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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

脱硝活性焦及其制备方法，该脱硝活性焦是经过

活化和表面改性的、主要成分为经过碳化的煤和

天然锰矿的成型料，表面改性在成型料表面形成

了主要提供酸性吸附位的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

本发明可改善现有脱硝活性焦产品以吸附为主

的脱硝方式存在的氮氧化物脱除率低的问题，通

过化学催化和吸附脱硝的双重作用提高活性焦

产品对氮氧化物脱除率，能更好地满足低温脱硝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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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混合煤粉与天然锰矿粉充分混匀，依次添加水和煤焦油充分捏合得到混合料，然

后将所得混合料挤压成型，烘干，得到成型料；天然锰矿粉、水和煤焦油的添加量分别为混

合煤粉质量的2％～16％、5％～15％和35％～45％，所述混合煤粉由烟煤、无烟煤和焦煤粉

料充分混匀得到，混合煤粉中烟煤、无烟煤和焦煤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60％～80％、20％～

40％和0％～15％；

(2)将成型料置于反应炉中，升温至250～300℃在通入空气的条件下预氧化10～

30min，然后升温至500～700℃并在该温度恒温碳化1～4h，再升温至900～1000℃、在通入

水蒸气的条件下进行活化，得到活性焦；

(3)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在活性焦表面及孔道结构中浸渍负载硫酸，浸渍时间为24～

48h，然后在60～100℃烘干；

(4)将经过步骤(3)处理的活性焦在惰性气氛中于350～600℃恒温热处理0.5～3h，在

恒温热处理过程中，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与活性焦反应在活性焦的表面及孔道结构的

壁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同时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对活性焦的表面和孔道结构

进行刻蚀使活性焦中的部分天然锰矿暴露并与之反应形成硫酸盐，冷却，即得表面改性的

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采用的天然锰矿粉的锰含量不低于2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天然锰矿粉包括软锰矿粉和氧化锰矿粉。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在活性焦表面浸渍负载硫酸时，将活性焦

在硫酸浓度为3wt.％～7wt.％的稀硫酸中进行浸渍。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进行活化时水蒸气的量按照水蒸气与成型料的质量比为

(0.3～1):1的比例供给。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恒温热处理的温度优选为400～500℃。

7.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天然锰矿粉的添加量优选为混合煤粉质量的6％～12％。

8.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在活性焦的表面形成的含硫官能团包括硫氧单键和硫氧双

键。

9.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形成的硫酸盐主要包括硫酸锰和硫酸铁。

10.权利要求1至9中任一项权利要求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该脱

硝活性焦是经过活化和表面改性的、主要成分为经过碳化的煤和天然锰矿的成型料，表面

改性在成型料表面形成了硫酸盐和主要提供酸性吸附位的含硫官能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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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低温脱硝催化剂领域，涉及一种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力行业超净排放已基本完成，但新形势下的大气污染控制仍任重道远，以钢铁、

有色、建材等为代表的非电行业超净排放已经迫在眉睫。非电行业烟气普遍具有烟气温度

较低，通常在200℃及以下，因此，常用的V2O5-WO3(MoO3)/TiO2系脱硝催化剂由于其较高的反

应温度和较小的温度窗口使其难以适用非电领域烟气脱硝的要求。因此，开发具有优异低

温脱硝活性和稳定性的脱硝催化剂十分必要。

[0003] 活性焦作为一种非典型多孔碳材料，相比活性炭在具有合理比表面积和孔隙结

构，还具有制备低成本、机械强度高的特点，是一种优异的低温脱硝催化剂载体。

CN101993066A公开了一种脱硫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在煤粉混合时加入6％～

15％的沥青、10％～25％的焦油、8％～12％的水、0.5％～2.5％的五氧化二钒和0.5％～

3％的氧化铜，通过成型、干燥和炭化活化制得脱硝活性焦。五氧化二钒和氧化铜两种纯金

属氧化物的添加会增加脱硫脱硝活性焦的成本，而且无法避免五氧化二钒具有生物毒性的

问题。CN102491324A也公开了一种高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相比于CN101993066A，该方法

不添加金属组分，而是通过硝酸或贫氧氧化处理，得到了脱硝活性焦。但上述方法制备的活

性焦产品主要是以吸附的方式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氮氧化物脱除率低，难以满足当前

低温脱硝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对现有以吸附脱硝为主的活性焦产品进行改进，提供具有吸

附和化学催化功能的低温脱硝活性焦产品，以提高对烟气中氮氧化物的脱除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

性焦及其制备方法，以改善现有脱硝活性焦产品以吸附为主的脱硝方式存在的氮氧化物脱

除率低的问题，通过化学催化和吸附脱硝的双重作用提高活性焦产品对氮氧化物脱除率，

以更好地满足低温脱硝的需求。

[000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混合煤粉与天然锰矿粉充分混匀，依次添加水和煤焦油充分捏合得到混合

料，然后将所得混合料挤压成型，烘干，得到成型料；天然锰矿粉、水和煤焦油的添加量分别

为混合煤粉质量的2％～16％、5％～15％和35％～45％，所述混合煤粉由烟煤、无烟煤和焦

煤粉料充分混匀得到，混合煤粉中烟煤、无烟煤和焦煤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60％～80％、

20％～40％和0％～15％；

[0008] (2)将成型料置于反应炉中，升温至250～300℃在通入空气的条件下预氧化10～

30min，然后升温至500～700℃并在该温度恒温碳化1～4h，再升温至900～1000℃、在通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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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蒸气的条件下进行活化，得到活性焦；

[0009] (3)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在活性焦表面及孔道结构中浸渍负载硫酸，浸渍时间为24

～48h，然后在60～100℃烘干；

[0010] (4)将经过步骤(3)处理的活性焦在惰性气氛中于350～600℃恒温热处理0.5～

3h，在恒温热处理过程中，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与活性焦反应在活性焦的表面及孔道

结构的壁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同时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对活性焦的表面和孔

道结构进行刻蚀使活性焦中的部分天然锰矿暴露并与之反应形成硫酸盐，冷却，即得表面

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

[0011]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中，所采用的天然锰矿

粉的锰含量及天然锰矿粉的添加量根据实际应用中对活性焦脱硝活性的要求进行确定，为

了保证基本的脱硝活性，步骤(1)中所采用的天然锰矿粉的锰含量不低于20％，所述天然锰

矿粉包括软锰矿粉和氧化锰矿粉。

[0012]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中，步骤(3)采用

等体积浸渍法在活性焦表面浸渍负载硫酸时，优选将活性焦在硫酸浓度为3wt.％～7wt.％

的稀硫酸中进行浸渍。等体积浸渍时采用的稀硫酸可使用浓硫酸配制，也可以使用如活性

炭脱硫水洗再生液等二次含硫酸废水进行浸渍。

[0013]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的步骤(2)中，进

行活化时水蒸气的量按照水蒸气与成型料的质量比为(0.3～1):1的比例供给。

[0014]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的步骤(4)中，恒

温热处理的温度优选为400～500℃。

[0015]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的步骤(4)对浸渍

后的活性焦进行恒温热处理时，会产生含中高浓度的SO2气体，可使用双氧水氧化吸收，然

后将吸收液用于后续生产时步骤(3)中对成型料进行等体积浸渍，实现硫的循环利用，从而

降低生产成本。

[0016]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的步骤(1)中，天

然锰矿粉的添加量与天然锰矿粉的锰含量有关，具体实施时可根据软锰矿的锰含量和实际

的脱硝需求进行调整，优选地，天然锰矿粉的添加量为混合煤粉质量的6％～12％。

[0017]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的步骤(1)中，所

采用的混合煤粉由过100～150目筛的烟煤、无烟煤和焦煤按比例混合而成，所采用的天然

锰矿粉也为过100～150目筛的天然锰矿粉。

[0018]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的步骤(1)中，将

混合料挤压成型后在不超过100℃的条件下烘干，得到成型料，优选地，先将混合料挤压成

型后自然干燥20～30h，再在100～110℃的条件下烘干。

[0019]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中，步骤(2)在得

到活性焦后，将所得活性焦在惰性气体氛围下降温至室温之后，再进行步骤(3)的等体积浸

渍操作。

[0020] 上述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的技术方案中，步骤(4)在活

性焦的表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包括硫氧单键和硫氧双键；由于锰和铁是天然锰矿中含量最高

的两种金属元素，其他金属元素的含量都很低，除了锰和铁之外，含量最高的金属原料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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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0.2％，因此，步骤(4)中形成的硫酸盐主要包括硫酸锰和硫酸铁，二者都可以起到催化

脱硝的作用。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上述方法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该脱硝

活性焦是经过活化和表面改性的、主要成分为经过碳化的煤和天然锰矿的成型料，表面改

性在成型料表面形成了硫酸盐和主要提供酸性吸附位的含硫官能团。所述的硫酸盐主要包

括硫酸锰和硫酸铁，所述的含硫官能团包括硫氧单键和硫氧双键。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产生了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23]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制备方法，在混合煤粉

的基础上添加了天然锰矿粉，天然锰矿的加入可赋予活性焦催化脱硝的性能，在此基础上，

本发明对含有天然锰矿粉的活性焦进行了稀硫酸浸渍和热处理，在活性焦的表面及孔道结

构的壁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含硫官能团等酸性位的存在可增强脱硝反应过程中活

性焦表面及孔道结构对NH3的吸附，在此基础上，活性焦表面及孔道结构壁面上形成的以硫

酸锰和硫酸铁为主的硫酸盐发挥催化脱硝性能，最终起到加速脱硝反应，提升脱硝反应效

率的作用。该方法制备的表面改性的脱硝活性焦，具有化学催化脱硝和吸附脱硝的双重功

能，相对于现有以吸附为主的脱硝活性焦而言，具有脱硝反应效率更高的特点，能更好地满

足低温脱硝的需求。

[0024] 2.本发明通过实验证实，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的表面改性的活性焦在120～200℃

范围内根据天然锰矿的含量及锰矿组成的差异可实现不低于70％的NO转化率，经过硫酸浸

渍和热处理后得到的表面改性活性焦，相对于未进行表面改性的活性焦而言，脱硝活性至

少可以提升10％以上，具有更高的脱硝活性。

[0025] 3.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在混合煤粉的基础上添加天然锰矿粉作为催化活性组分，原

料成本低，硫酸浸渍工艺过程和浸渍后的热处理过程简单，热处理温度不高，有利于脱硝活

性焦生产成本的降低，从而实现脱硝活性焦生产成本的控制。

[0026] 4.通过对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的表面改性的活性焦的机械性能进行测试，发现本

发明制备的改性活性焦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且硫酸浸渍和热处理过程不会对活性焦的机

械强度产生明显影响，保证了活性焦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实施例1中表面改性前后活性焦的红外图谱。

[0028] 图2是反应温度对活性焦脱硝性能的影响曲线。

[0029] 图3是实施例1制备的活性焦的脱硝性能曲线。

[0030] 图4是实施例1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脱硝性能曲线。

[0031] 图5是实施例2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脱硝性能曲线。

[0032] 图6是实施例3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的脱硝性能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及其制备方

法作进一步说明。有必要指出，以下实施例只用于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

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根据上述发明内容，对本发明做出一些非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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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和调整进行具体实施，仍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实施例中，制备一系列软锰矿粉添加量不同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

焦，步骤如下：

[0036] (1)将烟煤和无烟煤分别破碎、磨粉并过100目筛得到烟煤粉料和无烟煤粉料，将

软锰矿(主要成分为MnO2，锰含量为36.7％)破碎、磨粉并过100目筛，得到软锰矿粉。

[0037] 将烟煤粉料与无烟煤粉料充分混匀得到混合煤粉，混合煤粉中烟煤、无烟煤的质

量百分比分别为70％、30％；将混合煤粉与软锰矿粉充分混匀，然后依次添加水和煤焦油充

分捏合得到混合料，水和煤焦油的添加量分别为混合煤粉质量的10％和42％，将所得混合

料转移至陶瓷挤管机中进行挤压成型成直径为3mm的柱状料，成型压力为10MPa，在室温条

件下自然干燥24h后置于烘箱中在105℃干燥4h，得到成型料。

[0038] 该步骤中，共制备三个软锰矿粉添加量不同的成型料，三个软锰矿粉添加量不同

的成型料中，软锰矿粉的添加量分别为混合煤粉质量的4％，8％，12％。

[0039] (2)将成型料置于管式炉中，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70℃，向管式炉中通

空气进行预氧化，预氧化时间为20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600℃，并保持该

温度在600℃碳化1h，再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并保持该温度，向管式炉中通

入水蒸气作为活化剂进行活化，通入的水蒸气质量与成型料的质量比为1:2，活化时间为

1h，将活化完成后所得到的活性焦在惰性气体氛围下自然降温至室温。

[0040] 根据步骤(1)在制备成型料时软锰矿粉添加量的不同，将该步骤制备得到的活性

焦记作Pyr4@AC、Pyr8@AC和Pyr12@AC，其中Pyr表示软锰矿，AC表示活性焦，数值为软锰矿的

负载量。

[0041] (3)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分别对Pyr4@AC、Pyr8@AC和Pyr12@AC浸渍负载硫酸，即采

用等体积浸渍法将Pyr4@AC、Pyr8@AC和Pyr12@AC在硫酸浓度为5wt.％的稀硫酸中进行浸

渍，浸渍时间为24h，然后在100℃干燥2h。

[0042] (4)将经过步骤(3)处理的活性焦在惰性气氛中升温至500℃并保持该温度，在惰

性气氛中热处理1h，在热处理过程中，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与活性焦反应在活性焦的

表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同时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对活性焦的表面进行刻蚀使

活性焦中的部分软锰矿暴露并与之反应形成硫酸盐，冷却，即得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

硝活性焦，将得到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分别记为Pyr4@ACS5、Pyr8@ACS5和

Pyr12@ACS5。

[0043] 对本实施例制备的Pyr8@AC和Pyr8@ACS5进行红外谱图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图1

中的曲线Pyr8@ACS代表样品Pyr8@ACS5的红外谱图。由图1可知，相对于Pyr8@AC，经过表面

改性制备得到的Pyr8@ACS5在613.26,676.90,1124.31,1160.95cm-1处及其附近出现了新的

峰，对红外谱图进行分析，发现位于614 .52和613 .26cm -1的峰是归属于S-O或S＝O

(Saravanan  et  al.,2012)，而位于676.80cm-1和676.90cm-1的峰归属于O＝C＝O(Rowe  et 

al.,2011)。

[0044] 对步骤(2)制备的活性焦以及步骤(4)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

进行机械强度测试，机械强度的测试按照GB/T7702.3-2008进行。Pyr4@AC、Pyr8@AC、Pyr12@

AC、Pyr4@ACS5、Pyr8@ACS5和Pyr12@ACS5的机械强度数据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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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的Pyr4@AC、Pyr8@AC、Pyr12@AC、Pyr4@ACS5、Pyr8@ACS5和Pyr12@ACS5均具有优异的机

械强度，说明步骤(4)(4)的硫酸浸渍和热处理过程不会对活性焦的机械强度产生明显影

响，保证了活性焦的使用寿命。

[0045] 表1实施例1中不同样品的转鼓强度

[0046] 样品 转鼓强度 样品 转鼓强度 样品 转鼓强度

Pyr4@AC 99.0 Pyr8@AC 99.1 Pyr12@AC 99.0

Pyr4@ACS5 98.7 Pyr8@ACS5 98.5 Pyr12@ACS5 98.8

[0047] 对步骤(2)制备的活性焦以及步骤(4)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

进行脱硝活性测试，首先以Pyr8@AC和Pyr8@ACS5为例，考察反应温度对活性焦脱硝性能的

影响，测试Pyr8@ACS5在反应温度为100、120、150、200℃时的脱硝活性，同时测试Pyr8@AC在

150℃的脱硝活性，之后测试Pyr4@AC、Pyr8@AC、Pyr12@AC、Pyr4@ACS5、Pyr8@ACS5和Pyr12@

ACS5在反应温度为150℃的脱硝活性，同时测试了未负载软锰矿的活性焦(其制备方法与步

骤(1)(2)的操作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软锰矿的添加量为0，将对应的样品记作AC)的

脱硝性能。脱硝活性测试时采用的脱硝条件为：一氧化氮浓度800mg/m3、氨气浓度450mg/m3、

氧气浓度10％、反应空速2000h-1。

[0048] Pyr8@ACS5在反应温度为100、120、150、200℃时以及Pyr8@AC在150℃的脱硝活性

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Pyr8@ACS5在反应温度为120～200℃时具有很好的脱硝活性，特别

是在150～200℃时具有更好的脱硝活性，NO转化率可达到80％以上。

[0049] AC、Pyr4@AC、Pyr8@AC和Pyr12@AC的脱硝性能如图3所示，AC、Pyr4@ACS5、Pyr8@

ACS5和Pyr12@ACS5的脱硝性能如图4所示。结合图3～4可知，相比于未负载软锰矿的活性

焦，按照步骤(1)(2)的方法制备的负载了软锰矿的活性焦的低温脱硝活性更好，说明软锰

矿的加入使得活性焦具备了催化脱硝的性能，这种催化脱硝性能主要是源自软锰矿含有的

过渡金属的催化氧化作用。在经过步骤(3)(4)的硫酸浸渍和热处理后，得到的表面改性的

活性焦的低温脱硝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主要是因为经过硫酸浸渍和热处理后，在

活性焦的表面和孔道结构的壁面出现了新的S-O、S＝O和O＝C＝O等酸性吸附位，从而起到

了增强脱硝反应过程中活性焦表面及孔道结构对NH3的吸附，从而加速脱硝反应，提升脱硝

反应效率。同时，经过硫酸浸渍和热处理后的活性焦的表面及孔道壁面形成的以硫酸锰和

硫酸铁为主的硫酸盐可以起到催化脱硝作用，进一步提升脱硝反应效率。

[0050] 实施例2

[0051] 本实施例中，采用不同浓度的稀硫酸进行等体积浸渍，制备一系列表面改性的高

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步骤如下：

[0052] (1)将烟煤和无烟煤分别破碎、磨粉并过100目筛得到烟煤粉料和无烟煤粉料，将

软锰矿(主要成分为MnO2，锰含量为36.7％)破碎、磨粉并过100目筛，得到软锰矿粉。

[0053] 将烟煤粉料与无烟煤粉料充分混匀得到混合煤粉，混合煤粉中烟煤、无烟煤的质

量百分比分别为70％、30％；将混合煤粉与软锰矿粉充分混匀，然后依次添加水和煤焦油充

分捏合得到混合料，软锰矿粉、水和煤焦油的添加量分别为混合煤粉质量的8％、10％和

42％，然后将所得混合料转移至陶瓷挤管机中进行挤压成型成直径为6mm的柱状料，成型压

力为10MPa，在室温条件下自然干燥24h后置于烘箱中在105℃干燥4h，得到成型料。

[0054] (2)将成型料置于管式炉中，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70℃，向管式炉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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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进行预氧化，预氧化时间为20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600℃，并保持该

温度在600℃碳化1h，再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并保持该温度，向管式炉中通

入水蒸气作为活化剂进行活化，通入的水蒸气质量与成型料的质量比为1:2，活化时间为

1h，将活化完成后所得到的活性焦在惰性气体氛围下自然降温至室温。将该步骤制备得到

的活性焦记作Pyr8@AC。

[0055] (3)将步骤(2)制备的Pyr8@AC分成多份，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对各份Pyr8@AC浸渍

负载硫酸，具体地，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将各份Pyr8@AC分别在硫酸浓度为1wt.％、3wt.％、

5wt.％、7wt.％以及9wt.％的稀硫酸中进行浸渍，浸渍时间为24h，然后在100℃干燥2h。

[0056] (4)将经过步骤(3)处理的活性焦在惰性气氛中升温至500℃并保持该温度，在惰

性气氛中热处理1h，在热处理过程中，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与活性焦反应在活性焦的

表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同时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对活性焦的表面进行刻蚀使

活性焦中的部分软锰矿暴露并与之反应形成硫酸盐，冷却，即得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

硝活性焦，将得到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分别记为Pyr8@ACS1、Pyr8@ACS3、

Pyr8@ACS5、Pyr8@ACS7和Pyr8@ACS9。

[0057] 对步骤(2)制备的活性焦以及步骤(4)制备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

进行机械强度和脱硝活性测试。机械强度的测试按照GB/T7702.3-2008进行。脱硝活性测试

时采用的脱硝条件为：一氧化氮浓度800mg/m3、氨气浓度450mg/m3、氧气浓度10％、反应温度

150℃、反应空速2000h-1。

[0058] Pyr8@AC、Pyr8@ACS1、Pyr8@ACS3、Pyr8@ACS5、Pyr8@ACS7和Pyr8@ACS9的机械强度

数据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本实施例制备的Pyr8@AC、Pyr8@ACS1、Pyr8@ACS3、Pyr8@ACS5、

Pyr8@ACS7和Pyr8@ACS9均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

[0059] 表2实施例2中不同样品的转鼓强度

[0060]

[0061] Pyr8@AC、Pyr8@ACS1、Pyr8@ACS3、Pyr8@ACS5、Pyr8@ACS7和Pyr8@ACS9的脱硝性能

如图5所示。由图5可知，Pyr8@AC经过不同浓度的稀硫酸的等体积浸渍和热处理后，得到的

表面改性活性焦的低温脱硝活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当等体积浸渍采用的稀硫酸的浓

度为3wt.％～7wt.％时，对Pyr8@AC的低温脱硝性能的改善效果相对更好。

[0062] 实施例3

[0063] 本实施例中，制备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步骤如下：

[0064] (1)将烟煤和无烟煤分别破碎、磨粉并过100目筛得到烟煤粉料和无烟煤粉料，将

氧化锰矿(锰的主要形态有MnO2、Mn2O3和Mn3O4，总锰含量为34.6％)破碎、磨粉并过100目筛，

得到氧化锰矿粉。

[0065] 将烟煤粉料与无烟煤粉料充分混匀得到混合煤粉，混合煤粉中烟煤、无烟煤的质

量百分比分别为70％、30％；将混合煤粉与氧化锰矿粉充分混匀，然后依次添加水和煤焦油

充分捏合得到混合料，氧化锰矿粉、水和煤焦油的添加量分别为混合煤粉质量的10％、10％

和40％，然后将所得混合料转移至陶瓷挤管机中进行挤压成型成直径为6mm的柱状料，成型

压力为10MPa，在室温条件下自然干燥24h后置于烘箱中在105℃干燥4h，得到成型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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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2)将成型料置于管式炉中，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70℃，向管式炉中通

空气进行预氧化，预氧化时间为20min，然后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600℃，并保持该

温度在600℃碳化1h，再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并保持该温度，向管式炉中通

入水蒸气作为活化剂进行活化，通入的水蒸气质量与成型料的质量比为1:2，活化时间为

1h，将活化完成后所得到的活性焦在惰性气体氛围下自然降温至室温。将该步骤制备得到

的活性焦记作MO10@AC，其中MO表示氧化锰矿(manganese  oxide  ore，MO)，AC表示活性焦，

数值为氧化锰矿负载量。

[0067] (3)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对MO10@AC浸渍负载硫酸，具体地，采用等体积浸渍法将各

份MO10@AC在硫酸浓度为5wt.％的稀硫酸中进行浸渍，浸渍时间为24h，然后在100℃干燥

2h。

[0068] (4)将经过步骤(3)处理的活性焦在惰性气氛中升温至500℃并保持该温度，在惰

性气氛中热处理1h，在热处理过程中，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与活性焦反应在活性焦的

表面形成含硫官能团和硫酸盐，同时负载在活性焦表面的硫酸对活性焦的表面进行刻蚀使

活性焦中的部分软锰矿暴露并与之反应形成硫酸盐，冷却，即得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

硝活性焦，将得到的表面改性的高活性低温脱硝活性焦记为MO10@ACS5。

[0069] 按照GB/T7702.3-2008中的测试方法对MO10@ACS5进行机械强度测试，结果表明

MO10@ACS5的转鼓强度为99.0％，具有优异的机械强度。对MO10@AC和MO10@ACS5进行脱硝活

性测试。脱硝活性测试时采用的脱硝条件为：一氧化氮浓度800mg/m3、氨气浓度450mg/m3、氧

气浓度10％、反应温度150℃、反应空速2000h-1。MO10@AC和MO10@ACS5的脱硝性能如图6所

示，由图6可知，在经过硫酸浸渍和热处理后，得到的表面改性的活性焦的低温脱硝活性更

好，NO转化率可达到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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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1

CN 111099591 A

11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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