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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性能的低温NH3‑SCR催

化剂及其制法和用途，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将一

定量的醋酸锰和硝酸铁的水溶液混合均匀，然后

加入一定量的CexAl1‑x[0.25≤x≤0.5]复合氧化

物载体继续搅拌得到悬浊液，最后经过油浴蒸

干、干燥、焙烧制得Fe‑Mn/CexAl1‑xO催化剂，可应

用于烟气脱硝。本发明提供的催化剂的优点是：

具有大比面积立方萤石型结构，在NH3‑SCR反应

中低温活性优异、抗水抗硫性能良好，并且能耗

低、污染小；制备工艺简便，所用原料廉价易得，

环境友好；具有潜在的工业应用前景。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10548521 B

2021.07.16

CN
 1
10
54
85
21
 B



1.一种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以

锰的氧化物为活性组分，以铁的氧化物为催化剂的助剂，以铈铝复合氧化物为载体，所述

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为Fe‑Mn/Ce0.33Al0.67，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

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所述Fe‑Mn/Ce0.33Al0.67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铈的硝酸盐和铝的硝酸盐均匀混合于水中，得到混合溶液，其中铈铝的摩尔比为

0.33：0.67，然后在剧烈搅拌下，将浓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其pH  =  9.0，使其沉淀

完全，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4  h，

得到铈铝复合氧化物，简记为Ce0.33Al0.67；

2）以步骤1）得到的Ce0 .33Al0.67为载体，用锰的醋酸盐和铁的硝酸盐混合水溶液为浸渍

液，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浸渍到Ce0.33Al0.67载

体上，搅拌2  h，油浴100℃蒸干水分，在110℃下干燥12  h，空气气氛下500  ℃焙烧4  h，得到

以Ce0.33Al0.67为载体的Fe‑Mn/Ce0.33Al0.67负载型脱硝催化剂。

2.权利要求1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在烟气脱硝中的应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在烟气脱硝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将Fe‑Mn/CexAl1‑x装载在固定床反应器当中，反应温度控制在75~250℃范围；

2）以氨气为还原剂，控制气体总流量在200  mL/min，并控制空速为6000  mL·g‑1h‑1，流

过反应器中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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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的低温NH3‑SCR催化剂及其制法和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性能的低温NH3‑SCR催化剂及其制法

和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其中，氮氧化物的大量排放是导致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NH3选择性催化还原NOx(NH3‑

SCR)是目前应用最普遍、最有效的烟气脱硝技术，其主要采用的钒钨钛催化剂需要在350℃

以上使用，以避免SO2对催化剂的毒化。为此脱硝装置必须放在空气预热器和电除尘之前以

满足操作温度的要求。这样，烟气中的高浓度烟尘就会影响催化剂的脱硝效率、稳定性和寿

命。而若能成功研制低温催化剂则可将SCR装置置于电除尘之后，既可避免烟尘对催化剂的

影响，又可利用烟气余热实现SCR反应。因此研发低温、高活性、抗H2O和SO2毒化的SCR催化剂

是目前国内外烟气脱硝的研究热点。

[0003] 近年来，Mn基催化剂由于其在低温下具有较好的NOx转化率而备受研究者们的关

注。代表性的催化剂类型有负载型催化剂如：MnOx/TiO2、MnOx/Al2O3、  MnOx/AC、MnOx/ZSM‑5

等，非负载型催化剂如无定形的MnOx，以及  CuO‑MnOx和MnOx‑CeO2等复合氧化物催化剂。非

负载型氧化物催化剂由于具有较大的压降和损失，并不适合实际工业应用。而负载型催化

剂具有好的热稳定性、较高机械强度、大比表面积和活性组分高分散性的特点而更能满足

实际应用的需要。众多研究表明，载体的选择对于负载型NH3‑SCR催化剂来说至关重要。在

众多的载体中CeO2由于优良的储释氧性能(OSC)和Ce4+/Ce3+转化过程中伴随着氧空位的产

生而具有独特的优势，已经被用于NH3‑SCR催化剂中。但是，纯CeO2由于比表面积太小和热稳

定性较差而不能满足于实际应用。通常采用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向CeO2晶格中掺入

其它金属离子来改善其性能。Al2O3是较为廉价材料，同时也是酸性氧化物，因此可以调节

CeO2的表面酸性，同时增大CeO2的比表面积和机械强度。因此，铈铝复合氧化物不失为一种

具备工业应用潜力的NH3‑SCR催化剂载体。对于这些锰基催化剂，抗硫性能是其性能考察的

一个关键，关系到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因为即便是安装在脱硫装置之后的尾气中仍然含有

少量SO2，对于低温SCR催化剂容易造成中毒失活。因此，我们在催化剂中添加了部分Fe2O3以

提高催化剂的低温抗硫性能。总的来说，本发明涉及的多组分催化剂由于使用了铈铝复合

载体和双组分活性物种而具有更高的低温活性和较好的抗SO2中毒能力。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性能的

低温NH3‑SCR催化剂，即Fe‑Mn/CexAl1‑xOy(0.25≤x≤0.5)负载型催化剂。本发明的另一目的

在于提供Fe‑Mn/CexAl1‑xOy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还有一目的是提供Fe‑Mn/

CexAl1‑xOy负载型催化剂在烟气脱硝中的应用方法。

[0005] 技术方案：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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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一种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以锰的氧化

物为活性组分，以铁的氧化物为催化剂的助剂，以铈铝复合氧化物为载体，其中，0.25≤x≤

0.5。

[0007]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其中锰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

18％，铁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

[0008]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为

Fe‑Mn/Ce0.33Al067。

[0009] 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将铈的硝酸盐和铝的硝酸盐均匀混合于水中，得到混合溶液，使铈铝的摩尔比

为0.25∶0.75～0.5∶0.5，在搅拌下将浓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其pH＝9.0，使其沉

淀完全，再经过老化、离心、烘干、焙烧，即得铈铝复合氧化物，简记为CexAl1‑x[0 .25≤x≤

0.5]；

[0011] 2)以步骤1)得到的CexAl1‑x为载体，用锰的醋酸盐和铁的硝酸盐混合水溶液为浸

渍液，浸渍到CexAl1‑x载体上，再经过搅拌、油浴蒸干、干燥、焙烧，即得以CexAl1‑x为载体的

Fe‑Mn/CexAl1‑x负载型脱硝催化剂。

[0012]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1)将铈的硝酸盐和铝的硝酸盐均匀混合于水中，得到混合溶液，其中铈铝的摩尔

比为0.25∶0.75～0.5∶0.5，然后在剧烈搅拌下，将浓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其pH＝

9.0，使其沉淀完全，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  ℃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

550℃焙烧4h，得到铈铝复合氧化物，简记为CexAl1‑x[0.25≤x≤0.5]；

[0014] 2)以步骤1)得到的CexAl1‑x为载体，用锰的醋酸盐和铁的硝酸盐混合水溶液为浸

渍液，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浸渍到CexAl1‑x
载体上，搅拌2h，油浴100℃蒸干水分，在110℃下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烧4h，得到以

CexAl1‑x为载体的Fe‑Mn/CexAl1‑x负载型脱硝催化剂。

[0015]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1)将铈的硝酸盐和铝的硝酸盐均匀混合于水中，得到混合溶液，其中铈铝的摩尔

比为0.25∶0.75，然后在剧烈搅拌下，将浓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其pH＝9.0，使其

沉淀完全，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

4h，得到铈铝复合氧化物，简记为  Ce0.25Al0.75；

[0017] 2)以步骤1)得到的Ce0.25Al0.75为载体，用锰的醋酸盐和铁的硝酸盐混合水溶液为

浸渍液，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浸渍到

Ce0.25Al0.75载体上，搅拌2h，油浴100℃蒸干水分，在110  ℃下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

烧4h，得到以Ce0.25Al0.75为载体的  Fe‑Mn/Ce0.25Al0.75负载型脱硝催化剂。

[0018]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9] 1)将铈的硝酸盐和铝的硝酸盐均匀混合于水中，得到混合溶液，其中铈铝的摩尔

比为0.33∶0.67，然后在剧烈搅拌下，将浓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其pH＝9.0，使其

沉淀完全，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

4h，得到铈铝复合氧化物，简记为  Ce0.33Al0.67；

[0020] 2)以步骤1)得到的Ce0.33Al0.67为载体，用锰的醋酸盐和铁的硝酸盐混合水溶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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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渍液，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浸渍到

Ce0.33Al0.67载体上，搅拌2h，油浴100℃蒸干水分，在110  ℃下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

烧4h，得到以Ce0.33Al0.67为载体的Fe‑Mn/Ce0.33Al0.67负载型脱硝催化剂。

[0021]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2] 1)将铈的硝酸盐和铝的硝酸盐均匀混合于水中，得到混合溶液，其中铈铝的摩尔

比为0.5∶0.5，然后在剧烈搅拌下，将浓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其pH＝9.0，使其沉

淀完全，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

4h，得到铈铝复合氧化物，简记为Ce0.5Al0.5；

[0023] 2)以步骤1)得到的Ce0.5Al0.5为载体，用锰的醋酸盐和铁的硝酸盐混合水溶液为浸

渍液，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浸渍到

Ce0.5Al0.5载体上，搅拌2h，油浴100℃蒸干水分，在110℃下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烧

4h，得到以Ce0.5Al0.5为载体的  Fe‑Mn/Ce0.5Al0.5负载型脱硝催化剂。

[0024] 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在烟气脱硝中的应用。

[0025] 优选地，所述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在烟气脱硝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0026] 1)将Fe‑Mn/CexAl1‑x装载在固定床反应器当中，反应温度控制在75～250  ℃范围；

[0027] 2)以氨气为还原剂，控制气体总流量在200mL/min，并控制空速为6000  mL·g‑1h
‑1，流过反应器中的催化剂。

[0028] 有益效果：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优点为：

[0029] (1)本发明提供的NH3‑SCR催化剂制备工艺简便，所用原料廉价易得，环境友好；

[0030] (2)本发明提供的催化剂具有大比面积立方萤石型结构，且催化剂具有优异的

NH3‑SCR低温催化活性；

[0031] (3)本发明提供的催化剂具有优良的抗水和抗硫性能；

[0032] (4)本发明提供的催化剂应用于烟气脱硝，能耗低、污染小、环境友好。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XRD图谱；由图可知，锰的氧化物和铁的氧化

物都均匀地分散在载体CexAl1‑x和CeO2上；

[0034] 图2为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的H2‑TPR图谱；由图可知，随着铈铝含量的变

化，Fe‑Mn/CexAl1‑x表现出不同的氧化还原性能，且当铈铝摩尔比例为  0.33∶0.67时，Fe‑

Mn/Ce0.33Al0.67催化剂具有较高的氧化还原性能；

[0035] 图3为不同铈铝比例的Fe‑Mn/CexAl1‑x催化剂和Fe‑Mn/CeO2催化剂的NO  转化率和

N2选择性对比结果图；其中，(A)为不同铈铝比例的Fe‑Mn/CexAl1‑x催化剂和Fe‑Mn/CeO2催化

剂的NO转化率对比结果，由图可知，当铈铝摩尔比例为0.33∶0.67时，Fe‑Mn/Ce0.33Al0.67催化

剂表现出最优的低温NH3‑SCR活性；  (B)为不同铈铝比例的Fe‑Mn/CexAl1‑x催化剂和Fe‑Mn/

CeO2催化剂的N2选择性对比结果，由图可知，当铈铝摩尔比例为0 .33∶0 .67时，Fe‑Mn/

Ce0.33Al0.67催化剂具有最佳的N2选择性；

[0036] 图4为Fe‑Mn/Ce0 .33Al0 .67和和Fe‑Mn/CeO2催化剂在125℃时的抗硫性能测试结果

图；由图可知，Fe‑Mn/Ce0.33Al0.67在100ppm  SO2存在的情况下，在400min 的测试时间内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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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比Fe‑Mn/CeO2更高的NO转化率，抗硫性能优越。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描述。

[0038] 实施例1：Fe‑Mn/CeO2催化剂的制备

[0039] 将Ce(NO3)3(0.33mol·L‑1)的水溶液和等体积的H2O混合均匀，在剧烈搅拌下，将氨

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溶液的pH＝9.0，使其沉淀完全，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

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  4h，得到CeO2粉末。配制醋酸锰和硝酸

铁的混合水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浸渍于CeO2载体，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

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搅拌2h，油浴100℃蒸干，在110℃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

焙烧4  h，样品标记为Fe‑Mn/CeO2。其XRD和NH3‑SCR性能考察结果见附图1‑4。

[0040] 实施例2：Fe‑Mn/Ce0.25Al0.75催化剂的制备

[0041] 将Ce(NO3)3(0.25mol·L‑1)的水溶液和Al(NO3)3(0.75mol·L‑1)的水溶液等体积混

合均匀，在剧烈搅拌下，将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溶液的  pH＝9.0，使其沉淀完全，

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4h，得到

Ce0 .25Al0 .75复合氧化物。配制醋酸锰和硝酸铁的混合水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浸渍于

Ce0.25Al0.75载体，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搅拌

2h，油浴100℃蒸干，在110℃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烧4h，样品标记为Fe‑Mn/

Ce0.25Al0.75。其XRD和NH3‑SCR性能考察结果见附图1‑3。

[0042] 实施例3：Fe‑Mn/Ce0.33Al0.67催化剂的制备

[0043] 将Ce(NO3)3(0.33mol·L‑1)的水溶液和Al(NO3)3(0.67mol·L‑1)的水溶液等体积混

合均匀，在剧烈搅拌下，将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溶液的pH＝9.0，使其沉淀完全，

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4h，得到

Ce0 .33Al0 .67复合氧化物。配制醋酸锰和硝酸铁的混合水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浸渍于

Ce0.33Al0.67载体，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搅拌

2h，油浴100℃蒸干，在110  ℃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烧4h，样品标记为Fe‑Mn/

Ce0.33Al0.67。其XRD  和NH3‑SCR性能考察结果见附图1‑4。

[0044] 实施例4：Fe‑Mn/Ce0.5Al0.5催化剂的制备

[0045] 将Ce(NO3)3(0.50mol·L‑1)的水溶液和Al(NO3)3(0.50mol·L‑1)的水溶液等体积混

合均匀，在剧烈搅拌下，将氨水逐滴加入混合溶液中，直至溶液的  pH＝9.0，使其沉淀完全，

老化过夜，离心得到固体并在110℃烘干，然后在马弗炉中空气气氛下550℃焙烧4h，得到

Ce0 .5Al0 .5复合氧化物。配制醋酸锰和硝酸铁的混合水溶液，然后将上述溶液浸渍于

Ce0.5Al0.5载体，使Mn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18％，Fe的质量分数占载体质量的4％，搅拌

2h，油浴100℃蒸干，在110℃干燥12h，空气气氛下500℃焙烧4h，样品标记为Fe‑Mn/

Ce0.5Al0.5。其XRD和NH3‑SCR性能考察结果见附图1‑3。

[0046] 实施例5：催化剂的NH3‑SCR性能评价

[0047] 将制备的Fe‑Mn/CeO2和Fe‑Mn/CexAl1‑x负载型催化剂应用于NH3‑SCR反应，具体反

应条件如下：该反应测试在固定床连续流动石英反应器中进行。催化剂粒度为60‑80目，用

量为200mg。反应气体组成为500ppm  NH3，500ppm  NO，5％  O2，100ppm  SO2，余气为Ar，空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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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h‑1，催化反应的温度为75‑250℃。在反应前，催化剂用高纯N2在200℃下吹扫0.5h，活

性数据在反应达到平衡后采集，产物由Thermofisher  IS10  FTIR检测分析，NO转化率和N2
选择性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0048]

[0049]

[0050] 结果如图4所示，Fe‑Mn/Ce0.33Al0.67在100ppm  SO2存在的情况下，在400min 的测试

时间内一直具有比Fe‑Mn/CeO2更高的NO转化率，抗硫性能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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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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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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