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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及

其制备方法，催化剂包括钛基体与活性组分，活

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及Pt金属，在活

性组分中，元素V、Pb、Sn、Sb、Pt之间的摩尔比为

(16～18)：(0.48～0.96)：(0.42～0.84)：(0.41

～0.82)：(0.1～0.15)。制备方法包括钛基体制

备；涂液配置，在涂液中，元素V、Pb、Sn、Sb、Pt之

间的摩尔比为(16～18)：(0.48～0.96)：(0.42～

0.84)：(0.41～0.82)：(0.1～0.15)；浸渍；烘干

及烧结，得到活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
及Pt金属的钛基催化剂；重复浸渍、烘干及烧结

步骤直至钛基体的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本

发明还提供一种应用上述催化剂的洗涤塔。本发

明能够有效提高洗涤塔对SOx及有机物的去除

率，并可抗催化剂中毒，延长催化剂的使用寿命，

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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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钛基体制备；

涂液配置：将由偏钒酸铵和柠檬酸按比例配置得到的V2O5前驱体溶液与氯铂酸、四氯化

锡、三氯化锑、氯化铅按比例溶于正丁醇中并加入设定体积比的浓盐酸，配置成正丁醇涂

液，在所述涂液中，元素V、Pb、Sn、Sb、Pt之间的摩尔比为(16～18)：(0.48～0.96)：(0.42～

0.84)：(0.41～0.82)：(0.1～0.15)；

浸渍：在10～40℃下，将所述钛基体放入所述涂液中浸渍1～2min；

烘干及烧结：将浸渍有涂液的钛基体取出并烘干后，放入450～500℃的烧结炉中烧结2

～3h，得到活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及Pt金属的钛基催化剂；

重复所述浸渍、烘干及烧结的步骤直至所述钛基体的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涂液配置步骤，包括：

在50～70℃的条件下，将偏钒酸铵和柠檬酸按照质量比1:(1～2)配置成凝胶溶液，静

止8～10h得到V2O5的前驱体溶液；

将配置好的前驱体溶液与氯铂酸、四氯化锡、三氯化锑、氯化铅按比例混合后溶于正丁

醇中，并加入体积比占1％的浓盐酸，配置成溶剂质量分数为0.5～1％的正丁醇涂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钛基体为钛金属或钛合金，所述钛基体制备的步骤，包括：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矩形蜂窝块体；或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弧形板体。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钛基体为钛金属或钛合金，所述钛基体制备的步骤，包括：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弧形板体，并在每个所述弧形板体上形成在厚度方向上贯

穿板体的冲压孔。

5.如权利要求1、3或4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

将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的各钛基体采用焊接或栓接的方式组装成设定形状的催

化剂模块。

6.一种洗涤塔，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进行船舶废气脱硫洗涤的塔体与可拆卸安装在

所述塔体中的催化剂模块，所述催化剂模块由如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船舶废

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催化剂组装而成。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模块为至少一层且沿所述塔体

的高度方向依次设置，当所述催化剂模块呈螺旋板状时，相邻两层催化剂模块之间的板间

间隙相互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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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塔、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技术领域，特别是关于一种洗涤塔、用于船舶废气脱硫

洗涤塔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IMO颁布的MARPOL公约附则VI中，对船舶废气中SOx的排放进行了规定，船舶废气

SOx的减排可以采用低硫油等替代燃料达到，但更多的是采用海水洗涤等废气后处理方法

来实现。虽然采用海水洗涤法处理废气可以达到IMO的要求，但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0003] 现有的船舶废气脱硫设备通常采用直接添加NaOH或在废气洗涤塔中添加颗粒型

V2O5填料的形式提高对废气中SOx的吸收率。然而，由于废气中通常存在大量未燃烧充分的

有机物，以及其他粉尘颗粒，对V2O5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长期处于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有可能

造成V2O5失活，降低SOx的吸收率，而未被吸收的有机物则进入洗涤水中造成洗涤水处理成

本升高。另一方面，采用直接添加碱液的方法进行吸收，由于SO2在水中的溶解率较低，为达

到较高的脱硫效率，需增加洗涤塔液气比，水耗大，能耗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船舶废气脱硫系统，能够有效提高洗涤塔对SOx及有

机物的去除率，并可抗催化剂中毒，延长催化剂的使用寿命，降低能耗。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包括钛基体与活性组分，所

述活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及Pt金属，在所述活性组分中，元素V、Pb、Sn、Sb、Pt之

间的摩尔比为(16～18)：(0.48～0.96)：(0.42～0.84)：(0.41～0.82)：(0.1～0.15)。

[0006] 其中，所述钛基体为钛或钛合金。

[0007] 其中，所述钛基体为用于构成蜂窝状催化剂模块的矩形蜂窝块体或用于构成螺旋

板状催化剂模块的弧形板体。

[0008] 其中，当所述钛基体为弧形板体时，每个所述弧形板体上形成有在厚度方向上贯

穿板体的冲压孔。

[0009] 本申请还提供一种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0010] 钛基体制备；

[0011] 涂液配置：将由偏钒酸铵和柠檬酸按比例配置得到的V2O5前驱体溶液与氯铂酸、四

氯化锡、三氯化锑、氯化铅按比例溶于正丁醇中并加入设定体积比的浓盐酸，配置成正丁醇

涂液，在所述涂液中，元素V、Pb、Sn、Sb、Pt之间的摩尔比为(16～18)：(0.48～0.96)：(0.42

～0.84)：(0.41～0.82)：(0.1～0.15)；

[0012] 浸渍：在10～40℃下，将所述钛基体放入所述涂液中浸渍1～2min；

[0013] 烘干及烧结：将浸渍有涂液的钛基体取出并烘干后，放入450～500℃的烧结炉中

烧结2～3h，得到活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及Pt金属的钛基催化剂；

[0014] 重复所述浸渍、烘干及烧结的步骤直至所述钛基体的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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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其中，所述涂液配置步骤，包括：

[0016] 在50～70℃的条件下，将偏钒酸铵和柠檬酸按照质量比1:(1～2)配置成凝胶溶

液，静止8～10h得到V2O5的前驱体溶液；

[0017] 将配置好的前驱体溶液与氯铂酸、四氯化锡、三氯化锑、氯化铅按比例混合后溶于

正丁醇中，并加入体积比占1％的浓盐酸，配置成溶剂质量分数为0.5～1％的正丁醇涂液。

[0018] 其中，所述钛基体为钛或钛合金，所述钛基体制备的步骤，包括：

[0019]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矩形蜂窝块体；或

[0020]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弧形板体；或

[0021]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弧形板体，并在每个所述弧形板体上形成在厚度方向

上贯穿板体的冲压孔。

[0022] 其中，所述方法还包括：

[0023] 将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的各钛基体采用焊接或栓接的方式组装成设定形状

的催化剂模块。

[0024] 本申请还提供一种洗涤塔，包括用于进行船舶废气脱硫洗涤的塔体与可拆卸安装

在所述塔体中的催化剂模块，所述催化剂模块由如上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

剂或如上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催化剂组装而成。

[0025] 其中，所述催化剂模块为至少一层且沿所述塔体的高度方向依次设置，当所述催

化剂模块呈螺旋板状时，相邻两层催化剂模块之间的板间间隙相互错开。

[0026] 本发明采用钛基V2O5催化剂，可将SO2氧化成为SO3，提高SOx的溶解率，降低脱硫塔

的液气比，同时，在活性组分中还添加了元素Pb、Sn、Sb、Pt，可防止单质硫等造成的催化剂

失活，同时可将废气中难处理的苯类、烃类有机物氧化成小分子类有机物，降低洗涤水的处

理难度，此外，催化剂以模块方式安装在洗涤塔中，抗震性好，不易损坏，从而有效提高洗涤

塔对SOx及有机物的去除率，并可抗催化剂中毒，延长催化剂的使用寿命，降低能耗。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的流程

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洗涤塔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催化剂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以下结合

附图及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明如后。

[0031] 在本发明实施例中，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包括钛基体与活性组分，

活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及Pt金属，在活性组分中，元素V、Pb、Sn、Sb、Pt之间的摩

尔比为(16～18)：(0.48～0.96)：(0.42～0.84)：(0.41～0.82)：(0.1～0.15)。

[0032] 其中，V2O5主要用于将船舶废气中的SO2氧化成为SO3，提高SOx的溶解率，降低脱硫

塔的液气比，同时，活性组分还包括元素Pb、Sn、Sb、Pt，可防止单质硫等造成的催化剂失活，

同时可将废气中难处理的苯类、烃类有机物氧化成小分子类有机物，降低洗涤水的处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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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而有效提高洗涤塔对SOx及有机物的去除率，并可抗催化剂中毒，延长催化剂的使用

寿命，降低能耗。

[0033] 在本实施例中，活性组分采用涂液浸渍后进行烧结热分解的方式担载于钛基体

上，使得活性组分与钛基体之间具有很强的结合力，抗震性好，不易损坏，提高使用寿命。

[0034] 其中，钛基体为钛或钛合金，具有密度小、机械强度大、易于加工的特定，同时还具

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不受大气和海水的影响，适用于在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中使用，降低

洗涤塔的维护成本及提高使用寿命。

[0035] 进一步的，钛基体优选为用于构成蜂窝状催化剂模块的矩形蜂窝块体或用于构成

螺旋板状催化剂模块(请参考图3)的弧形板体。

[0036] 进一步的，当钛基体为弧形板体时，每个弧形板体上形成有在厚度方向上贯穿板

体的冲压孔，从而提高弧形板体的比表面积。

[0037] 催化剂模块制成蜂窝状结构或设有冲压孔的螺旋板状结构，极大的增加了催化剂

与船舶废气的接触面积，能够保证船舶废气与洗涤的海水充分接触，使得洗涤塔可在0～

300℃的温度下工作，尤其采用螺旋板状结构时不易造成催化剂堵塞，处理效果好。

[0038]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的流程

示意图。请参考图1，本实施例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0039] 步骤110，钛基体制备；

[0040] 步骤120，涂液配置：将由偏钒酸铵和柠檬酸按比例配置得到的V2O5前驱体溶液与

氯铂酸、四氯化锡、三氯化锑、氯化铅按比例溶于正丁醇中并加入设定体积比的浓盐酸，配

置成正丁醇涂液，在涂液中，元素V、Pb、Sn、Sb、Pt之间的摩尔比为(16～18)：(0.48～0.96)：

(0.42～0.84)：(0.41～0.82)：(0.1～0.15)；

[0041] 步骤130，浸渍：在10～40℃下，将钛基体放入涂液中浸渍1～2min；

[0042] 步骤140，烘干及烧结：将浸渍有涂液的钛基体取出并烘干后，放入450～500℃的

烧结炉中烧结2～3h，得到活性组分包括V2O5、PbO、SnO2、Sb2O5及Pt金属的钛基催化剂；

[0043] 步骤150，重复浸渍、烘干及烧结的步骤直至钛基体的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

例如≥5g/m2。

[0044] 其中，步骤120涂液配置的具体过程包括：

[0045] 在50～70℃的条件下，将偏钒酸铵和柠檬酸按照质量比1:(1～2)配置成凝胶溶

液，静止8～10h得到V2O5的前驱体溶液；

[0046] 将配置好的前驱体溶液与氯铂酸、四氯化锡、三氯化锑、氯化铅按比例混合后溶于

正丁醇中，并加入体积比占1％的浓盐酸，配置成溶剂质量分数为0.5～1％的正丁醇涂液。

[0047] 其中，钛基体为钛或钛合金，步骤110钛基体制备的具体过程包括：

[0048]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矩形蜂窝块体；或

[0049]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弧形板体；或

[0050] 将钛基体制备成设定尺寸的弧形板体，并在每个弧形板体上形成在厚度方向上贯

穿板体的冲压孔。

[0051] 在一实施方式中，在步骤110之后，还可包括以下步骤：

[0052] 除去钛基体表面的油污；

[0053] 除油后的钛基体置于沸腾的10～30％草酸溶液刻蚀0.5～1h进行刻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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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在一实施方式中，步骤110与步骤120可以先后进行或同时进行。

[0055] 其中，本实施例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还可包括以下

步骤：

[0056] 将涂液担载量达到设定范围的各钛基体采用焊接或栓接的方式组装成设定形状

的催化剂模块。

[0057] 以下以一具体实施方式，说明本申请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

方法的实施过程。

[0058] 首先，将钛基体制备成60*60*20cm的网状矩形结构，在60℃的条件下，将偏钒酸铵

和柠檬酸按照摩尔比1:1的比例配置成凝胶溶液，静止8小时后得到V2O5的前驱体，将配置好

的前驱体溶液与氯铂酸、四氯化锡、三氯化锑按比例混合后加入10L正丁醇，并加入100ml浓

盐酸，配置成质量分数为1％的正丁醇涂液，涂液中元素V、Pb、Sn、Sb、Pt之间的摩尔比为(16

～18)：(0.48～0.96)：(0.42～0.84)：(0.41～0.82)：(0.1～0.15)。接着，将成型的钛基体

浸入涂液中，取出后在120℃下烘干20min，之后放入500℃的烧结炉中烧结3h，将烧结后的

钛基体取出冷却后，再次浸入涂液中，并重复烘干及烧结的步骤，重复6次得到Ti/V2O5-

Sb2O5-SnO2-Pt型催化剂。

[0059] 本发明采用钛基V2O5催化剂，可将SO2氧化成为SO3，提高SOx的溶解率，降低脱硫塔

的液气比，同时，在活性组分中还添加了元素Pb、Sn、Sb、Pt，可防止单质硫等造成的催化剂

失活，同时可将废气中难处理的苯类、烃类有机物氧化成小分子类有机物，降低洗涤水的处

理难度，活性组分与钛基体结合力强，抗震性好，不易损坏，使得本发明能够有效提高洗涤

塔对SOx及有机物的去除率，并可抗催化剂中毒，延长催化剂的使用寿命，降低能耗。

[0060] 图2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中洗涤塔的结构示意图。请参考图2，本实施例的洗涤塔

包括用于进行船舶废气脱硫洗涤的塔体3、催化剂模块4、海水泵1及喷嘴2。

[0061] 催化剂模块4采用以上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组装而成，或采

用以上所述的用于船舶废气脱硫洗涤塔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制备的催化剂组装而成，具体

结构及制备方法请参前文所述，在此不再赘述。

[0062] 塔体3包括相对设置的废气入口5与废气出口6以及位于塔体3底部的废水出口7。

具体的，废气入口5位于塔体3侧壁底部，废气出口6位于塔体3顶部，废水出口7位于塔体3底

部，喷嘴2设置在塔体3的上部并与海水泵1连接，经海水泵1引入的海水由喷嘴2向催化剂模

块4的顶部，与船舶废气的流向相反，提高吸收效率，清洁废气由废气出口6排出，洗涤废水

由废水出口7排入洗涤水处理系统，由于催化剂可将废气中难处理的苯类、烃类有机物氧化

成小分子类有机物，降低了洗涤水的处理难度。

[0063] 催化剂模块4设置在废气入口5与喷嘴2之间，通过安装支架可拆卸地安装在塔体3

中，在一实施方式中，催化剂模块4为至少一层且沿塔体3的高度方向依次设置。特别地，如

图3所示，当催化剂模块4呈螺旋板状时，催化剂模块4的板间间隙为在形成螺旋状时形成的

在轴向上的板体之间的间隙，为船舶废气的直接通道，通过将相邻两层催化剂模块4之间的

板间间隙相互错开，在不易造成催化剂阻塞的同时，延长了船舶废气经过催化剂模块4的路

径，提高催化效率。

[0064] 本发明将以上所述的催化剂以模块的方式安装在洗涤塔中，抗震性好，不易损坏，

且易于维护，此外，催化剂模块制成蜂窝状结构或设有冲压孔的螺旋板状结构，极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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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催化剂与船舶废气的接触面积，能够保证船舶废气与洗涤的海水充分接触，使得洗涤塔

可在0～300℃的温度下工作，尤其采用螺旋板状结构时不易造成催化剂堵塞，处理效果好，

从而有效提高洗涤塔对SOx及有机物的去除率，并可抗催化剂中毒，延长催化剂的使用寿

命，降低能耗。

[006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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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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