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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
的催化剂，以TiO2为载体，在载体的表面分散有

活性组分，所述的活性组分由MnOx和CeO2组成。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

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还提供了采用上述的

催化剂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方法，将经除

尘装置除尘之后的烟气从管道输入一个含有上

述催化剂的装置中，将臭氧从另外一个管道喷入

含有催化剂的装置中，所述的另外一个管道设置

有多个喷射小孔，烟气、臭氧以及催化剂在装置

中充分混合，将脱除二噁英和NOx后的烟气排出。

本发明采用臭氧与含锰催化剂耦合，能协同脱除

二噁英和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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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经除尘装置除尘之后的烟气从管道

输入一个含有催化剂的装置中，将臭氧从另外一个管道喷入含有催化剂的装置中，所述的

另外一个管道设置有多个喷射小孔，烟气、臭氧以及催化剂在装置中充分混合，将脱除二噁

英和NOx后的烟气排出；所述的烟气的温度为100‑150℃；

所述催化剂以TiO2为载体，在载体的表面分散有活性组分，所述的活性组分由MnOx和

CeO2组成，x为2‑4，在所述的催化剂中，Mn元素的质量百分比含量为1%‑5%，Ce元素的质量百

分比含量为5%‑10%，Ti元素的质量百分比含量为40%‑50%；余量为氧元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臭氧在二噁英和

NOx混合气中添加浓度为50‑200pp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催化剂

中，催化剂的比表面积范围为80‑150m2/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的制

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按比例称取钛酸四丁酯溶液、无水乙醇和冰醋酸，在室温下将钛酸四丁酯溶液、无水

乙醇和冰醋酸搅拌至混合均匀，形成溶液A；

2）按比例称取硝酸锰、硝酸铈、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将硝酸锰、硝酸铈、无水乙醇和去

离子水在室温下搅拌至混合均匀，形成溶液B；

3）将B溶液滴入到处于激烈搅拌中的A溶液中形成溶液C；钛酸四丁酯溶液、无水乙醇、

冰醋酸、硝酸锰、硝酸铈、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的物料比为35ml：30ml：20ml：3ml：4 .3g：

20ml：5‑10ml；

4）将C溶液搅拌直至溶液转化成透明溶胶，然后将溶胶置于常温下24h形成凝胶，再将

凝胶置于烘箱中，105℃干燥8小时，然后置于马弗炉中煅烧；马弗炉由室温以10℃/min的升

温速率升至300℃停留30min，继续升温至550℃停留3h后降至室温，将煅烧后的催化剂进行

研磨筛分，得到40‑60目范围催化剂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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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催化剂及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领域，涉及一种烟气的处理方法，具体来是一种脱除烟气中二噁

英和NOx的催化剂及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炉尾部烟气中二噁英和氮氧化物(NOx)排放控制，是当今环保领域备受

关注和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近年来，焚烧处置因能有效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垃圾围城”的压力，但燃烧不充

分所引起的二噁英等二次污染，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国环保部最新颁布的《生活

垃圾焚烧炉污染排放标准GB18485‑2014》已将二噁英的排放限值由1.0ng  I‑TEQ/Nm3下调

至0.1ng I‑TEQ/Nm3。据调查，我国仍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生活垃圾焚烧炉无法满足新的排放

标准。因此，发展和完善先进控制方法以实现焚烧烟气中二噁英排放满足新标准迫在眉睫。

[0003] 目前，二噁英排放控制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二噁英生成抑制；二是对已产生二

噁英进行尾部脱除。二噁英生成抑制主要包括焚烧过程优化和抑制剂添加。焚烧优化即优

化燃烧条件，如使燃料混合均匀，控制合适的燃烧温度、保持恰当的停留时间等，以减少不

完全燃烧产物生成。抑制剂添加，即加入一些硫基或氮基化合物，通过抑制“Deacon”反应抑

制氯气的产生，从而抑制二噁英生成。然而，仅通过二噁英生成抑制以控制其排放量的效果

是有限的，因此还需借助末端控制手段来实现二噁英类的高效脱除。

[0004] 近年来，活性炭吸附法因设备结构简单、脱除效率高而被广泛用于二噁英末端控

制。但是，活性炭吸附法只能实现二噁英污染从气相向固相的转移，却无法实现二噁英的彻

底降解。而催化降解法因能实现二噁英的彻底矿化，形成CO2、H2O、HCl等无机小分子而不造

成二次污染，被认为是最优潜力的一种二噁英末端控制技术。

[0005] NOx为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另一主要大气污染物之一，易引发光化学烟雾、酸雨、

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等系列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和人体健康。氨(NH3)选择性

催化还原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法是目前普遍采用的燃烧后NOx排放控

制方法。研究表明，常用的NH3‑SCR脱硝催化剂(主要成分为V2O5‑WO3/TiO2)也可用于催化降

解二噁英。如利用REMEDIA催化过滤系统(主要成分为V2O5/WO3/TiO2)在260℃条件下成功脱

除焚烧烟气中99％的二噁英，但将该系统应用于焚烧炉尾部氨选择性催化还原时，220℃条

件下的NOx脱除效率仅为33％。有研究表明，将V2O5‑WO3/TiO2催化剂加热至300℃，垃圾焚烧

炉尾部烟气中二噁英和NOx催化脱除效率分别达97％和90％；但当反应温度降低至220℃，

两者催化脱除效率随之降为92％和53％。由此看出，SCR催化剂既有NH3‑SCR脱硝作用，又能

有效降解二噁英。但传统SCR催化剂活性对反应温度非常敏感，且脱硝活性温度(300‑400

℃)与二噁英催化降解活性温度(200‑300℃)不在同一温度区，因此，目前利用传统SCR催化

剂 (V 2 O 5 / T i O 2 ) 仍无法实现两者低温 (≤1 5 0℃)条件下高效协同脱除。专利

CN201310751629.5公开了一种整体式二噁英脱除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催化剂为钒‑钨‑

钛体系，实验在160～180℃条件下，得到的二噁英降解的转化率达到95％以上，但该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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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尾气中NOx的降解效果并未说明。专利201510039629.1公开了一种SCR脱硝催化剂的制备

方法，该催化剂的主要成分为Fe2O3，粒径为35‑65目，比表面积达到93.76m2/g，孔径为12nm，

能够有效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但并未对烟气中二噁英的去除效果加以说明。专利

201610865155.0公开了一种适用于低温协同降解二噁英和NOx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该

催化剂载体为TiO2纳米颗粒和钛纳米管，主要活性组分为CeO2、V2O5和Pt,催化剂制备方法

为浸渍法，该催化剂在温度为140‑300℃范围内，二噁英净化效率达到95％以上，NOx净化效

率仅为80％，然而该催化剂易中毒失活。专利  201510149492.5公开了一种利用臭氧分阶段

净化废气的方法及装置，其结果表明经过该方法处理后排气符合GB18485‑2014标准，却并

未明确各种气相污染物的脱除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

催化剂及制备方法和应用，所述的这种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催化剂及制备方法和应

用要解决现有技术中不能有效协调脱除焚烧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催化剂，以TiO2为载体，在载体的表

面分散有活性组分，所述的活性组分由MnOx(x为2‑4)和CeO2组成，在所述的催化剂中，Mn元

素的质量百分比含量为1％‑5％，Ce元素的质量百分比含量为5％‑10％，Ti元素的质量百分

比含量为40％‑50％；余量为氧元素。

[0008] 进一步的，在所述的催化剂中，催化剂的比表面积范围为80‑150m2/g。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10] 1)按比例称取钛酸四丁酯溶液、无水乙醇和冰醋酸，在室温下将钛酸四丁酯溶液、

无水乙醇和冰醋酸搅拌至混合均匀，形成溶液A；

[0011] 2)按比例称取硝酸锰、硝酸铈、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将硝酸锰、硝酸铈、无水乙醇

和去离子水在室温下搅拌至混合均匀，形成溶液B；

[0012] 3)将B溶液滴入到处于激烈搅拌中的A溶液中形成溶液C；钛酸四丁酯溶液、无水乙

醇、冰醋酸、硝酸锰、硝酸铈、无水乙醇和去离子水的物料比为35ml：30ml：20ml：  3ml：4.3g：

20ml：5‑10ml；

[0013] 4)将C溶液搅拌直至溶液转化成透明溶胶，然后将溶胶置于常温下24h形成凝胶，

再将凝胶置于烘箱中，105℃干燥8小时，然后置于马弗炉中煅烧；马弗炉由室温以10℃  /

min的升温速率升至300℃停留30min，继续升温至550℃停留3h后降至室温，将煅烧后的催

化剂进行研磨筛分，得到40‑60目范围催化剂颗粒。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采用上述的催化剂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方法，将经除尘装

置除尘之后的烟气从管道输入一个含有上述的催化剂的装置中，将臭氧从另外一个管道喷

入含有催化剂的装置中，所述的另外一个管道设置有多个喷射小孔，烟气、臭氧以及催化剂

在装置中充分混合，将脱除二噁英和NOx后的烟气排出。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的温烟气的温度为100‑150℃。

[0016] 进一步的，臭氧在二噁英和NOx混合气中添加浓度为50‑200ppm。

[0017] 本发明中，臭氧作为活化剂加入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二噁英、NO以及NH3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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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提高催化剂低温活性并促进二噁英和NO协同脱除。

[0018] 原本为NH3‑SCR脱硝设计的SCR催化剂也可用于二噁英催化降解，但常规SCR催化

剂用于两者协同脱除时，存在在低温(≤150℃)条件下不同同时实现两者高效脱除的问题。

鉴于此，本发明选用MnOx和CeO2作为催化剂主要活性组分，TiO2作为催化剂载体，臭氧作为

反应活化剂，以实现二噁英和NOx低温(≤150℃)高效(≥95％)协同脱除。

[0019] 首先，TiO2作为催化剂载体，有利于锰铈活性组分在其表面高度分散，有助于提高

催化剂低温活性；

[0020] 其次，MnOx中多种氧化态(如Mn4+/Mn3+/Mn2+)混合共存，加强了催化剂释氧能力：Mn

(II)‑O  键相较于Mn(III)‑O和Mn(IV)‑O弱，更易释放氧，且Mn2+(1.43)和Mn4+(1.95)电负性

不同，  Mn(II)‑O‑Mn(IV)结构中氧的移动性因电子非定域效应得到加强；

[0021] 再者，CeO2因Ce4+/Ce3+之间灵活转变具有强大的储氧能力，与释氧能力强的MnOx结

合形成MnCeOx二元催化剂，能满足提高催化剂活性和增强抗氯中毒能力的双重要求；

[0022] 最后，臭氧作为反应活化剂加入二噁英和NOx混合气中促进两者协同脱除，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点：

[0023] (1)臭氧自身强氧化性能使烟气中二噁英和NOx分子预活化而易于脱除；

[0024] (2)臭氧能将部分NO氧化生成NO2，NO中混有少量NO2有利于NO遵循NO+NO2+2NH3→

2N2+3H2O 方程式进行，相较于常规SCR反应(4NO+4NH3+O2→4N2+6H2O)所需活化能更低；

[0025] (3)臭氧在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表面分解产生氧化性更强的活性基团(如O2
‑、

O2
2‑等)，这些活性基团能降低二噁英降解所需活化能，促进二噁英低温降解；

[0026] 4)臭氧与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之间存在协同效应，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具

有极强的臭氧分解能力，因此能提高臭氧利用率，臭氧添加浓度低至50‑150ppm就对催化剂

活性有明显提升效果；同时，臭氧在催化剂表面分解能够增加催化剂表面活性氧数量以及

催化剂表面酸性位，从而提高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低温活性。

[0027] 因此，臭氧耦合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能实现二噁英和NOx低温(≤150℃)高效

(≥95％)  协同脱除，为当前垃圾焚烧引发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经济高效

的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新思路。

[0028] 本发明和已有技术相比，其技术进步是显著的。采用本发明的催化剂，二噁英和

NOx低温高效协同脱除，“低温”是指100‑150℃；“高效”是指二噁英和NOx两者脱除效率皆高

于95％。本发明采用臭氧与含锰催化剂耦合，用于脱除二噁英和NOx，其也可以用于降解其

它有机污染物，如氯苯类有机污染物等与NOx协同脱除。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催化剂脱除烟气中二噁英和NOx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发明中以溶胶‑凝胶法制备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制备过程如下：按配比取

34ml  钛酸四丁酯溶液、30ml无水乙醇和20ml冰醋酸在室温下搅拌至混合均匀形成溶液A；

按配比取3ml硝酸锰、4.3g硝酸铈、20ml无水乙醇和5‑10ml去离子水在室温下搅拌至混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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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形成溶液B；将B溶液滴入到处于激烈搅拌中的A溶液中形成溶液C；将C溶液不停搅拌直至

溶液转化成透明溶胶，然后将溶胶置于常温下24h形成凝胶，再将凝胶置于烘箱中105℃干

燥8小时后置于马弗炉中煅烧；马弗炉由室温以10℃/min的升温速率升至300℃停留30min，

继续升温至550℃停留3h后降至室温，将煅烧后的催化剂进行研磨筛分，得到40‑60目范围

催化剂颗粒。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图1所示，经除尘装置1除尘之后的低尘低温烟气从管道2输入一个含有MnCeOx/

TiO2复合催化剂的装置3中；臭氧经专用管道(该管道含有若干喷射小孔)喷入MnCeOx/TiO2
复合催化剂内部，两者充分混合(5min)实现臭氧与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耦合；烟气通入

臭氧和  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事先耦合的装置中(烟气气流在催化剂表面停留时间为1s；

烟气气流在催化装置中总停留时间少于5s)，脱除二噁英和NOx后的“洁净”烟气被排出。

[0034] 在上述的烟气中，NO/NH3的摩尔比＝0.8‑1，NO初始浓度为300‑1000ppm，二噁英初

始浓度为2.0‑12.6ng  I‑TEQ/m3。

[0035] 进一步的，所述的低温烟气的温度为100‑150℃。

[0036] 进一步的，臭氧在二噁英和NOx混合气中添加浓度为50‑200ppm。

[0037] 臭氧作为活化剂，其自身强氧化性有利于活化二噁英和NOx分子，为二噁英和NOx在

催化剂表面协同脱除做准备；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能高效分解臭氧产生氧化性更强的活

性自由基；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具有极强的臭氧分解能力，提高了臭氧利用率；臭氧在

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表面分解的同时增加了催化剂表面活性氧数量和表面酸性位数量，

提高了催化剂低温活性；吸附至催化剂表面的二噁英和NOx分子，在MnCeOx/TiO2复合催化

剂、臭氧以及臭氧分解后活性自由基的共同作用下被低温高效降解。

[0038] 利用臭氧耦合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方法低温脱除二噁英和NOx结果如表1所示。

[0039] 表1臭氧耦合MnCeOx/TiO2复合催化剂低温脱除二噁英和NOx结果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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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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