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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环境催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

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废

CRT荧光粉经初步处理后进行高温碱熔，得到碱

熔产物；采用氨水浸出碱熔产物，固液分离去除

主要杂质锌；以稀盐酸浸提后，采用两步沉淀法

富集回收稀土，并用稀盐酸二次浸提，得到稀土

浸出液；利用光化学法联合化学沉淀法得到草酸

钇；最后采用共沉淀法制备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

剂。本发明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

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方法，可高效

分离提取并充分利用废CRT荧光粉中的稀土元

素，钇的掺杂明显提高催化剂的低温脱硝性能，

降低催化剂生产成本，真正实现以废治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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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工艺过程和步骤：

(1)用套筛法去除大块的玻璃杂质后，将得到的CRT荧光粉废料进行充分球磨；

(2)将步骤(1)所得CRT荧光粉废料与碱金属化合物充分混合，放入高温箱式炉中进行

碱熔反应，待碱熔反应结束后，空冷，取出废料；所述碱金属化合物为过氧化钠和碳酸钠，二

者质量比为(3-4):1；

(3)将步骤(2)所得碱熔废料连同坩锅一并放入烧杯中，加入氨水浸没，进行除杂反应，

反应结束后进行固液分离；

(4)对步骤(3)固液分离后的沉淀以稀盐酸浸提，在浸提液中加入氨水和过氧化氢，调

整pH值进行一次沉淀，沉淀后进行固液分离；将一次沉淀所得固体加稀盐酸浸提得到含稀

土混合富集液，而后加入草酸，调整pH值进行二次沉淀，煮沸后室温放置得到稀土草酸盐富

集物；一次沉淀过程控制氨水：过氧化氢体积比为(9-10)：1，控制氨水浓度为6-7mol/L，调

整pH值为9-10；所述二次沉淀过程加入的草酸浓度为1.0-1.2mol/L，调整pH值为1.8-2；

(5)以稀盐酸浸提步骤(4)所得稀土草酸盐富集物，得到稀土浸出液，控制浸出液中Eu3+

离子浓度，并依次加入异丙醇、硫酸铵和过氧化氢进行充分混合，用氮气持续鼓泡去除氧

气，反应过程中以汞灯进行光照射，反应结束后取出样品进行离心分离，得到硫酸钇滤液；

控制浸出液中Eu3+浓度为0.08-0.12mol/L，硫酸铵浓度为0.8-1.2mol/L，异丙醇浓度为1.8-

2.2mol/L，过氧化氢浓度为0.04-0.07mol/L；

(6)将步骤(5)所得硫酸钇滤液，加入过量碳酸氢铵至不再产生沉淀，获得碳酸钇；

(7)将步骤(6)所得碳酸钇用硝酸溶解配成硝酸钇溶液，将同浓度的硝酸铁、硝酸铈和

硝酸钇溶液按比例充分混合，采用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称取氨水制得沉淀剂溶液，将其滴

加到硝酸盐混合溶液中，调整pH值，至最终沉淀完成再继续搅拌10分钟以上后直接离心机

固液分离，并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性，真空干燥后进行煅烧得到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所述硝酸铁、硝酸铈和硝酸钇溶液的比例为n(Fe):n(Ce):n(Y)＝9:(0.6-0.7):(0.4-

0 .3)，沉淀过程pH值控制为8-8 .5，沉淀温度为70-80℃，沉淀时间为12-14h，煅烧温度为

500-550℃，煅烧时间4.5-5h。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

物催化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用套筛法获得的CRT荧光粉废料粒度>200目，球磨过

程所用的设备为翻转震荡式球磨机，球磨时间12-14h。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

物催化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煮沸后室温放置时间为10-12h。

4.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

物催化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汞灯选择120W，照射时间8-10h。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

物催化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所述沉淀剂溶液中氨水浓度为5.4-5.5mol/L，真空

干燥温度为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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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

物催化剂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催化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

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氮氧化物(NOX)除了作为一次污染物直接损害人体健康，还会产生多种二次污染

(如酸雨、光化学烟雾)。NOX控制技术和对策已被列入区域大气污染物控制重点解决的环境

科技问题。我国目前NOX的排放主要来自汽车、锅炉燃烧、工业生产等多方面，不同的燃料对

NOX排放量的贡献不同，据统计在各种燃料中，燃煤是NOX产生的最大来源，占总排放量的

60％以上。

[0003] 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脱销技术是目前相对成

熟的烟气脱硝技术，属于炉后脱硝方法。而催化剂是脱硝技术的最大核心，当前燃煤火电厂

广泛采用的是以V2O5-WO3/TiO2为催化剂的SCR脱硝技术，该技术脱硝效率高、抗中毒性强、

能够满足环保要求，但是生产成本高，活性温度高(300-430℃)，对于燃煤火电厂低工况条

件下300℃以下的烟气处理能力受限，且V2O5有毒易造成二次污染。而铁基SCR催化剂具有开

发廉价、无毒、低污染等优点，但其同样存在低温脱硝活性偏低的问题，限制了其大规模工

业应用。稀土元素本身具有一定的催化性能，已有的研究中发现稀土铈、镧、钇的加入可以

提高催化剂的性能，但稀土的加入同样会提高催化剂的成本。考虑到近年来CRT显示器逐渐

被新兴的液晶显示器所取代，致使大量的CRT显示器进入了报废阶段，而一台CRT中约含有

15g荧光粉，其中稀土元素钇含量占CRT荧光粉质量的16％以上，如果将CRT显示器荧光粉中

的稀土元素钇提取出来用于铁基复合SCR催化剂的制备，一方面可以提高催化剂的低温性

能，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实现以废制废。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以上技术的弱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

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方法。本发明可高效分离提取并充分利用废CRT荧光

粉中的稀土元素，钇的掺杂明显提高催化剂的低温脱硝性能，实现低成本以废治废。

[0005] 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选择性回收CRT荧光粉中钇用于掺杂制备三元复合氧化物催

化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有以下的过程和步骤：

[0006] (1)用套筛法去除大块的玻璃杂质得到粒度>200目的CRT荧光粉废料，将废料放入

翻转式球磨机，控制球磨时间12-14h；

[0007] (2)将步骤(1)所得CRT荧光粉废料与碱金属化合物充分混合，放入高温箱式炉中

进行碱熔反应，待碱熔反应结束后，空冷，取出废料，所述CRT荧光粉废料：碱金属化合物质

量比为1:(4-5)，所述碱金属化合物为过氧化钠和碳酸钠，二者质量比为(3-4):1，所述碱熔

温度为500-550℃，碱熔时间为10-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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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3)将步骤(2)所得碱熔废料连同坩锅一并放入烧杯中，加入氨水浸没，进行除杂

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固液分离；

[0009] (4)对步骤(3)固液分离后的沉淀以稀盐酸浸提，在浸提液中加入氨水和过氧化

氢，控制体积比为(9-10)：1，氨水浓度为6-7mol/L，调整pH值为9-10，进行一次沉淀，沉淀后

进行固液分离；将一次沉淀所得固体加稀盐酸溶解得到稀土富集溶液，所述稀盐酸浓度为

3-4mol/L；而后加入草酸，控制草酸浓度为1.0-1.2mol/L，调整pH值为1.8-2，煮沸后室温放

置10-12h，得到稀土草酸盐富集物；

[0010] (5)以稀盐酸浸提步骤(4)所得稀土草酸盐富集物，得到稀土浸出液；控制浸出液

中Eu3+浓度为0.08-0.12mol/L，并依次加入异丙醇、硫酸铵和过氧化氢进行充分混合，用氮

气持续鼓泡除去氧气，反应过程中以汞灯进行光照射，反应结束后取出样品进行离心分离，

得到硫酸钇滤液。所述异丙醇浓度为

[0011] 1.8-2.2mol/L，硫酸铵浓度为0.8-1.2mol/L，过氧化氢浓度为0.04-0.07mol/L。所

述汞灯选择120W(254nm)，照射时间8-10h。

[0012] (6)将步骤(5)所得硫酸钇滤液，加入过量碳酸氢铵至不再产生沉淀，获得碳酸钇。

[0013] (7)将步骤(6)所得碳酸钇用硝酸充分溶解配成硝酸钇溶液，将同浓度的硝酸铁、

硝酸铈和硝酸钇溶液按n(Fe):n(Ce):n(Y)＝9:(0.6-0.7):(0.4-0.3))比例充分混合，采用

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称取氨水制得浓度为5.4-5.5mol/L的沉淀剂溶液，将其滴加到硝酸

盐混合溶液中，至最终反应pH＝8-8.5，沉淀温度为70-80℃，沉淀时间为12-14h，沉淀完成

后再继续搅拌10-15min，直接离心机固液分离，并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性，在100-110℃下

干燥，500-550℃煅烧4.5-5h，最后制得三元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现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叙述于下，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15] 【实施例1】

[0016] 本实施例的过程和步骤如下：

[0017] (1)用套筛法去除大块的玻璃杂质得到粒度>200目的CRT荧光粉废料，将废料放入

翻转式球磨机，控制球磨时间12h；

[0018] (2)将步骤(1)所得CRT荧光粉废料与碱金属化合物充分混合，放入高温箱式炉中

进行碱熔反应，待碱熔反应结束后，空冷，取出废料，所述CRT荧光粉废料：碱金属化合物质

量比为1:4，所述碱金属化合物为过氧化钠和碳酸钠，二者质量比为3:1，所述碱熔温度为

500℃，碱熔时间为10min。

[0019] (3)将步骤(2)所得碱熔废料连同坩锅一并放入烧杯中，加入氨水浸没，进行除杂

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固液分离；

[0020] (4)对步骤(3)固液分离后的沉淀以稀盐酸浸提，在浸提液中加入氨水和过氧化

氢，控制体积比为9：1，氨水浓度为6mol/L，调整pH值为10，进行一次沉淀，沉淀后进行固液

分离；将一次沉淀所得固体加稀盐酸溶解得到稀土富集溶液，所述稀盐酸浓度为3mol/L；而

后加入草酸，控制草酸浓度为1.0mol/L，调整pH值为1.8，煮沸后室温放置10h，得到稀土草

酸盐富集物；

[0021] (5)以稀盐酸浸提步骤(4)所得稀土草酸盐富集物，得到稀土浸出液；控制浸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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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u3+浓度为0.08mol/L，并依次加入异丙醇、硫酸铵和过氧化氢进行充分混合，用氮气持续

鼓泡除去氧气，反应过程中以汞灯进行光照射，反应结束后取出样品进行离心分离，得到硫

酸钇滤液。所述异丙醇浓度为1.8mol/L，硫酸铵浓度为0.8mol/L，过氧化氢浓度为0.04mol/

L。所述汞灯选择120W(254nm)，照射时间8h。

[0022] (6)将步骤(5)所得硫酸钇滤液，加入过量碳酸氢铵至不再产生沉淀，获得碳酸钇。

[0023] (7)将步骤(6)所得碳酸钇用硝酸充分溶解配成硝酸钇溶液，将同浓度的硝酸铁、

硝酸铈和硝酸钇溶液按(n(Fe):n(Ce):n(Y)＝9:0.6:0.4)比例充分混合，采用磁力搅拌器

搅拌均匀。称取氨水制得浓度为5.4mol/L的沉淀剂溶液，将其滴加到硝酸盐混合溶液中，至

最终反应pH＝8，沉淀温度为70℃，沉淀时间为12h，沉淀完成后再继续搅拌10min，直接离心

机固液分离，并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性，在100℃下干燥，500℃煅烧4.5h，最后制得三元复

合氧化物催化剂。

[0024] 本实施例氮氧化物在100℃转化率为40％，150℃为72％，250℃为95％，与不添加

稀土元素的铁基催化剂相比，氮氧化物在100℃、150℃和250℃下的转化率分别提高了

33％、62％和50％。

[0025] 【实施例2】

[0026] 本实施例的过程和步骤如下：

[0027] (1)用套筛法去除大块的玻璃杂质得到粒度>200目的CRT荧光粉废料，将废料放入

翻转式球磨机，控制球磨时间13h；

[0028] (2)将步骤(1)所得CRT荧光粉废料与碱金属化合物充分混合，放入高温箱式炉中

进行碱熔反应，待碱熔反应结束后，空冷，取出废料，所述CRT荧光粉废料：碱金属化合物质

量比为1:4，所述碱金属化合物为过氧化钠和碳酸钠，二者质量比为4:1，所述碱熔温度为

520℃，碱熔时间为12min。

[0029] (3)将步骤(2)所得碱熔废料连同坩锅一并放入烧杯中，加入氨水浸没，进行除杂

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固液分离；

[0030] (4)对步骤(3)固液分离后的沉淀以稀盐酸浸提，在浸提液中加入氨水和过氧化

氢，控制体积比为9：1，氨水浓度为7mol/L，调整pH值为9，进行一次沉淀，沉淀后进行固液分

离；将一次沉淀所得固体加稀盐酸溶解得到稀土富集溶液，所述稀盐酸浓度为3.5mol/L；而

后加入草酸，控制草酸浓度为1.1mol/L，调整pH值为1.9，煮沸后室温放置11h，得到稀土草

酸盐富集物；

[0031] (5)以稀盐酸浸提步骤(4)所得稀土草酸盐富集物，得到稀土浸出液；控制浸出液

中Eu3+浓度为0.11mol/L，并依次加入异丙醇、硫酸铵和过氧化氢进行充分混合，用氮气持续

鼓泡除去氧气，反应过程中以汞灯进行光照射，反应结束后取出样品进行离心分离，得到硫

酸钇滤液。所述异丙醇浓度为2.0mol/L，硫酸铵浓度为1.1mol/L，过氧化氢浓度为0.05mol/

L。所述汞灯选择120W(254nm)，照射时间9h。

[0032] (6)将步骤(5)所得硫酸钇滤液，加入过量碳酸氢铵至不再产生沉淀，获得碳酸钇。

[0033] (7)将步骤(6)所得碳酸钇用硝酸充分溶解配成硝酸钇溶液，将同浓度的硝酸铁、

硝酸铈和硝酸钇溶液按(n(Fe):n(Ce):n(Y)＝9:0.7:0.3)比例充分混合，采用磁力搅拌器

搅拌均匀。称取氨水制得浓度为5.4mol/L的沉淀剂溶液，将其滴加到硝酸盐混合溶液中，至

最终反应pH＝8，沉淀温度为75℃，沉淀时间为13h，沉淀完成后再继续搅拌12min，直接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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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固液分离，并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性，在105℃下干燥，530℃煅烧4.8h，最后制得三元复

合氧化物催化剂。

[0034] 本实施例氮氧化物在100℃转化率为42％，150℃为73％，250℃为96％，与不添加

稀土元素的铁基催化剂相比，氮氧化物在100℃、150℃和250℃下的转化率分别提高了

35％、63％和51％。

[0035] 【实施例3】

[0036] 本实施例的过程和步骤如下：

[0037] (1)用套筛法去除大块的玻璃杂质得到粒度>200目的CRT荧光粉废料，将废料放入

翻转式球磨机，控制球磨时间14h；

[0038] (2)将步骤(1)所得CRT荧光粉废料与碱金属化合物充分混合，放入高温箱式炉中

进行碱熔反应，待碱熔反应结束后，空冷，取出废料，所述CRT荧光粉废料：碱金属化合物质

量比为1:5，所述碱金属化合物为过氧化钠和碳酸钠，二者质量比为4:1，所述碱熔温度为

550℃，碱熔时间为15min。

[0039] (3)将步骤(2)所得碱熔废料连同坩锅一并放入烧杯中，加入氨水浸没，进行除杂

反应，反应结束后进行固液分离；

[0040] (4)对步骤(3)固液分离后的沉淀以稀盐酸浸提，在浸提液中加入氨水和过氧化

氢，控制体积比为10：1，氨水浓度为6mol/L，调整pH值为10，进行一次沉淀，沉淀后进行固液

分离；将一次沉淀所得固体加稀盐酸溶解得到稀土富集溶液，所述稀盐酸浓度为4mol/L；而

后加入草酸，控制草酸浓度为1.2mol/L，调整pH值为2，煮沸后室温放置12h，得到稀土草酸

盐富集物；

[0041] (5)以稀盐酸浸提步骤(4)所得稀土草酸盐富集物，得到稀土浸出液；控制浸出液

中Eu3+浓度为0.12mol/L，并依次加入异丙醇、硫酸铵和过氧化氢进行充分混合，用氮气持续

鼓泡除去氧气，反应过程中以汞灯进行光照射，反应结束后取出样品进行离心分离，得到硫

酸钇滤液。所述异丙醇浓度为2.2mol/L，硫酸铵浓度为1.2mol/L，过氧化氢浓度为0.07mol/

L。所述汞灯选择120W(254nm)，照射时间10h。

[0042] (6)将步骤(5)所得硫酸钇滤液，加入过量碳酸氢铵至不再产生沉淀，获得碳酸钇。

[0043] (7)将步骤(6)所得碳酸钇用硝酸充分溶解配成硝酸钇溶液，将同浓度的硝酸铁、

硝酸铈和硝酸钇溶液按(n(Fe):n(Ce):n(Y)＝9:0.6:0.4)比例充分混合，采用磁力搅拌器

搅拌均匀。称取氨水制得浓度为5.5mol/L的沉淀剂溶液，将其滴加到硝酸盐混合溶液中，至

最终反应pH＝8.5，沉淀温度为80℃，沉淀时间为14h，沉淀完成后再继续搅拌15min，直接离

心机固液分离，并用去离子水洗涤至中性，在110℃下干燥，550℃煅烧4.5h，最后制得三元

复合氧化物催化剂。

[0044] 本实施例氮氧化物在100℃转化率为38％，150℃为70％，250℃为93.5％，与不添

加稀土元素的铁基催化剂相比，氮氧化物在100℃、150℃和250℃下的转化率分别提高了

31％、60％和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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