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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钛高炉渣综合利用的

方法。利用含钛高炉渣制备铁钛基SCR烟气脱硝

催化剂，其制备过程为：1、将含钛高炉渣和硫酸

铵充分混合后进行高温焙烧；2、用2.5%的稀硫酸

溶液浸取焙烧产物；3、将浸出液逐滴加入含有模

板剂CTAB的酸性溶液中，并控制反应pH，水解沉

淀浸出液中的硫酸氧钛和三价铁；4、水解产物抽

滤、干燥、焙烧，制备得到铁钛基SCR烟气脱硝催

化剂。本发明所公布方法制备的铁钛基SCR烟气

脱硝催化剂，钛与铁活性组分比例可控调节，所

制的得催化剂，具有高效稳定活性位铁钛复合氧

化物结构，含有较多的促进反应进行的酸性位，

在高温325℃~475℃脱硝率能够达到100%，氮气

选择性达到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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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含钛高炉渣制备铁钛基SCR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由钒

钛磁铁矿炼铁高炉排出的含钛高炉废渣为原料，将硫酸铵和含钛高炉渣按照(2～6)：1质量

比在高温360～400℃下焙烧2小时，以2.5％稀硫酸浸取焙烧产物，稀硫酸与焙烧产物质量

比为1～5：1，浸取温度为45～75℃，浸取时间为0.5～4小时，通过抽滤得到酸浸液，然后将

酸浸液加入到CTAB溶液中进行水解，通过调节水解pH值来调控催化剂中活性组分铁和硫的

含量，其中CTAB为模板剂和沉淀剂，Ti和CTAB摩尔比为1：(0.01～0.1)，水解pH在1～3.5之

间，最后，将水解产物抽滤，干燥，先在300℃下焙烧，再次在400～600℃下焙烧，焙烧时间为

1～6小时。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钛基SCR脱硝催化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攀枝花钒钛磁

铁矿经炼铁高炉提取铁后，排出的含钙、镁、硅、钛、铁、钒金属氧化物的废渣，其组成为：

21.19％TiO2、1.16％Fe、22.55％SiO2、26.84％CaO、7.25％MgO、13.69％Al2O3。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钛基SCR脱硝催化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含有

较多促进反应进行的酸性位，形成酸性位的硫元素含量在1％～5％之间，铁元素含量在1％

～6％之间。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钛基SCR脱硝催化剂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铁钛

存在形式为铁钛复合氧化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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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钛高炉渣综合利用的方法-制备SCR烟气脱硝催化剂

技术领域

[0001] 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含钛高炉渣制备SCR烟气脱硝催化剂的方法，该催化剂采用含

钛高炉渣为原料，具有高活性和稳定性的铁钛复合氧化物结构，且催化剂中含有较多酸性

位。

背景技术

[0002] 工厂烟道气和汽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导致了光化学烟雾、酸雨和臭氧层空洞等

环境问题，到目前为止，从燃煤电厂脱除氮氧化物最有效的方法是选择性催化氧化技术。尽

管V2O5-WO3(MoO3)-TiO2催化体系被广泛的应用在SCR烟气脱硝反应中，但是一些问题仍然存

在，例如，温度活性区间较窄（300~400  ℃）、氮气的选择性在高温下较低，五氧化二钒对环

境的危害较大等。一些研究者一直在探究能够替代传统钒基催化体系的催化剂，近些年，类

似Fe/ZSM-5、铁钛尖晶石、铁钛复合氧化物等铁基催化体系展现了极好的SCR催化活性、氮

气选择性和相对较宽的活性区间。

[0003] 高炉炼铁工业产生的含钛高炉渣中约含有20%的二氧化钛，作为工业固废置于渣

场之中，得不到妥善的处理，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的浪费。目前含钛高炉渣主要的利用方

式是作为建筑材料，这种方式较为粗放，尤其是对于Ti元素没有很好的收集利用。将含钛高

炉渣中的二氧化钛和铁元素富集在一起，是一种很有效的铁钛基SCR脱硝催化剂。

[0004] 目前对含钛高炉渣利用的报道较多，但是直接用含钛高炉渣做SCR脱硝催化剂的

报道很少。中国专利CN  201510852047.5公开了用含钛高炉渣作为SCR脱硝催化剂的载体制

备SCR脱硝催化剂的方法，该专利是把含钛高炉渣作为载体，掺入外加的活性组分硝酸锰和

助剂硝酸铈，所得催化剂中含钛高炉渣质量百分比为50~90%，是锰基低温脱硝催化剂体系。

中国专利CN  201610564453.6公开了一种用含钛高炉渣矿化二氧化碳联产二氧化钛和氧化

铝的方法，该专利先用含钛高炉渣和硫酸铵焙烧，然后水浸，得到浸出液和浸出渣，浸出液

通过用氨水调节pH和二氧化碳矿化，得到偏钛酸和氢氧化铝，焙烧后得到二氧化钛和氧化

铝。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以含钛高炉渣为原料制备SCR烟气脱硝催化剂的方

法。该方法具有操作条件温和、原料为含钛高炉渣、制得的催化剂含有较多的酸性位、活性

较高和氮气选择性较好等优点。

[0006]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加以实现的：所述的催化剂以含钛高炉渣为原料制

备，通过调节CTAB含量和水解沉淀pH来调节钛铁的比例和催化剂的比表面积，铁元素含量

在1%~6%，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过程：

[0007] 1）将硫酸铵和含钛高炉渣按照（2~6）：1质量比在高温（360~400  ℃）下焙烧2小时；

[0008] 2）将2.5%的稀硫酸和焙烧产物按照质量比（1~5）：1在45~75  ℃下酸浸（0.5~4）小

时，抽滤得到酸浸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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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3）按照酸浸液中Ti和CTAB摩尔比1：（0.01~0.1）的比例，将酸浸液逐滴加入CTAB溶

液中，加入氨水或者稀硫酸控制反应的pH为（1~3.5），得到催化剂前驱体；

[0010] 4）将前驱体在80~100  ℃下干燥6~12小时，然后送入马弗炉中在300  ℃下焙烧1小

时，在400~600  ℃下焙烧2小时，即得到铁钛基SCR脱硝催化剂。

[0011]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以含钛高炉渣为原料，操作条件温和，可通过调节CTAB的用量

和水解沉淀pH来控制钛和铁的比例，制得的催化剂以高活性的铁钛复合氧化物结构形式存

在，含有较多的酸性位。通过采用该催化剂选择性催化还原氮氧化物，转化率达到了100%，

氮气选择性达到97%，这对于含钛高炉渣的综合应用和控制氮氧化物的排放都有较为重要

的意义。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方法制备的铁钛基催化剂不同水解沉淀pH的NH3-TPD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NO脱除率随¬温度变化曲线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得到的NO脱除率随¬温度变化曲线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3得到的NO脱除率随¬温度变化曲线图。

[0016] 具体实施方式（实施例）

[001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6  g川威集团的水淬含钛高炉渣和18  g硫酸铵混合均匀，放入马弗炉在380  ℃下

煅烧2  h，冷却到室温，然后加入35  g含量为2.5%的稀硫酸，放入55  ℃的水浴锅中，在剧烈

搅拌下酸浸1  h，然后趁热抽滤，滤饼用5  g  2.5%的稀硫酸洗涤，即可得到酸浸液。取0.91  g 

CTAB在30  ℃下溶解在20  ml去离子水中，调节pH至2.0，在剧烈搅拌下逐滴加入酸浸液，并

通过氨水和10%稀硫酸控制反应的pH维持在2.0，加入完毕后每一个小时测一下反应液的

pH,控制在2.0，12个小时以后停止搅拌进行抽滤，滤饼水洗三次，醇洗一次，在80  ℃下干燥

10个小时，然后放入马弗炉升温至300  ℃焙烧1小时，450℃焙烧2小时，升温速率均为2  ℃/

min，即可得到铁钛基SCR烟气脱硝催化剂。

[0020] 本实施例中制得的催化剂取0.25  g，置于内径为0.6  mm的固定床反应器中，体积

空速为80000，NO和NH3浓度均为800  ppm，在300~450  ℃范围内，脱硝效率为93.3%~100%，氮

气选择性为97.3~97.3%，脱硝效果较好。

[0021] 实施例2

[0022]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改变水解沉淀pH。

[0023] 6  g川威集团的水淬含钛高炉渣和18  g硫酸铵混合均匀，放入马弗炉在380  ℃下

煅烧2  h，冷却到室温，然后加入35  g含量为2.5%的稀硫酸，放入55  ℃的水浴锅中，在剧烈

搅拌下酸浸1  h，然后趁热抽滤，滤饼用5  g  2.5%的稀硫酸洗涤，即可得到酸浸液。取0.91  g 

CTAB在30  ℃下溶解在20  ml去离子水中，调节pH至2.5，在剧烈搅拌下逐滴加入酸浸液，并

通过氨水和10%稀硫酸控制反应的pH维持在2.5，加入完毕后每一个小时测一下反应液的

pH,控制在2.5，12个小时以后停止搅拌进行抽滤，滤饼水洗三次，醇洗一次，在80  ℃下干燥

10个小时，然后放入马弗炉升温至300  ℃焙烧1小时，450  ℃焙烧2小时，升温速率均为2 

℃/min，即可得到铁钛基选择性还原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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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实施例中制得的催化剂取0.25  g，置于内径为0.6  mm的固定床反应器中，体积

空速为80000，NO和NH3浓度均为800  ppm，在300~450  ℃范围内，脱硝效率在85.7%~100%之

间，氮气选择性在93%~97.9%之间，脱硝效果较好。

[0025] 实施例3

[0026] 本实施例是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改变CTAB用量。

[0027] 6  g川威集团的水淬含钛高炉渣和18  g硫酸铵混合均匀，放入马弗炉在380  ℃下

煅烧2  h，冷却到室温，然后加入35  g含量为2.5%的稀硫酸，放入55℃的水浴锅中，在剧烈搅

拌下酸浸1  h，然后趁热抽滤，滤饼用5  g  2.5%的稀硫酸洗涤，即可得到酸浸液。取0.46  g 

CTAB在30  ℃下溶解在20  ml去离子水中，调节pH至2.0，在剧烈搅拌下逐滴加入酸浸液，并

通过氨水和10%稀硫酸控制反应的pH维持在2.0，加入完毕后每一个小时测一下反应液的

pH,控制在2.0，12个小时以后停止搅拌进行抽滤，滤饼水洗三次，醇洗一次，在80  ℃下干燥

10个小时，然后放入马弗炉升温至300  ℃焙烧1小时，450  ℃焙烧2小时，升温速率均为2 

℃/min，即可得到铁钛基选择性还原催化剂。

[0028] 本实施例中制得的催化剂取0.25  g，置于内径为0.6  mm的固定床反应器中，体积

空速为80000，NO和NH3浓度均为800  ppm，，在300~450  ℃范围内，脱硝效率在57.3%~100%之

间，氮气选择性在96.4%~98.3%之间，脱硝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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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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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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