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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及

其使用方法，其中，组合物包括亚氯酸钠水溶液、

催化陶瓷球和还原剂的水溶液，所述催化陶瓷球

由催化剂附着在填料瓷球上形成，该组合物使用

方法为先将亚氯酸钠水溶液雾化成细小液滴覆

盖并通过催化陶瓷球，与含氮氧化物的气体形成

逆流，亚氯酸钠将含氮氧化物气体中的NO氧化生

成NO2，再将氧化后的氮氧化物气体通入还原剂

的水溶液中进行反应生成N2，从而实现净化氮氧

化物。使用该组合物能深度净化氮氧化物，净化

率达88％以上，且所需设备简单成本低，更适用

于净化柴油机排放尾气中的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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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包括亚氯酸钠水

溶液、催化陶瓷球和还原剂的水溶液，所述催化陶瓷球由催化剂附着在填料瓷球上形成，所

述催化剂为硝酸铜、硝酸铁和硝酸铈中的一种；

所述催化陶瓷球的制备方法包括：将质量比为1:3.5～5的催化剂和惰性氧化铝瓷球置

于球磨罐中，加入1/4催化剂重量份的水，球磨，将催化剂附着于惰性氧化铝瓷球上，400℃

下烧结，制得催化陶瓷球；

所述使用方法包括先将亚氯酸钠水溶液雾化成细小液滴覆盖并通过催化陶瓷球，与含

氮氧化物的气体形成逆流，亚氯酸钠将含氮氧化物气体中的NO氧化生成NO2，再将氧化后的

氮氧化物气体通入还原剂的水溶液中进行反应生成N2，从而实现净化氮氧化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亚氯酸钠的质量分数为4％～

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还原剂为亚硫酸钠，质量分数为

2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料瓷球为惰性氧化铝瓷球，且

在球体表面开设沟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惰性氧化铝瓷球的材质为刚玉

质，直径为8-13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亚氯酸钠水溶液、催化陶瓷球和

还原剂的水溶液三者的质量比为1:1-1.5: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亚氯酸钠水溶液、催化陶瓷球和

还原剂的水溶液三者的质量比为1:1.2: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氮氧化物的气体为柴油机排放

的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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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染气体治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

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目前，全世界

NOx排放总量为达5800万吨/每年。NOx对环境的损害作用极大，它既是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

之一，也是形成大气中光化学烟雾的重要物质和消耗O3的一个重要因子。

[0003] 柴油机尾气排放就以PM(颗粒状物质)和NOx为主，柴油机排出的NOx中NO约占

90％。目前净化柴油机排出的氮氧化物主要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以NH3为还原剂，

在V2O5、Fe分子筛或Cu分子筛等催化剂的作用下，选择性地将富氧尾气中NOx还原为N2。实际

应用中，SCR系统多以质量分数为32.5％的尿素水溶液作为NH3源，尿素水溶液以微小液滴

形式喷射入SCR转化器前的排气管内，温度在200℃以上时，发生热解反应产生HNCO和NH3。

尿素SCR系统存在着管路易腐蚀、喷嘴寿命短、尿素沉积和催化剂易失活等问题，并且该方

法消耗大量的氨资源，对农用化肥生产和使用有不利影响。

[0004] 因此人们将视线转向湿法排烟脱氮。公开号CN101385942A公开了一种液相氧化-

吸收两段式湿法烟气脱硝工艺，采用高锰酸钾、亚氯酸钠、次氯酸钠、次氯酸钙、双氧水、二

氧化氯中一种或者几种混合物的溶液作为氧化剂，使烟气中的一氧化氮与氧化剂接触反

应，部分氧化成二氧化氮之后，利用碱液吸收经过氧化后烟气中的氮氧化物，生成相应的亚

硝酸盐。但该现有技术中，将烟气中的一氧化氮部分氧化成二氧化氮，需要根据烟气量和烟

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确定液相氧化剂的浓度、pH值、液气比和氧化剂补给量等参数，涉及参

数较多，较难准确把控氧化程度，而且最终脱硝效率为80％以上，还有待提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克服上述问题的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及其使用方法，

使用该组合物能深度净化氮氧化物，净化率达88％以上，且所需设备简单成本低，更适用于

净化柴油机排放尾气中的NOX。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包括亚氯酸钠水溶液、催化陶瓷球和还原剂的水溶

液，所述催化陶瓷球由催化剂附着在填料瓷球上形成。

[0008] 上述技术方案采用亚氯酸钠水溶液在催化陶瓷球存在条件下，将氮氧化物中的NO

全部氧化成NO2，再利用还原剂的水溶液将NO2还原生成N2，其中亚氯酸钠与NO反应过程如

下：

[0009] NaClO2+2NO→2NO2+NaCl

[0010] 现有技术中控制一系列参数仅将NO部分氧化，而本发明借助催化陶瓷球将NO全部

氧化，使后续反应较单一，易于控制，且反应更充分使净化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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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所述亚氯酸钠的质量分数为4％～6％。将亚氯酸钠的质量分数控制在此

范围内，净化率更高。

[0012] 优选地，所述还原剂为亚硫酸钠，质量分数为20％。产生的副产物具有其他用途，

降低造成二次污染的几率。反应式如下：

[0013] 2NO2+4Na2SO3→4Na2SO4+N2↑

[0014] 该反应条件简单，生成的氮气无毒可直接排放到空气中，产生的硫酸钠可用于制

造水玻璃、玻璃、瓷釉、纸浆、和干燥剂等。

[0015] 优选地，所述催化陶瓷球中催化剂为硝酸铜、硝酸铁和硝酸铈中的一种。

[0016] 优选地，所述填料瓷球为惰性氧化铝瓷球，且在球体表面开设沟槽。惰性氧化铝瓷

球耐高温高压，吸水率低，化学性能稳定，能经受酸、碱及其它有机溶剂的腐蚀，并能经受生

产过程中出现的温度变化。在球体表面开设沟槽，增加了球体的比表面积，从而进一步增加

了物料的分散性，同时也增加了气体或液体分布点，支撑和保护催化剂。但不是比表面积越

大越好，所以不宜选用微孔或开孔瓷球，否则通量过大，系统阻力太小，反应会太剧烈，不安

全。

[0017] 优选地，所述惰性氧化铝瓷球的材质为刚玉质，直径为8-13mm。刚玉质的惰性氧化

铝瓷球耐高温和耐腐蚀性能更强，选择直径时，太小抗压强度不够，不利于球磨使催化剂附

着，太大不利于催化剂均匀分散，故选择直径为8-13mm。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催化陶瓷球的制备方法包括：将质量比为1:3.5～5的催化剂和

惰性氧化铝瓷球置于球磨罐中，加入1/4催化剂重量份的水，球磨5-10min，将催化剂附着于

惰性氧化铝瓷球上，然后在400℃下烧结，制得催化陶瓷球。

[0019] 上述制备方法简单易操作，催化剂与惰性氧化铝瓷球的适当配比使催化剂较均匀

地分布在球体的沟槽内，经过烧结又使催化剂与球体连为一体，增加了催化剂的分散面积。

[0020] 优选地，所述亚氯酸钠水溶液、催化陶瓷球和还原剂的水溶液三者的质量比为1:

1-1.5:1，优选为1:1.2:1。在此配比范围内，催化效果最好，既能使NO全部氧化，又反应不会

过于剧烈而存在安全隐患。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的使用方法，包括先将亚氯酸钠水溶

液雾化成细小液滴覆盖并通过催化陶瓷球，与含氮氧化物的气体形成逆流，亚氯酸钠将含

氮氧化物气体中的NO氧化生成NO2，再将氧化后的氮氧化物气体通入还原剂的水溶液中进

行反应生成N2，从而实现净化氮氧化物。

[0022] 上述技术方案中将亚氯酸钠水溶液雾化成细小液滴覆盖并通过催化陶瓷球和与

含氮氧化物的气体形成逆流均为了增加接触反应面积，有利于反应充分。

[0023] 在具体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含氮氧化物的气体为柴油机排放的尾气。

[0024]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的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的组合物搭配合理，先用液相氧化剂亚氯酸钠溶液在催化剂存在下，将氮

氧化物中的NO全部氧化生成NO2，再利用含还原剂的水溶液将NO2还原生成N2，反应完全易操

控，净化率高达88％以上，且所需设备简单成本低，可以替代柴油车上的尿素溶液，适用于

深度净化柴油机排放尾气中的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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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

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包括质量分数为4％的亚氯酸钠水

溶液、硝酸铜催化陶瓷球和20％的亚硫酸钠水溶液。其中所述硝酸铜催化陶瓷球由硝酸铜

附着在惰性氧化铝瓷球上形成，其制备方法包括：将20重量份的硝酸铜和100重量份的惰性

氧化铝瓷球置于球磨罐中，加入5重量份的水，球磨5min，将硝酸铜附着于惰性氧化铝瓷球

上，然后在400℃下烧结，制得硝酸铜催化陶瓷球，所述惰性氧化铝瓷球为刚玉质，球体表面

开设沟槽，直径为8mm。

[0029]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上述组合物的使用方法，包括：先将100重量份亚氯酸钠溶液注

入催化氧化装置中；将120重量份硝酸铜催化陶瓷球置于催化氧化装置中亚氯酸钠溶液的

上方；将100重量份亚硫酸钠水溶液注入吸收装置中；

[0030] 再将柴油机排放尾气通入催化氧化装置底部，亚氯酸钠溶液通过喷淋系统雾化成

细小液滴覆盖整个催化氧化装置的断面层，通过硝酸铜催化陶瓷球并与尾气形成逆流，充

分接触，亚氯酸钠溶液将尾气中的NO催化氧化成NO2，然后再通入吸收装置，与亚硫酸钠溶

液反应将NO2还原成N2。经过该方法处理后，柴油机排放尾气中氮氧化物的净化率达91％。

[0031] 以实施例1为基础，就“亚氯酸钠的质量分数”做平行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32] 表1亚氯酸钠的质量分数对净化率的影响

[0033]

亚氯酸钠的质量分数 0.1％ 1％ 2％ 4％ 6％ 8％ 10％

净化率 81％ 86％ 88％ 91％ 90％ 87％ 83％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净化氮氧化物的组合物，包括质量分数为6％的亚氯酸钠水

溶液、硝酸铈催化陶瓷球和20％的亚硫酸钙水溶液。其中所述硝酸铈催化陶瓷球由硝酸铈

附着在惰性氧化铝瓷球上形成，其制备方法包括：将20重量份的硝酸铈和75重量份的惰性

氧化铝瓷球置于球磨罐中，加入5重量份的水，球磨10min，将硝酸铈附着于惰性氧化铝瓷球

上，然后在400℃下烧结，制得硝酸铈催化陶瓷球，所述惰性氧化铝瓷球为刚玉质，球体表面

开设沟槽，直径为13mm。

[0036]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上述组合物的使用方法，包括：先将100重量份亚氯酸钠溶液注

入催化氧化装置中；将110重量份硝酸铈催化陶瓷球置于催化氧化装置中亚氯酸钠溶液的

上方；将100重量份亚硫酸钠水溶液注入吸收装置中；

[0037] 再将柴油机排放尾气通入催化氧化装置底部，亚氯酸钠溶液通过喷淋系统雾化成

细小液滴覆盖整个催化氧化装置的断面层，通过硝酸铈催化陶瓷球并与尾气形成逆流，充

分接触，亚氯酸钠溶液将尾气中的NO催化氧化成NO2，然后再通入吸收装置，与亚硫酸钙溶

液反应将NO2还原成N2。经过该方法处理后，柴油机排放尾气中氮氧化物的净化率达88％。

[0038] 对比例1

[0039] 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的是该对比例的组合物不包括催化陶瓷球。最后柴油机

排放尾气中氮氧化物的净化率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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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对比例2

[0041] 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的是该对比例中硝酸铜不制成催化陶瓷球，而是直接置

于催化氧化装置的断面层。最后柴油机排放尾气中氮氧化物的净化率为80％。

[0042] 对比例3

[0043] 其余与实施例1相同，不同的是亚氯酸钠水溶液、硝酸铜催化陶瓷球和亚硫酸钠水

溶液三者的重量份比为1:0.8:1。最后柴油机排放尾气中氮氧化物的净化率为82％。

[0044] 最后，本发明的方法仅为较佳的实施方案，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

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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