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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脱硝催化剂的制

备方法及应用。利用浸渍法制备的传统的催化剂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催化剂的活性组分、助

剂和载体。并且受载体比表面积和孔体积等载体

物理性质的影响，活性组分在载体表面的负载并

不均匀，极易造成团聚，从而影响催化剂的性能。

本发明所述的催化剂利用离子交换技术，将活性

组分的前驱体（一般为硝酸盐）与煅烧后的H-β

分子筛混合，在80oC水浴、空气中搅拌4 h ,然后

经过多次水洗，过滤，烘干和煅烧，最后制成催化

剂。本发明提供的催化剂具有活性和选择性高，

活性组分负载高，制备简单，低温活性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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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1)将H-β分子筛进行热处理；(2)取

一定量的硝酸锰、硝酸铁和硝酸铜分别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0.3  mol/L的溶

液；(3)将热处理后的分子筛分别与硝酸锰、硝酸铁和硝酸铜的水溶液进行混合，置于80oC 

的水浴锅中空气氛围下搅拌4  h；(4)将得到的样品水溶液转移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至除

去溶液中的硝酸根离子；(5)将样品转移至烘箱中,100oC烘干2  h ,再将烘干后的样品在

550oC  煅烧6  h,最后得到所需催化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H-β分子筛的热处理温度在

300oC-600oC。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H-β分子筛的热处理时间为3-6 

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取一定量的硝酸锰、硝酸铁和

硝酸铜分别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0.3  mol/L的溶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配置成的样品水溶液与H-β

分子筛混合，置于80oC 的水浴锅中空气氛围下搅拌。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催化剂离子交换的时间为4-6 

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样品要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

至除去溶液中的硝酸根离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抽滤后的样品在烘箱内中100oC

烘干2  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催化剂的煅烧温度为600oC,煅

烧时间为6  h。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液相液相离子交换，H-β

分子筛上70%-90%的氢被交换成金属锰，铁或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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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低温脱硝催化剂的制备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多相催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低温脱硝催化剂的制备和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的煤炭消费中，80%的煤炭被用做动力用煤，直接用于燃烧产生热能和动

力，但煤炭是一种低品位的化石燃料，其燃烧烟气中存在大量的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二氧

化碳等污染物，并且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正在逐年增加。若不加以控制，由氮氧化物导致的酸

雨、光化学烟雾和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必然会增加。因此，控制氮氧化物的排放，尤其控制

燃煤火电厂氮氧化物的排放迫在眉睫。

[0003] 目前，以NH3为还原剂的选择性催化剂还原法是应用最广泛和效率最高的燃煤电

厂NOX脱除的办法。其中最关键的技术是催化剂，而传统的催化剂由于表现出最佳催化性能

的温度较高，所以还经常需要对尾气加热，耗费能源资源，并且容易被飞灰等侵蚀，造成催

化剂的失活，降低其使用的寿命。

[0004] 现在工业上，常使用二氧化钛做载体，五氧化二钒为活性组分并添加其他助剂。这

种催化剂虽然催化效率高，但是制造成本高且在恶劣环境下极易失活，必须定期更换。另外

SO2会在这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氧化成SO3，而SO3又会与NH3反应生成硫酸铵和硫酸氢氨，这些

硫酸盐会沉积在催化剂的表面从而导致催化剂失活。而本发明所述的脱硝催化剂能够很好

的解决传统催化剂面临的问题，其特点是采用离子交换技术，提高了活性组分的负载，同时

降低了催化剂的使用温度区间，减少了催化剂的高温烧结及中毒现象。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低温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利用该方法制备的催化剂具

有良好的金属负载率，水热稳定性和抗烧结抗SO2的能力。本发明所述的二氧化碳甲烷化催

化剂通过以下步骤制得：(1)将H-β分子筛进行热处理；(2)取一定量的硝酸锰、硝酸铁和硝

酸铜分别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0.3  mol/L的溶液；(3)将热处理后的分子筛分

别与硝酸锰、硝酸铁和硝酸铜的水溶液进行混合，置于80oC  的水浴锅中空气氛围下搅拌4 

h；(4)将得到的样品水溶液转移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至除去溶液中的硝酸根离子；(5)将

样品转移至烘箱中,100oC烘干2  h,再将烘干后的样品在550oC  煅烧6  h,最后得到所需催化

剂。

[0006] 在本发明的公开的低温脱硝催化剂的制备方法中。

[0007] 所述H-β分子筛的热处理温度在300oC-600oC。

[0008] 所述H-β分子筛的热处理时间为3-6  h。

[0009] 取一定量的硝酸锰、硝酸铁和硝酸铜分别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0 .3 

mol/L的溶液。

[0010] 将配置成的样品水溶液与H-β分子筛混合，置于80oC  的水浴锅中空气氛围下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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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

[0011] 所述催化剂离子交换的时间为4-6  h。

[0012] 所述催化剂的样品要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至除去溶液中的硝酸根离子。

[0013] 所述催化剂抽滤后的样品在烘箱内中100oC烘干2  h。

[0014] 所述催化剂的煅烧温度为600oC,煅烧时间为6  h。

[0015] 本发明的催化剂用于低温脱硝的的实验条件为：称取0.5  g 改性后的催化剂置于

固定床反应器中，按比例通入N2、O2、NO，最后再通入NH3，气体流量采用流量计控制，气体在

经过混合器后进入固定床反应器，对固定床开在设定温度范围内反应，反应压力为常压，产

物经冷阱冷却后通入烟气分析仪进行在线检测。

[0016] 本发明所述的催化剂低温脱硝反应中的氮氧化物脱除率采用一下公式计算得到。

氮氧化物脱除率如图1所述，

本文公开的低温脱硝催化剂采用离子交换技术，提高了活性组分的负载，同时降低了

催化剂的使用温度，具有较好的水热稳定性和抗烧结抗SO2的能力，减少了催化剂的烧结；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氮氧化物脱除率的计算公式。

[0018] 图2是Mn-β分子筛催化剂的性能评价结果。

[0019] 图3是Fe-β分子筛催化剂的性能评价结果。

[0020] 图4是Cu-β分子筛催化剂的性能评价结果。

[0021] 具体实施案例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2] 实施例1：

(1)将H-β分子筛进行热处理；(2)取一定量的硝酸锰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

0.3  mol/L的溶液；(3)将热处理后的分子筛与硝酸锰的水溶液进行混合，置于80oC 的水浴

锅中空气氛围下搅拌4  h；(4)将得到的样品水溶液转移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至除去溶液

中的硝酸根离子；(5)将样品转移至烘箱中,100oC烘干2  h,再将烘干后的样品在550oC  煅烧

6  h,最后得到所需催化剂。(6)  称取0.5  g  改性后的催化剂置于固定床反应器中，按比例

通入N2、O2、NO，最后再通入NH3，气体流量采用流量计控制，气体在经过混合器后进入固定床

反应器，对固定床开在设定温度范围内反应，反应压力为常压，产物经冷阱冷却后通入烟气

分析仪进行在线检测。氮氧化物的脱出率如图2所示。

[0023] 实施例2：

(1)将H-β分子筛进行热处理；(2)取一定量的硝酸铁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

0.3  mol/L的溶液；(3)将热处理后的分子筛与硝酸铁的水溶液进行混合，置于80oC 的水浴

锅中空气氛围下搅拌4  h；(4)将得到的样品水溶液转移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至除去溶液

中的硝酸根离子；(5)将样品转移至烘箱中,100oC烘干2  h,再将烘干后的样品在550oC  煅烧

6  h,最后得到所需催化剂。(6)  称取0.5  g  改性后的催化剂置于固定床反应器中，按比例

通入N2、O2、NO，最后再通入NH3，气体流量采用流量计控制，气体在经过混合器后进入固定床

反应器，对固定床开在设定温度范围内反应，反应压力为常压，产物经冷阱冷却后通入烟气

分析仪进行在线检测。氮氧化物的脱出率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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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实施例3：

(1)将H-β分子筛进行热处理；(2)取一定量的硝酸铜分别溶于去离子水，配置成0.1 

mol/L-0.3  mol/L的溶液；(3)将热处理后的分子筛硝酸铜的水溶液进行混合，置于80oC 的

水浴锅中空气氛围下搅拌4  h；(4)将得到的样品水溶液转移进行多次水洗抽滤，直至除去

溶液中的硝酸根离子；(5)将样品转移至烘箱中,100oC烘干2  h,再将烘干后的样品在550oC 

煅烧6  h,最后得到所需催化剂。(6)  称取0.5  g  改性后的催化剂置于固定床反应器中，按

比例通入N2、O2、NO，最后再通入NH3，气体流量采用流量计控制，气体在经过混合器后进入固

定床反应器，对固定床开在设定温度范围内反应，反应压力为常压，产物经冷阱冷却后通入

烟气分析仪进行在线检测。氮氧化物的脱出率如图4所示。

[0025] 尽管本发明的实施方法已公布如上，但其不仅仅限于说明书和实施方式中所列的

运用，它完全可以被适用于各种适合本发明的领域，对于熟悉本领域的人员而言，可容易的

实现另外的修改，因此在不背离权利要求及等同范围所限定的的一般概念下，本发明并不

限于特定的细节和这里示出与描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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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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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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