2和/或H2O。该原位制

备方法最大限度上利用了煤和生物质等含碳材料的优势，实现了催化剂既有优良的NOx吸

附能力又有优良的NOx还原活性。

[0027] (2)本发明在热解低温阶段，金属盐溶液以喷雾形式浸润原料粉末，在完成负载的

同时，促进原料的成型、孔径的优化以及热解气的提质。整个原位制备过程在低氧氛围内完

成，确保负载金属氧化物的晶格结构优良。在热解过程中，煤和生物质的充分混合一方面利

用了煤制碳材料的机械强度，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生物质热解后所制备碳材料孔结构的发

达特性。而且生物质中通常含有较多的碱性金属(K等)，低氧分温度段热解确保碱性金属以

较为优良的结构分布于碳材料中，这样可以促进NOx在碳基材料中的吸附。金属氧化物的负

载采用低温浸渍，中温成型，高温热解的方案，在低氧情况下，所负载金属氧化物中有较多

的晶格缺位和氧空缺位。通过以上工艺流程，催化剂的NOx吸附容积会得到较大的提升，同

时金属结构的优化还能保证NOx还原性能增强，这样催化剂的性能就能满足NOx吸附还原工

艺的要求。同时，煤-生物质的混合热解应用是低值产品的提质化的过程，符合绿色经济的

目标。

[0028]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及所需设备简单，易操作，工艺参数便于控制，原料及仪器

设备使用成本低等。

附图说明

[0029]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

[003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所述催化剂的催化剂形貌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所述催化剂对NOx的还原性能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所述催化剂对NOx的吸附性能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34] 一种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的方法，工艺流程包括碳基催

化剂载体的原位制备、原位活化以及原位活性金属负载。其中碳基材料的原位制备采用煤

和生物质的混合成分，充分混合后的原料经过逆流沉降炉，完成分温度段热解过程。据本发

明优选的，所述修饰相与基体材料的摩尔比为0.1-10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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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一种原位制备的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其碳载体材料采用分温度

段沉降热解工艺，即定向选用有一定功能的含碳前驱体材料，分低温、中温和高温阶段将含

碳前驱体经过成型、孔结构优化以及活化制备成具有优良吸附活性的碳基载体。其中载体

制备前驱体为煤与生物质混合成分，煤选用挥发分和灰分较高的劣等煤制，以保证制备过

程中孔结构优良以及机械强度较高。生物质选用含碱性金属盐较高的秸秆、草木等粉末，确

保热解过程中碳材料中含有较多的碱性活性官能团。在分温度热解的同时，活性金属盐(硝

酸铁、硝酸铜等)以水溶剂的形式引入碳前驱体，作为成型助剂和活性成分。其中活性金属

盐水溶剂在低温阶段主要起到负载和协助成型的作用，中温阶段初步分解，释放高氧化性

基团，促进碳前驱体的孔径优化，高温阶段与碳前驱体协同优化，完成催化剂的活化。整个

过程与常规催化剂制备相比，简化了负载、干燥和焙烧工艺。一种原位制备煤-生物质制碳

基NOx吸附还原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36] 步骤1、含碳材料前驱体的制备：将煤基材料和生物质基材料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

配备，在室温情况下进行粉碎和充分混合。其煤基材料含有褐煤、侏罗纪精煤等煤中的一种

或者几种，生物质基材料包含稻草秸秆、树木粉料等常见生物质的一种或几种。

[0037] 步骤2、煤-生物质制碳基NOx吸附还原双功能催化剂的制备：将步骤1中所述碳材

料前驱体粉末装入逆流沉降炉，固体材料由上而下经过沉降炉，气体成分由下而上经过沉

降炉。经过逆流热解，出口碳基催化剂制备完成。其具体过程如下：低温阶段，含碳材料前驱

体与一定比例的金属盐水溶剂混合，在温度场和气流双重作用下，碳材料前驱体发生团聚

和活性金属前驱物的负载，与此同时，水溶剂中的水与碳基材料发生水合作用，初步优化催

化剂中的孔结构；中温阶段，已完成成型的混合原料在温度上升的过程中完成挥发性成分

的析出，同时，活性金属盐分解，释放出具有较强氧化性的气体与气体中的氧气共同将含碳

材料氧化，促进孔径的扩大和孔结构的优化；高温阶段，金属盐分解完全，形成的金属氧化

物在高温下与碳载体相互作用加强，同时晶格结构优化，在催化剂中形成较多的氧空缺位

等结构。

[0038] 步骤3、高温作用后的样品经过气流的吹扫逐渐降温，形成成型的颗粒型催化剂。

[0039] 步骤1中所述煤基材料占整个前驱样品50-70％，优选60-65％该比例下，催化剂的

颗粒机械强度达到最优，而且所形成的NOx吸附官能团。

[0040] 步骤2中所述逆流沉降炉分四个温度区间，最上层低温段，停留时间3-5s，优选5s，

温度区间50-200℃，优选90-120℃；中温阶段，停留时间4-7s，优选6s，温度区间200-500℃，

优选300-400℃；高温阶段，停留时间4-7s，优选5s，温度区间500-800摄氏度，优选550-700

摄氏度；降温阶段，温度需≤250℃。

[0041] 步骤2中所述气流中需含有一定浓度的氧气，浓度区间2vol .％-5vol .％，优选

3vol.％；气体空速20000-40000h-1，优选30000h-1。

[0042] 步骤2中所述金属盐水溶液中，铁源组分为1wt .％-40wt .％，优选10wt .％-

30wt.％；铜源、钴源、镍源以及锰源组分1wt.％-30wt.％，优选5wt.％-15wt.％；稀土源(铈

源、镧源)以及锶源等组分为2wt.％-6wt.％，优选3wt.％。

[0043] 步骤2中所述金属盐须为小分子无机盐，优选硝酸盐，同时水溶剂中添加适量的成

型助剂，优选甲基纤维素、醋酸等。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实施所用原料均采用市售分析纯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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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045] 实施例1：55％褐煤-45％水稻秸秆基Cu-Fe催化剂

[0046] 称取15.037gFe(NO3)3·9H2O，4.496g  Cu(NO3)2·3H2O，溶解于150ml去离子水中。

称取55g褐煤，45g水稻秸秆，在磨煤机中磨成2μm以下的颗粒。在室温下将溶剂与粉末充分

混合后，加入沉降炉给料机。沉降炉下部通入含有3vol.％氧气的气流，经过低温(50-150

℃)，中温(150-450℃)，高温(450-750℃)反应后，催化剂形成颗粒直径为3mm左右的球状颗

粒。由于本例为小试实验，给料过程中有滚动桶结构，促进了颗粒形成球状。

[0047] 实施例2：55％褐煤-15％水稻秸秆-30％锯末基Cu-Fe催化剂

[0048] 称取15.037gFe(NO3)3·9H2O，4.496g  Cu(NO3)2·3H2O，溶解于150ml去离子水中。

称取55g褐煤，15g水稻秸秆，30g松树锯末在磨煤机中磨成2μm以下的颗粒。采用沉降炉最高

层喷雾形式，将固体与液体混合，在沉降过程中完成颗粒的成型。沉降炉下部通入含有

3vol.％氧气的气流，经过低温(50-150℃)，中温(150-450℃)，高温(450-750℃)反应后，催

化剂形成颗粒直径为1mm左右的不规则颗粒。

[0049] 实施例3：原位制备催化剂性能测试

[0050] 取实施例2中所制催化剂2g (5cm 3)至于固定床反应器中，实验条件为：NO 

1000ppm，CO  2000ppm，平衡气为N2，调节气体总流量为1000ml/min,空速比为12000h-1，反应

温度150-250℃，在线测量NO脱除率(图2)；取实施例2中所制催化剂2g(5cm3)至于固定床反

应器中，实验条件为：NO  1000ppm，O23％，平衡气为N2，调节气体总流量为1000ml/min，空速

比12000h-1，反应温度设定为150℃，在线监测该催化剂的NOx吸附性能(图3)。

[0051] 实施例4：55％褐煤-45％水稻秸秆基Cu-Fe催化剂+助型剂Ⅰ

[0052] 称取15.037gFe(NO3)3·9H2O，4.496g  Cu(NO3)2·3H2O，溶解于150ml去离子水中。

称取55g褐煤，45g水稻秸秆，在磨煤机中磨成2μm以下的颗粒。在室温下将溶剂与粉末以及

5ml的醋酸(36wt％-38wt％)充分混合后，加入沉降炉给料机。沉降炉下部通入含有3vol.％

氧气的气流，经过低温(50-150℃)，中温(150-450℃)，高温(450-750℃)反应后，催化剂形

成颗粒直径为3mm左右的球状颗粒。

[0053] 实施例5：55％褐煤-15％水稻秸秆-30％锯末基Cu-Fe催化剂+助型剂Ⅱ

[0054] 称取15.037gFe(NO3)3·9H2O，4.496g  Cu(NO3)2·3H2O，溶解于150ml去离子水中。

称取55g褐煤，15g水稻秸秆，30g松树锯末在磨煤机中磨成2μm以下的颗粒，再配制10ml质量

浓度为2.7％的甲基纤维素溶液。采用沉降炉最高层喷雾形式，将固体与液体混合，在沉降

过程中完成颗粒的成型。沉降炉下部通入含有3vol.％氧气的气流，经过低温(50-150℃)，

中温(150-450℃)，高温(450-750℃)反应后，催化剂形成颗粒直径为1mm左右的不规则颗

粒。

[0055]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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