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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

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及其制备方法，属于中低温烟

气净化技术领域。本发明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

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包括支撑体、分离

膜和脱硝催化剂，先在支撑体表面喷涂分离膜膜

层得到涂膜管，然后对涂膜管进行预处理，将脱

硝催化剂负载在预处理的涂膜管上，最后经过热

处理得到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元件。本发明所述的

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使

烟气经过滤除尘后直接进行脱硝处理过程，有效

地保留了气体的热值，避免了气体热值的流失，

且有效地减少了烟气净化设备的占用空间，降低

了成本；同时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操作简单易行的

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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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体、分离膜

和脱硝催化剂，先在支撑体表面喷涂分离膜膜层得到涂膜管，然后对涂膜管进行预处理，将

脱硝催化剂负载在预处理的涂膜管上，最后经过热处理得到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元件；

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支撑体的制备：

①将骨料和高温结合剂混合，然后外加造孔剂和脱模剂；

②向步骤①混合的原料中分两次加成型助剂并搅拌；

③将步骤②混合的原料添加到模具中，在40-100MPa的压力下等静压成型；成型后脱

模，并在60-80℃下烘干固化8-12小时；

④升温烧结：将坯体分层装入梭式窑中升温进行烧结；

(2)分离膜膜层的制备：

①将莫来石纤维、苏州土、烧滑石、钾长石和木炭粉混合，并加入水混匀；通过高压喷枪

将料浆喷涂在支撑体表面，得到涂膜管；

②将干燥的涂膜管送入梭式窑二次烧结膜层，热处理温度为1100-1200℃，处理时间为

2h；

(3)陶瓷膜的预处理和催化剂的负载：

①涂膜管的预处理：涂膜管先用液体石蜡进行密封，待石蜡硬化后用纯乙酸或者质量

百分含量为20％的硝酸腐蚀，进行粗糙化处理，纯净水洗净烘干后进行催化剂的负载；

②催化剂浆料的制备：将负载有活性组份的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纯净水和结合剂混

合，催化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35％，结合剂和催化剂的质量比例为1：1；按照质量分数

2-4‰的比例加入分散剂和pH调节剂，并与Φ30mm聚氨酯球以1：1的质量比例加入球磨罐，

进行分散，分散时间为6-8小时，pH控制在9-10；

③脱硝催化剂的负载：将石蜡处理过的涂膜管浸渍在催化剂悬浮液中，进行催化剂的

负载；在超声波超声下，对其进行抽真空，使催化剂负载在多孔材料中；在120℃进行干燥，

干燥时间为3-5h；

(4)催化剂的热处理：

将负载好催化剂的涂膜管进行中温热处理，中温热处理过程采用分级升温保温的方法

进行，首先以1℃/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200℃，然后保温1-2h；继续升温至500℃，保温2-

5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支

撑体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骨料与高温结合剂按5-8：1的质量比例混合，二者共计

100份，造孔剂10-12份、成型助剂2-4份和脱模剂1-3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骨

料为堇青石，其粒径D50为180-220μm。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高

温结合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苏州土3-5份、锂辉石1-2份、硼砂0.5-1份，氧化锌1-

2份。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造

孔剂为活性炭或核桃粉，粒径为300-400目；成型助剂为聚乙烯醇或者热固性树脂；脱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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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石墨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分

离膜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莫来石纤维5-8份，苏州土3-4份，烧滑石1-2份，钾长石1-

2份和木炭粉2-3份，水8-12份。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对

涂膜管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依次为表面涂蜡处理及粗糙化处理；所述表面涂蜡处理是通过浸

渍的方法在分离膜上覆一层蜡；所述粗糙化处理是通过乙酸或稀硝酸对表面涂蜡后的分离

膜进行处理，处理时间为1-2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步

骤(1)④中，升温过程中在200℃下保温2-3h，600℃保温2-4h，最终热处理温度为1300℃-

1400℃，处理时间为2-4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莫来石纤维的长径比为30-40：1；加入水混匀后的混合液的比重控制在1.8-2.1g/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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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及其制备方法，属于

中低温烟气净化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来，针对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的标准要求越来越低，现在的排放国家标准

为低于250μg/m3，各个地方的标准要高于现有国标。脱硝技术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是中低温

干法脱硝，即通过利用脱硝催化剂在280℃-370℃下通入氨气，利用催化剂催化使氮氧化物

和氨气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N2，达到脱硝的目的。脱硝催化剂一般是以多孔材料作

为负载载体，以达到均匀分散、增加比表面积的作用。常用的模式是将催化剂活性组分和粘

土等物料混合均匀，通过挤出得到蜂窝状陶瓷，经干燥和低温烧结后得到工业上所需要催

化剂。催化剂的活性组分主要分为两大类：钒钛体系和以稀土为主要构成的活性组分。钒钛

体系催化剂较为成熟，是工业脱硝领域的主要催化剂；稀土催化剂为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一

种新体系催化剂，具有低毒环保的特点，具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

[0003] 催化剂的活性组分是以多孔材料为负载体，这要求进入脱硝单元的气体一定要进

行除尘处理，否则烟气中的粉尘很容易将催化剂孔道堵塞造成催化剂失效。现在的干法脱

硝工艺单元前面都有除尘工艺单元，除尘工艺一般采用布袋除尘或者水洗除尘。高温气体

经过布袋除尘或者水洗后气体的温度要大幅度降低，而脱硝单元要求被处理气体的温度达

到350℃以上，这就要求对被处理气体进行加热，而在加热过程中会耗用大量的热量。

[0004] 为减少处理过程的能耗和降低设备成本，近几年国内在相关方面进行了大量研

究，其中“含尘有毒高温气体处理用陶瓷膜及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310471663.7)”介绍了

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该专利采用陶瓷膜负载催化剂的方法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种

新方法。然而在此专利中为达到较高的催化效率，催化剂负载量较高，然而这会造成陶瓷膜

材料阻力较大，并且在覆膜工艺中的高温处理容易造成催化剂的失活。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其使烟

气经过滤除尘后直接进行脱硝处理过程，有效地保留了气体的热值，避免了气体热值的流

失，且有效地减少了烟气净化设备的占用空间，降低了成本；同时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操作简

单易行的制备方法。

[0006] 本发明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包括支撑体、分离膜

和脱硝催化剂，先在支撑体表面喷涂分离膜膜层得到涂膜管，然后对涂膜管进行预处理，将

脱硝催化剂负载在预处理的涂膜管上，最后经过热处理得到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元件。

[0007] 所述支撑体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骨料与高温结合剂按5-8：1的质量比例

混合，二者共计100份，造孔剂10-12份、成型助剂2-4份和脱模剂1-3份。

[0008] 所述骨料为堇青石，其粒径D50为180-2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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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高温结合剂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苏州土3-5份、锂辉石1-2份、硼砂

0.5-1份，氧化锌1-2份。

[0010] 所述造孔剂为活性炭或核桃粉，粒径为300-400目；成型助剂为聚乙烯醇或者热固

性树脂；脱模剂为石墨粉。

[0011] 所述分离膜由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制成：莫来石纤维5-8份，苏州土3-4份，烧滑石

1-2份，钾长石1-2份和木炭粉2-3份，水8-12份。

[0012] 所述对涂膜管进行预处理的过程依次为表面涂蜡处理及粗糙化处理；所述表面涂

蜡处理是通过浸渍的方法在分离膜上覆一层薄蜡；所述粗糙化处理是通过乙酸或稀硝酸对

表面涂蜡后的分离膜进行处理，处理时间为1-2h。

[0013] 所述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0014] (1)支撑体的制备：

[0015] ①将骨料和高温结合剂混合，然后外加造孔剂和脱模剂混合均匀；

[0016] ②向步骤①混合的原料中分两次加成型助剂并不断搅拌，当原料有一定捏合塑性

时停止搅拌混合；

[0017] ③将步骤②混合的原料添加到模具中，在40-100MPa的压力下等静压成型；成型后

脱模，并在60-80℃下烘干8-12小时，使坯体完全固化形成一定强度；

[0018] ④升温烧结：将坯体分层装入梭式窑中升温进行烧结，升温过程中在200℃下保温

2-3h，以排出结合水分；600℃保温2-4h，以顺利排出造孔剂、成型助剂等有机物；最终热处

理温度为1300℃-1400℃，处理时间2-4h，形成足够强度的支撑体；

[0019] (2)分离膜膜层的制备：

[0020] ①将莫来石纤维、苏州土、烧滑石、钾长石和木炭粉混合，并加入水混匀；通过高压

喷枪将料浆均匀喷涂在支撑体表面，得到涂膜管；

[0021] ②将干燥完全的涂膜管送入梭式窑二次烧结膜层，热处理温度为1100-1200℃，处

理时间为2h；

[0022] (3)陶瓷膜的预处理和催化剂的负载：

[0023] ①涂膜管的预处理：涂膜管先用液体石蜡进行密封，使表面的膜层被石蜡完全密

封；待石蜡硬化后用纯乙酸或者质量百分含量为20％的硝酸，腐蚀1-2h，进行粗糙化处理，

纯净水洗净烘干后进行催化剂的负载；

[0024] ②催化剂浆料的制备：将负载有活性组份的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纯净水和结合

剂混合，催化剂的质量百分含量为8％-35％，结合剂和催化剂的质量比例为1：1；按照质量

分数2-4‰的比例加入分散剂和pH调节剂，并与Φ30mm聚氨酯球以1：1的质量比例加入球磨

罐，进行分散，分散时间为6-8小时，pH控制在9-10；结合剂优选为硅溶胶；分散剂优选为聚

丙烯酰胺；pH调节剂优选为氨水；

[0025] ③脱硝催化剂的负载：将石蜡处理过的涂膜管完全浸渍在催化剂悬浮液中，进行

催化剂的负载；在超声波超声下，对其进行抽真空，负压0.08MPa下保压10min，使催化剂较

好的负载在多孔材料中；在120℃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3-5h；

[0026] (4)催化剂的热处理：

[0027] 将负载好催化剂的涂膜管进行中温热处理，中温热处理过程采用分级升温保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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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首先以1℃/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200℃，然后保温1-2h；继续升温至500℃，保温

2-5h。

[0028] 步骤(2)中，莫来石纤维的长径比为30-40：1；加入水混匀后的混合液的比重控制

在1.8-2.1g/cm3。

[0029] 本发明选用较为成熟的钒钛体系催化剂作为原料之一，活性成分为TiO2-V2O5-

WO3，TiO2的晶体形貌为锐钛型，粒径在30nm左右，V2O5和WO3均匀负载在TiO2表面。TiO2-V2O5-

WO3催化剂的比表面积达到70m2/g以上。

[0030] 本发明选用堇青石作为支撑体骨料、并改变了支撑体高温结合剂的配方，使具有

更好的高温稳定性能和较低的热膨胀系数；充分利用了堇青石多孔的特点，通过将负载有

钒钛催化剂的纳米级二氧化钛二次负载到堇青石支撑体上可以进一步明显地增加其比表

面积，使催化剂的负载量大大降低而又不影响其催化效率，从而保证待处理气体通过膜材

料的阻力不会太高；分离膜层采用莫来石纤维为主要原料，增加了膜层的透气性能和高温

稳定性能；通过分离膜的涂蜡工艺处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分离膜不会被催化剂堵塞，避

免粗糙化工艺中酸对膜层的腐蚀，最大限度的保证陶瓷膜的强度、分离精度和透气性能；通

过酸蚀粗糙化处理可增加支撑体比表面积并提高催化剂与支撑体的结合强度；对催化剂的

处理温度较低，能够充分保证催化剂的活性。

[0031] 本发明制得的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是一种由不同粒径形

貌的颗粒组成的、多孔的、具有非对称膜结构的元件，催化剂在支撑体骨料颗粒表面分布均

匀，催化剂负载量在1-5％；整体外形为烛式、带法兰结构；弯曲强度在15MPa以上，支撑体孔

径在80-120μm之间，孔隙率大于40％，分离膜孔径在10-40μm之间，与支撑体具有较好的结

合强度；具有相对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小的压降阻力，比表面积能够达到1-5m2/g，常温常

压下通过1m/min的表面流速的气体压降在300Pa左右，负载催化剂后压降小于400Pa；耐高

温性能良好，满足370℃以上的脱硝所需要的催化反应温度；常压下通过低流速(如1-2m/

min)下通过含尘量在20g/m3以上，含氮氧化物浓度500ppm的气体，除尘效率和催化脱硝都

非常高，其中除尘后浓度小于5mg/m3，脱硝效率能够达到90％以上。

[0032] 本发明与现有除尘脱硝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1)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元件，使烟气经过滤除尘后直接进行脱硝处理过程，有效地

保留了气体的热值，避免了气体热值的流失；

[0034] (2)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元件，有效地减少了烟气净化设备的占用空间，对节约人

力、减少操作过程和降低烟气净化设备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非常好的市场前景；

[0035] (3)所述的陶瓷膜过滤元件的制备方法简单，科学合理，易于实施，利于工业化生

产。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具有除尘和催化脱硝功能的陶瓷膜过滤元件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是催化剂在支撑体上面的分布示意图；

[0038] 图中：1、法兰；2、膜层；3、支撑体和催化剂；4、定位孔；5、高温结合剂；6、支撑体骨

料；7、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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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其并不限制本发明的实施。

[0040] 实施例1

[0041] (1)将堇青石原料，高温结合剂按照6：1的比例混合均匀，共计100份。然后外加10

份的造孔剂，混合均匀。其中堇青石原料粒径D50为180-220μm；高温结合剂由苏州土5份，锂

辉石1份，硼砂1份，氧化锌1份组成；造孔剂为活性炭，粒径为300目-400目。

[0042] (2)将上述混好原料中外加3份石墨粉作为脱模剂，然后分两次加入4份热固性树

脂并不断搅拌混匀，当原料有一定捏合塑性时停止搅拌混合。

[0043] (3)将混合好的料添加到模具中，在40MPa的压力下等静压成型。成型后脱模，并在

60℃下烘干8小时，使坯体形成一定强度。

[0044] (4)升温烧结：将坯体分层装入梭式窑中升温进行烧结。升温速率为1℃/min，200

℃保温2h，600℃保温4h，1400℃保温处理4h。

[0045] (5)当炉温降低到200℃以下时，打开炉窑降温并通过机械加工的方式对过滤元件

进行外形修理。

[0046] (6)覆膜：将莫来石纤维(长径比为30：1)，苏州土，烧滑石，钾长石和木炭粉分别按

照6份，3份，1份，1份，2份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加入10份的纯净水混匀，使比重控制在1.9g/

cm3。通过高压喷枪在0.3MPa压力下，将料浆均匀喷涂在堇青石支撑体表面，60℃下烘干8h。

[0047] (7)将膜层干燥完全的堇青石涂抹管送入梭式窑二次烧结。烧结曲线为升温速率

为1-1.5℃/min，处理温度为1200℃，处理时间为2h。

[0048] (8)堇青石涂膜管的预处理和催化剂料浆的制备：

[0049] 堇青石涂膜管需要先用液体石蜡进行密封，使表面的膜层被石蜡完全密封，待石

蜡硬化后进行催化剂的负载。在纯乙酸中浸泡1h，取出纯净水洗净后烘干，完成粗糙化处

理。

[0050] 将负载有活性组份的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与纯净水及硅溶胶混合，制成催化剂

含量为15％混合液，催化剂和硅溶胶比例为1：1，并按照质量分数2‰的比例加入聚丙烯酰

胺。与 聚氨酯球以1：1的比例加入球磨罐，进行分散，分散时间为8小时，过程中加入

氨水调节pH值至10。

[0051] (9)脱硝催化剂的负载：将石蜡处理过的涂膜管完全浸渍在催化剂悬浮液中，进行

催化剂的负载。在超声波超声下，对其进行抽真空，在负压为0.095MPa下保持30min，使催化

剂较好的负载在多孔材料中。取出后在120℃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3h。

[0052] (10)催化剂的中温热处理：将负载好催化剂的堇青石涂膜管进行中温热处理。中

温热处理过程采用分级升温保温的方法进行，首先以1℃/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200℃，然

后保温1h。继续升温至500℃，保温2h，使催化剂和堇青石之间的结合形成强度。

[0053] 制备的负载有催化剂的陶瓷膜过滤元件，满足370℃以上的脱硝所需要的催化反

应温度。催化剂负载量在3％，比表面积为2.1m2/g。在1m/min的过滤风速下压降为320Pa，可

以将含尘气体中的粉尘过滤到5mg/m3以下；在1m/min低流速下，可将500ppm的氮氧化物的

气体脱硝效率可以达到91％。

[0054]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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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1)将堇青石原料，高温结合剂按照8：1的比例混合均匀，共计100份。然后外加11

份的造孔剂，混合均匀。其中堇青石原料粒径D50为180-220μm；高温结合剂由苏州土4份，锂

辉石2份，硼砂1份，氧化锌1份组成；造孔剂为核桃粉，粒径为300目-400目。

[0056] (2)将上述混好原料中外加1份石墨粉作为脱模剂，然后分两次加入3份聚乙烯醇

并不断搅拌，当原料有一定捏合塑性时停止搅拌混合。

[0057] (3)将混合好的料添加到模具中，在70MPa的压力下等静压成型。成型后脱模，并在

80℃下烘干12小时，使坯体形成一定强度。

[0058] (4)升温烧结：将坯体分层装入梭式窑中升温进行烧结。升温速率为1℃/min，200

℃保温3h，600℃保温3h，1350℃保温处理3h。

[0059] (5)当炉温降低到200℃以下时，打开炉窑降温并通过机械加工的方式对过滤元件

进行外形修理。

[0060] (6)覆膜：将莫来石纤维(长径比为40：1)，苏州土，烧滑石，钾长石和木炭粉分别按

照5份，4份，2份，2份，3份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加入8份的纯净水混匀，使比重控制在1.8g/

cm3。通过高压喷枪在0.3MPa压力下，将料浆均匀喷涂在堇青石支撑体表面。

[0061] (7)将膜层干燥完全的堇青石涂抹管送入梭式窑二次烧结。烧结曲线为升温速率

为1-1.5℃/min，处理温度为1150℃，处理时间为2h。

[0062] (8)堇青石涂膜管的预处理和催化剂料浆的制备：

[0063] 堇青石涂膜管需要先用液体石蜡进行密封，使表面的膜层被石蜡完全密封，待石

蜡干燥后进行催化剂的负载。在20％硝酸中浸泡1.5h，取出纯净水洗净后进行干燥。

[0064] 将负载有活性组份的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与纯净水及硅溶胶混合，制成催化剂

含量为20％混合液，催化剂和硅溶胶比例为1：1，并按照质量分数3‰的比例加入聚丙烯酰

胺。与 聚氨酯球以1：1的比例加入球磨罐，进行分散，分散时间为6小时，过程中添加

氨水调节pH至10。

[0065] (9)脱硝催化剂的负载：将石蜡处理过的涂膜管完全浸渍在催化剂悬浮液中，进行

催化剂的负载。在超声波超声下，对其进行抽真空，在负压为0.095MPa下保持30min，使催化

剂较好的负载在多孔材料中。取出后在120℃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5h。

[0066] (10)催化剂的中温热处理：将负载好催化剂的堇青石涂膜管进行中温热处理。热

处理过程采用分级升温保温的方法进行，首先以1℃/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200℃，然后保

温2h。继续升温至500℃，保温4h，使催化剂和堇青石之间的结合形成强度。

[0067] 制备的负载有催化剂的陶瓷膜过滤元件，满足370℃以上的脱硝所需要的催化反

应温度。催化剂负载量在3％，比表面积在5m2/g。在1m/min的过滤风速下压降为310Pa，可以

将含尘气体中的粉尘过滤到5mg/m3以下；在1m/min低流速下，可将500ppm的氮氧化物的气

体脱硝效率可以达到94％。

[0068] 实施例3

[0069] (1)将堇青石原料，高温结合剂按照5：1的比例混合均匀，共计100份。然后外加12

份的造孔剂，混合均匀。其中堇青石原料粒径D50为180-220μm；高温结合剂由苏州土3份，锂

辉石1.5份，硼砂0.5份，氧化锌2份组成；造孔剂为活性炭，粒径为300目-400目。

[0070] (2)将上述混好原料中外加2份石墨粉作为脱模剂，然后分两次加入2份热固性树

脂并不断搅拌，当原料有一定捏合塑性时停止搅拌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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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3)将混合好的料添加到模具中，在100MPa的压力下等静压成型。成型后脱模，并

在70℃下烘干10小时，使坯体形成一定强度。

[0072] (4)升温烧结：将坯体分层装入梭式窑中升温进行烧结。升温速率为1℃/min，200

℃保温3h，600℃保温2h，1350℃保温处理2h。

[0073] (5)当炉温降低到200℃以下时，打开炉窑降温并通过机械加工的方式对过滤元件

进行外形修理。

[0074] (6)覆膜：将莫来石纤维(长径比为35：1)，苏州土，烧滑石，钾长石和木炭粉分别按

照8份，3份，2份，2份，2.5份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加入12份的纯净水混匀，使比重控制在

2.1g/cm3。通过高压喷枪在0.3MPa压力下，将料浆均匀喷涂在堇青石支撑体表面。

[0075] (7)将膜层干燥完全的堇青石涂抹管送入梭式窑二次烧结。烧结曲线为升温速率

为1-1.5℃/min，处理温度为1100℃，处理时间为2h。

[0076] (8)堇青石涂膜管的预处理和催化剂料浆的制备：

[0077] 堇青石涂膜管需要先用液体石蜡进行密封，使表面的膜层被石蜡完全密封，待石

蜡干燥后进行催化剂的负载。在20％硝酸中浸泡1.5h，取出纯净水洗净后进行干燥。

[0078] 将负载有活性组份的纳米二氧化钛催化剂，与纯净水及硅溶胶混合，制成催化剂

含量为20％混合液，催化剂和硅溶胶比例为1：1，并按照质量分数4‰的比例加入聚丙烯酰

胺。与 聚氨酯球以1：1的比例加入球磨罐，进行分散，分散时间为8小时，过程中加入

氨水使pH值调至10。

[0079] (9)脱硝催化剂的负载：将石蜡处理过的涂膜管完全浸渍在催化剂悬浮液中，进行

催化剂的负载。在超声波超声下，对其进行抽真空，在负压为0.095MPa下保持30min，使催化

剂较好的负载在多孔材料中。取出后在120℃进行干燥，干燥时间为3h。

[0080] (10)催化剂的中温热处理：将负载好催化剂的堇青石涂膜管进行中温热处理。热

处理过程采用分级升温保温的方法进行，首先以1℃/min的升温速度升温至200℃，然后保

温1h。继续升温至500℃，保温2h，使催化剂和堇青石之间的结合形成强度。

[0081] 制备的负载有催化剂的陶瓷膜过滤元件，满足370℃以上的脱硝所需要的催化反

应温度。催化剂负载量在5％，比表面积在3.5m2/g。在1m/min的过滤风速下压降为305Pa，可

以将含尘气体中的粉尘过滤到5mg/m3以下；在1m/min低流速下，可将500ppm的氮氧化物的

气体脱硝效率可以达到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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