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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催化氧化催化剂及其制

备方法。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以催化剂的重

量为基准，其组成包括：粘土的含量为20％‑

50％，活性炭的含量为20％‑55％，锰铁矿渣的含

量为10％‑45％，稀土的含量为0.2％‑5％，其制

备方法，包括：将粘土、活性炭、锰铁矿渣、稀土源

经过混合，成型，干燥，在无氧气氛下高温焙烧而

成。该催化氧化催化剂不但将废催化剂变废为

宝，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活性和稳定性，特别适宜

用于废水臭氧催化氧化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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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臭氧催化氧化催化剂，以催化剂的重量为基准，其组成包括：粘土的含量为

20％‑50％，活性炭的含量为20％‑55％，锰铁矿渣的含量为10％‑45％，稀土的含量为

0.2％‑5％，所述的锰铁矿渣包括三氧化二铁、氧化亚锰，以锰铁矿渣的重量为基准，氧化亚

锰的含量为3％‑18％，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0.3％‑3.0％，所述的锰铁矿渣还包括氧化钙、

氧化镁、氧化硅、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以锰铁矿渣的重量为基准，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

为30％‑55％，氧化硅的含量为20％‑35％，氧化铝的含量为10％‑20％；

所述催化氧化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将粘土、活性炭、锰铁矿渣、稀土源经过混合，

成型，干燥，在无氧气氛下高温焙烧而成。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其特征在于：粘土的含量为30％‑50％，活性

炭的含量为20％‑35％，锰铁矿渣的含量为15％‑40％，稀土的含量为1％‑4％。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粘土为高岭土。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性炭的性质如下：比

表面积400‑2800m2/g，孔容0.6‑2.0cm3/g。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稀土选自La、Ce、Pr、Nd

中的至少一种。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稀土为La和/或Ce。

7.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催化氧化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将粘土、活性炭、锰铁矿

渣、稀土源经过混合，成型，干燥，在无氧气氛下高温焙烧而成。

8.按照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土采用改性粘土，改性方法如下：粘

土吸附碱性溶液后，再进行混合，所述的碱性溶液为碳酸氢铵、碳酸铵的水溶液，其浓度为

5％‑30％。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吸附为饱和吸附。

10.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土、活性炭、锰铁矿渣的粒度在150

目以下；所述稀土源源于稀土氧化物和/或含稀土化合物；所述干燥在90‑150℃的温度下干

燥3‑24h；所述的高温焙烧的条件如下：在无氧气氛下，于1100‑1300℃的温度下焙烧2‑8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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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催化氧化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催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特别是一种催化氧化催化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工业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种类越来越多，处理难度越来越

大，污水排放标准却又越来越严格，当前需要有效的处理手段去除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0003] 臭氧催化氧化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在常温常压下降解难以被臭氧单独氧

化的有机污染物的高级氧化技术，能将难分解的醇、酮、有机酸和酯类物质继续氧化分解，

对有机污染物氧化更加彻底，去除效率高。目前在废水处理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取得了较好

的去除效果。其中，研制和开发工艺简单、绿色环保、廉价的非均相催化剂是臭氧催化氧化

的工艺实施的核心技术。

[0004] CN102029165A公开了一种处理焦化废水的臭氧催化氧化催化剂的制备方法，过程

如下：以无定形氧化铝为载体粉，在滚动造粒过程中，将活性组分钒、铁、锰以溶液的形式喷

入，经过造粒、养护、烘干、焙烧后制成成品催化剂。该催化剂的活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催化氧化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该催化氧化催化剂不但将废催化剂变废为宝，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活性和稳定性，特别适宜

用于废水臭氧催化氧化过程中。

[0006] 本发明第一方面提供了一种催化氧化催化剂，以催化剂的重量为基准，其组成包

括：粘土的含量为20％‑50％，活性炭的含量为20％‑55％，锰铁矿渣的含量为10％‑45％，稀

土的含量为0.2％‑5％，优选为粘土的含量为30％‑50％，活性炭的含量为20％‑35％，锰铁

矿渣的含量为15％‑40％，稀土的含量为1％‑4％。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粘土为高岭土。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锰铁矿渣源于锰铁合金冶炼过程中排放的矿渣，所述的锰铁矿

渣包括三氧化二铁、氧化亚锰(MnO)。以锰铁矿渣的重量为基准，氧化亚锰的含量为3％‑

18％，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0.3％‑3.0％。所述的锰铁矿渣还可以包括、氧化钙、氧化镁、氧

化硅、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以锰铁矿渣的重量为基准，氧化钙和氧化镁的含量为30％‑

55％，氧化硅的含量为20％‑35％，氧化铝的含量为10％‑20％。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活性炭可选用常规的粉末活性炭，如木质活性炭、果壳活性炭；

也可以选用以木质料、矿物料、塑料及废弃物经常规炭化方法获得的各种活性炭产品。所述

的活性炭的性质如下：比表面积400‑2800m2/g，孔容0.6‑2.0cm3/g。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稀土选自La、Ce、Pr、Nd中的至少一种，优选为La和/或Ce。

[0011] 本发明第二方面提供了一种催化氧化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将粘土、活性炭、

锰铁矿渣、稀土源经过混合，成型，干燥，在无氧气氛下高温焙烧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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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地，所述粘土优选采用改性粘土，改性方法如下：粘土吸附碱性溶液后，再

进行混合，所述的碱性溶液为碳酸氢铵、碳酸铵的水溶液，其浓度为5％‑30％。所述的吸附

优选饱和吸附。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粘土、活性炭、锰铁矿渣的粒度优选在150目以下。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稀土源可以源于稀土氧化物和/或含稀土化合物。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成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常规方式成型，比如球形、条形等。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干燥可以采用常规条件进行，一般在90‑150℃的温度下干燥3‑

24h。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焙烧的条件如下：在无氧气氛下，于1100‑1300℃的温度下

焙烧2‑8h。所述的无氧气氛可以为惰性气体、氮气等至少一种气体。

[0018] 本发明的催化氧化催化剂可用于废水的臭氧氧化过程中，以有效去除废水中的有

机化合物。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催化氧化催化剂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本发明催化氧化催化剂各组分相互配合，促进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的提

高。

[0021] 2、本发明催化氧化催化剂的制备方法中，采用改性粘土更有利于与其它组分的配

合，并保持改性粘土的多孔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

[0022] 3、本发明采用廉价原料，成本低，制备工艺简单，易于工业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应当理解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受实

施例的限制。

[0024] 本发明中，除非另有其他明确说明，否则百分含量、份数均以重量计。

[0025] 本发明实施例和对比例，所用的活性炭为粉状椰壳活性炭，性质如下：比表面积

960m2/g、孔容0.98cm3/g，颗粒度200目。

[0026] 本发明实施例所用锰铁矿渣的主要组成见表1。

[0027] 表1所用锰铁矿渣的组成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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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0030] 实施例1

[0031] 将高岭土饱和吸附重量浓度为15％碳酸铵溶液后，然后与活性炭、锰铁矿渣A、氧

化镧经过混合，造粒2‑3mm，经100℃的温度下干燥8h，然后在氮气气氛下，于1300℃的温度

下焙烧5h，得到催化剂A，其组成如下：活性炭的含量为25％，锰铁矿渣的含量为25％，氧化

镧的含量为3％，余量为高岭土。

[0032] 实施例2

[0033] 用锰铁矿渣B替换实施例1中的锰铁矿渣A，用氧化铈代替氧化镧，制备过程同实施

例1，得到催化剂B，其组成如下：活性炭的含量为30％，锰铁矿渣的含量为30％，氧化铈的含

量为2.5％，余量为高岭土。

[0034] 实施例3

[0035] 高岭土不改性直接与活性炭、锰铁矿渣A、氧化镧经过混合，造粒2‑3mm，经100℃的

温度下干燥8h，然后在氮气气氛下，于1300℃的温度下焙烧5h，得到催化剂C，其组成如下：

活性炭的含量为25％，锰铁矿渣的含量为25％，氧化镧的含量为3％，余量为高岭土。

[0036] 对比例1

[0037] 将实施例1中的锰铁矿渣替换为氧化锰和三氧化二铁，制备过程同实施例1，得到

催化剂DA，其组成如下：活性炭的含量为25％，氧化锰含量为2.45％，三氧化二铁含量为

0.38％，氧化镧的含量为3％，余量为高岭土。

[0038] 应用例

[0039] 将催化剂A、催化剂B和催化剂C以及催化剂DA分别应用于臭氧氧化废水工艺中，采

用鼓泡床反应器，废水COD为563mg/L。

[0040] 反应条件为常温常压，催化剂用量150mL，废水500mL，臭氧量50mg/L，停留时间

30min，结果见表2。催化剂重复使用50次后，结果见表3。

[0041] 表2臭氧氧化处理结果

[0042] 催化剂编号 A B C DA

COD，mg/L 40 45 55 123

[0043] 表3催化剂重复使用后的结果

[0044] 催化剂编号 A B C DA

COD，mg/L 43 47 59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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