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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钙钛矿型锰酸镧的脱硝性能，采用柠檬酸溶胶–凝胶法一步合成一系列Ce改性的钙钛矿型

La–Mn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并利用X射线衍射（XRD）、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扫描电镜（SEM）、N 2 吸脱附
（BET）和程序升温技术（H2–TPR/NH 3–TPD）表征方法对其结构、形貌、组成、表面物理化学性质等进行表征。活
性测试结果表明：Ce改性后的钙钛矿型La–Mn复合氧化物催化剂的脱硝性能均得到了提升，当Ce∶Mn摩尔比为
0.2时，催化剂具有最优异的脱硝活性，在135 ℃时可达到90%的NOx转化率，在135～260 ℃的温度窗口范围内保
持90%以上的NO x 转化率。XRD结果表明：Ce改性后的钙钛矿型La–Mn复合氧化物具有多孔结构并能保持
LaMnO3.15的钙钛矿结构。然而，Ce离子并没有完全进入钙钛矿结构中，部分以氧化物的形式覆盖在催化剂表面，
同时，导致晶格中部分Mn以Mn3O4的形式从钙钛矿结构中溢出，从而保持结构的稳定性和电荷平衡。SEM和BET
结果表明：引入Ce后，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增加，提供更多的活性位点，促进脱硝反应的进行。XPS结果表明：Ce改
性后的催化剂会产生更多的Mn4+以及化学吸附氧，促进了NO的氧化。程序升温技术结果表明：Ce改性后的催化
剂具有更优异的氧化还原性能以及更多的酸性位点，有利于脱硝反应的进行。因此，Ce改性锰酸镧会通过促进
NO的氧化和NH3的吸附来提高脱硝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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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nitration performance of La–Mn perovskite catalyst, a series of Ce modified perovskite La–Mn composite oxide catalysts were synthesized by citric acid sol-gel method. The structure, morphology, composition and surfac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catalys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X-ray diffraction (XR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XPS),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BET) and temperature programmed technology (H2–TPR/NH3–TPD).The results of the activity test showed that the denitration performance of Ce modified perovskite type La–Mn composite oxide catalysts are improved. When the Ce/Mn molar ratio is 0.2, the catalyst has the best denitration activity. The NOx conversion rate could reach 90% at 135 ℃, and maintaining more than 90% NOx conversion in the
temperature window range of 135～ 260℃. XR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ovskite type La-Mn composite oxide modified by Ce has porous
structure and could maintain the perovskite structure of LaMnO3.15. However, Ce ions do not completely enter the perovskite structure, and some
of them cover the catalyst surface in the form of oxides. At the same time, part of Mn ions in the lattice overflow from the perovskite structu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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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 of Mn3O4, thus maintaining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charge balance. SEM and BE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catalyst increases and more active sites are provided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Ce, which promotes the denitration reaction. XPS results showed that
Ce modified catalyst produces more Mn4+ and chemically adsorbed oxygen, which promotes the oxidation of NO. The results of temperature programmed technology showed that the catalyst modified by Ce has better redox performance and more acidic sit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denitration reaction. Therefore, Ce modified La–Mn composite oxide could improve the denitration performance by promoting NO oxidation and NH3
adsorption.
Key words: Ce modification; La–Mn perovskite catalyst; denitration

从固定源和移动源排放的氮氧化物（NOx）不仅

序升温技术对其结构、形貌、组成和表面化学性质进

会造成雾霾、酸雨和光化学烟雾等环境问题，还严重

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Ce改性LaMnO 3 的影响，

[1]

威胁人类的健康 。目前，以NH3为还原剂选择性催
化还原NOx（NH3–SCR）技术是商业化最成熟的脱硝
技术，该技术的核心是催化剂。传统脱硝催化剂V2O5–
WO3/TiO2虽然具有较高的催化活性和抗硫性能，但

为今后新型SCR催化剂的设计提供了新的视角。

1 实验部分
1.1 催化剂的制备

仍存在反应温度高，操作温度窗口较窄，钒有毒等缺

采用柠檬酸溶胶凝胶法一步合成了La1–xCexMnO3

点。针对这些缺点，许多研究者通过引入其他活性组

（x为Ce的掺杂量）催化剂。首先，按照化学计量比称

分、选用新型载体、改进制备条件等方式对催化剂进

取一定量的La（NO3）3·6H2O、Mn（NO3）2（50%水溶液）

行改性，改性后的催化剂有效解决了低温活性差的

和Ce（NO 3 ） 3 ·6H 2 O溶解在100 mL去离子水中，加入

[2–4]

。因此，

一定量的无水柠檬酸搅拌至完全混合并溶解，其中，

开发高效环保的无钒低温脱硝催化剂是非常必要的。

金属盐溶液之和与无水柠檬酸的摩尔比为1∶2；再用

缺点，但仍然无法解决钒自身的毒性问题

在报道的无钒催化剂中，锰基催化剂由于其表

氨水溶液将上述混合溶液的pH值调节到8.0左右，将

面活泼氧或晶格氧以及锰本身特有的多价态性，表

溶液在水浴锅中剧烈搅拌加热至形成凝胶，将所得

现出良好的低温高活性 。镧锰钙钛矿型氧化物是一

凝胶在120 ℃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下干燥24 h，然后将

种具有ABO3特殊结构的锰基催化剂，因具有光、电、

样品在400 ℃下煅烧3 h以分解柠檬酸，在800 ℃下煅

磁以及氧化还原等丰富的物理化学性质而在光伏材

烧3 h。将煅烧后的样品进行研磨，得到Ce改性的催

料、电磁材料和催化材料的制备等方面得到广泛研

化剂。

究。镧锰钙钛矿型氧化物成本低、稳定性强，且在低

1.2 催化剂活性评价

[5]

，用作低温SCR脱硝

在内径为14 mm的石英玻璃固定床反应器上进

催化剂具有巨大潜力。因此，构建具有钙钛矿结构的

行催化剂的NH3–SCR脱硝活性评价，使用管式炉对

锰基复合氧化物SCR催化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其进行加热，反应温度为80～300 ℃，每隔20 ℃记录

然而，单纯的镧锰钙钛矿型氧化物低温SCR活性

一个温度点。催化反应条件为：500 mL/m 3 NO，500

有限，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低温烟气脱硝要求。研究

mL/m3 NH3，5%O2，N2作为平衡气，气体的总流量为

发现，用其他金属离子取代钙钛矿复合氧化物的A位

500 mL/min，空速为30 000 h–1 。各气体流速通过质量

离子可以改变B位离子的价态从而改善其催化性能[8]。

流量计控制，反应前后的NO浓度由武汉四方光电技

近年来，Ce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性能的稀土金属元素

术有限公司的Gasboard–3000烟气分析仪在线检测。

受到关注。有研究结果表明，Ce添加到催化剂中可以

NOx转化率计算公式如下：

温下显示出较好的SCR活性

[6–7]

[9]

增加催化剂低温下的SCR活性 。Chang等

[10]

具有良好SCR活性的CeMoOx催化剂。Chen等

开发了

[11]

制备

出的Mn–Ce催化剂具有良好的SCR活性和抗SO 2 性
能。尹寿来等

[12]

制备的Ce改性后的Fe2O3/AC催化剂

NO x 转化率(%) =

c(NO x )in − c(NO x )out
× 100% （1）
c(NO x )in

式中，c(NOx )in 、c(NOx )out 分别为气体进、出口的浓度。
1.3 催化剂的表征

可以有效提高催化剂表面的吸附氧以及氧化还原能

采用Bruker D8型X射线衍射仪，对催化剂进行X

力从而表现出优异的脱硝活性。因此，考虑到钙钛矿

射线衍射分析（X–ray diffraction patterns）。采用Cu

型催化剂成本低、良好的稳定性和催化性能以及Ce

靶Kα 射线作为衍射源，设定操作电压电流分别为40 kV

对催化剂活性的提高作用，作者拟采用柠檬酸溶胶

和40 mA。

凝胶法一步合成一系列Ce改性的La1–xCexMnO3催化

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使用Thermo Scientific

剂，研究其低温脱硝性能。采用XRD、XPS、SEM和程

EscaLab 250Xi仪器进行检测。使用单色Mg Kα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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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温度区间窗口最宽达到了135～260 ℃。这说明

C1s峰在284.8 eV用于校准结合能。
在TPR分析仪（TP–5076，先权公司，中国）上采

Ce的掺杂对改善LaMnO3的脱硝活性是有利的。

用氢气程序升温还原（H 2 –TPR）方法研究了其还原

图2给出了LaMnO 3 催化剂和La 0.8 Ce 0.2 MnO 3 催

行为。将约50 mg样品放入微型反应器中，在300 ℃下

化剂的N2选择性结果。由图2可以看出，引入Ce改性

以10 ℃/min的升温速率在高纯He（10 mL/min）中预

后，催化剂在整个测试温度区间内N 2 选择性得到明

处理1 h。温度降至50 ℃后，将气体转换为5%的H2/He

显提高。

混合物（10 mL/min）通过含有样品的反应器。当基线

100

稳定时，以10 ℃/min的升温速率将温度从50 ℃增加
在带有热导率检测（TCD）的化学吸附分析仪
（VDSorb–91i）上进行了程序升温脱附实验。采用氨
气程序升温脱附（NH3‒TPD）研究了催化剂的表面酸

N2 选择性/%

到700 ℃。通过TCD在线检测H2的消耗量。

80

60

性 。 将 约 100 mg样 品 在 高 纯 He（ 10 mL/min） 中 以
LaMnO3
La0.8Ce0.2MnO3

10 ℃/min的升温速率在300 ℃下预处理1 h，然后冷
却至50 ℃。随后，将样品暴露于流速为10 mL/min的

40
80

1% NH3/N2混合物中1 h，然后在高纯He（10 mL/min）

160

200

240

280

T/°C

中吹扫以去除弱吸附的NH3。在基线稳定后，以10 ℃/

图2

min的升温速率将样品从50 ℃加热至500 ℃。通过
Fig. 2

TCD在线检测解吸的NH3量。

120

Ce改性前后催化剂的N2选择性

N2 selectivity of LaMnO3 and La0.8Ce0.2MnO3

2.2 催化剂的物相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图3为LaMnO3样品经不同含量Ce改性后的XRD
图谱，对于LaMnO 3 样品，在2θ≈23.0°、32.5°、32.8°、

2.1 催化剂的脱硝活性评价结果
催化剂的NO x 转化率与反应温度的关系曲线如

40.1°、46.9°、52.6°、58.1°、67.9°、68.6°、77.4°、77.8°处
出现衍射特征峰，与标准PDF卡（编号：50‒0298）相

图1所示。

比，所有反射都被索引，确定为LaMnO 3.15 的典型钙

100

钛矿相，没有任何其他相。由图3（a）结果表明，在本
文的制备条件下，成功地制备了具有钙钛矿结构的

NOx 转化率/%

80

La‒Mn复合氧化物。同时，可以观察到Ce改性后的样
60

40

20
80

图1

品仍具有LaMnO3.15的钙钛矿相，但出现一些新的衍

LaMnO3
La0.9Ce0.1MnO3
La0.8Ce0.2MnO3
La0.7Ce0.3MnO3
La0.6Ce0.4MnO3
La0.5Ce0.5MnO3
120

160

200
T/°C

240

射峰。27.8°及54.8°处的衍射峰归属于Ce 6 O 11 （编号：
32–0196）。此外，28.9°、36.0°和59.8°处的衍射峰与标
准PDF卡（编号：24‒0734）一致，属于Mn3O4。这些发
现表明，Ce离子没有完全进入钙钛矿结构，部分以氧

280

化物的形式覆盖在催化剂表面，同时，导致过量的锰
离子从钙钛矿结构中溢出，从而保持结构的稳定性

不同Ce掺杂量La1–xCexMnO3催化剂的脱硝活性

和电荷平衡。在图3（b）中，发现Ce改性后的样品在

Denitration activity of La1–xCexMnO3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Ce doping contents

2θ=32.0°～33.5°处的特征峰明显向小角度偏移。这一

当反应温度升高时，NOx转化率增加，当温度超

畸变。由此，一些Ce离子可以进入LaMnO3晶格中，一

Fig. 1

过一定值时，NOx转化率降低。前者是由于NH3对NOx
的还原，后者是由于NH3被O2氧化副反应的发生

[13]

。

发现表明，晶胞参数变大，样品的晶体结构可能发生
些Ce离子在LaMnO3表面形成氧化物沉积。结合催化
剂的脱硝活性，Ce改性后脱硝活性均有提升，这可能

LaMnO3催化剂在198 ℃时达到90%NOx转化率，90%

是由于Ce的引入使得晶格中部分Mn以Mn3O4的形式

以上的温度区间窗口为198～250 ℃。当Ce改性后，

从钙钛矿结构中溢出。NO的去除一般可分为两个过

La 1–x Ce x MnO 3 催化剂的脱硝活性均有提升，且活性

程：1）NO与O2反应生成NxOy，包括NO2、NO3等；2）形

温度区间窗口也明显向低温方向移。其中，La0.8Ce0.2MnO3

成的NxOy与吸附态的NH3进一步反应生成N2和

催化剂在135 ℃时可达到90%的NO x 转化率，90%以

H2O[14]。有研究表明，纯Mn3O4在低温下表现出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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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脱硝活性，原因是Mn3O4的表面氧化可以促进NO2
的形成 [15] 。CeO x 中Ce 3+ 与Ce 4+ 之间的电子传递有利
于氧的活化，促进NO转化为NO2以及NO3，再与吸附
态的NH3反应形成NH4NO3和NH4NO2中间物种，进一
步分解为N2和H2O。在SCR反应中，NO的氧化是一个
关键步骤，Ce改性后的催化剂提高脱硝活性的原因
就在于促进NO的氧化。
● CeOx ●
◇ MnOx ◇ ◇

La0.5Ce0.5MnO3
● ◇
La0.6Ce0.4MnO3
500 nm

La0.7Ce0.3MnO3
La0.8Ce0.2MnO3

(a) LaMnO3

La0.9Ce0.1MnO3
LaMnO3
10

20

30

40
50
2θ/(°)

60

70

80

(a) 催化剂的 XRD 图

La0.5Ce0.5MnO3
La0.6Ce0.4MnO3
La0.7Ce0.3MnO3
La0.8Ce0.2MnO3

500 nm

(b) La0.8Ce0.2MnO3

La0.9Ce0.1MnO3
LaMnO3
31

32

33
2θ/(°)

34

35

图3

Fig. 4

催化剂的SEM图
SEM of the catalysts

2.4 催化剂的XPS分析
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分析用于研究催化剂

(b) 最强衍射峰放大图

Fig. 3

图4

不同Ce掺杂量La1–xCexMnO3的XRD图

XRD patterns of La1–xCexMnO3 catalysts with different Ce doping contents

2.3 催化剂的形貌分析

表面的元素含量。如图5（a）所示，对于Mn2p图谱，所
有催化剂都存在Mn2p1/2和Mn2p3/2两个主峰，这意味
着所有样品中的Mn氧化物都是多价态。对于LaMnO3
催化剂，Mn2p3/2可分为641.5和644.3 eV两个特征峰，
分别归属于Mn3+和Mn4+。对于La0.8Ce0.2MnO3，

用扫描电镜对催化剂的微观结构进行了表征，

Mn 2p3/2可分为3个特征峰，位于639.9、641.8和644.0 eV，

结果如图4所示。从图4（a）中可以看出，LaMnO3蓬松

分别对应于Mn2+、Mn3+和Mn4+[16–17]。这一结果表明：

且多孔，这可能是由于煅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气体。

引入Ce之后，会影响B位Mn离子的电荷，生成Mn 2+ ，

图4（b）中Ce改性之后的LaMnO3孔隙变小，这可能是

这与XRD的结果一致。研究表明，MnO x 物种在低温

由于部分Ce没有进入钙钛矿型La–Mn氧化物的骨架

下的SCR活性由好到差依次为MnO2>Mn5O8>

中，以氧化物形式覆盖在表面，同时过量的Mn离子

Mn2O3>Mn3O4>MnO[18]。由表1可知，LaMnO3催化剂

从钙钛矿结构中溢出，形成颗粒尺寸更小的Mn3O4沉

中Mn4+相对含量为21.6%，La0.8Ce0.2MnO3中Mn4+相

积在La–Mn氧化物表面上，这有利于增大催化剂的

对含量为25.4%，表明Ce掺杂后可提高Mn 4+ 的含量，

比表面积。进一步通过N 2 吸脱附实验对比了两个催

在图1中，La 0.8 Ce 0.2 MnO 3 显示出最高的NO x 转化率，

化剂的比表面积，结果表明，引入Ce后，催化剂的比

这可能是因为Mn4+含量较高，因为Mn4+能促进NO氧

2

2

表面积由16 m /g增加到31 m /g。更大的比表面积可

化为NO2。Mn3+有利于吸附NO，形成Mn3+–NO 3，但不

以提供更多的活性位点，有利于NH3的吸附，促进脱

易吸附NH3。Mn4+倾向于吸附NH3并形成Mn4+–NH 3，

硝反应的进行。

可与Mn3+–NO3结合形成反应中间体NH4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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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4NO3与NO反应生成另一个中间体NH4NO2，
NH4NO2将进一步分解为N2和H2O

[11]

4+

3+

。Mn 和Mn 的

含量不同会影响NOx的去除能力。在图5（b）中，529.0～
529.2 eV处的结合能可归属于晶格氧（Olatt），530.4～
530.7 eV处的结合能归属于表面吸附氧（Oads）

[19]

表1
Tab.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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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的表面元素价态分析

Analysis of surface element valence state of catalyst
χ(Mn)/%

催化剂

2+

。引

Mn

3+

Mn

Mn

4+

χ(O)/%

χ(Ce)/%

Olatt Oads

Ce3+ Ce4+

入Ce后，Oads的相对含量略有增加。化学吸附氧是较

LaMnO3

—

78.4

21.6

46.8 53.2

为活跃的物种，能够直接参与到NH 3 – SCR反应中，

La0.8Ce0.2MnO3

24.5

50.1

25.4

39.4 60.6

—

—

19.9 80.1

可促进NO被氧化为NO2。吸附态的NO2和NO3与吸附

进一步分解为N2和H2O。对于Ce3d，如图5（c）所示，可以

的氨结合，形成NH4NO3以及NH4NO2两个中间物种，

在Ce光谱中观察到881.1～897.2 eV和898.0～917.4 eV
两个主要区域，分别与Ce3d5/2和Ce3d3/2一致 [13]。Ce3d
图谱可以拟合成8个峰。其中V′和U′属于Ce 3+[19–20] ，

Mn3+

Mn

2+

Mn4+

Mn离子的电荷以及氧物种分布。La0.8Ce0.2MnO3催化

La0.8Ce0.2MnO3

剂化学吸附氧相比LaMnO3占比更高，化学吸附氧可
以直接参与NO的氧化，促进SCR反应 [21]，在低温下，

Mn3+

吸附氧比晶格氧更容易生成，由以上分析可知，Ce改

Mn4+

性后产生更多的Mn 4+ 以及化学吸附氧促进了NO的

LaMnO3
660

656

其他属于Ce4+物种。Ce3+和Ce4+的存在可以改变B位

652

648
E/eV

644

640

(a) Mn2p

Oads

氧化，从而提高脱硝活性。
2.5 催化剂的H2–TPR分析
H2–TPR用于分析催化剂的氧化还原性质，催化
剂的还原性是影响NH3‒SCR反应的关键因素。所有
催化剂的H2–TPR谱图如图6所示。

Olatt

La0.5Ce0.5MnO3
La0.6Ce0.4MnO3

La0.8Ce0.2MnO3

La0.7Ce0.3MnO3
La0.8Ce0.2MnO3
La0.9Ce0.1MnO3

LaMnO3

LaMnO3
536

534

532
530
E/eV

528

526
100

200

(b) O1s

图6
U′′′

U
U′′

Fig. 6

V′′′

U′

V
V′′

La0.8Ce0.2MnO3

920

910

900
E/eV

890

V′

Fig. 5

400
T/°C

500

600

700

催化剂的H2程序升温还原图
H2–TPR curves of the catalysts

由图6可见，对于LaMnO 3 催化剂，出现了3个还
原峰，其中，236 ℃处的还原峰对应于表面氧物种的
去除，330 ℃处的还原峰对应于晶格中非化学计量过
量氧的去除，411 ℃处的还原峰对应于Mn 4+ 向Mn 3+
的还原 [22–23]。La0.5Ce0.5MnO3催化剂，出现两个还原
峰，这可能是由于Ce氧化物和Mn氧化物之间相互作

880

(c) Ce3d

图5

300

催化剂XPS图谱

XPS spectra of the catalysts

用导致还原峰出现重叠现象 [24]。除La0.5Ce0.5MnO3外，
其余Ce改性后的催化剂均有3个还原峰，和LaMnO 3
催化剂相似，归属于氧物种的去除和MnO x 的还原，
同时Ce改性后还原温度均向低温方向移动。表明Ce
改性后的催化剂的氧化还原能力强于LaMnO 3 催化
剂，有利于电子转移，利于氧的活化，促进NO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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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促进NH3–SCR反应的发生，从而提高催化活性，
这与图1中催化剂的活性评价结果是一致的。

NH4NO2，进一步分解为N2和H2O。综上所述，Ce改性

2.6 催化剂的NH3–TPD分析

SCR反应的进行。

NH3–TPD主要用于研究催化剂表面的表面酸度
的数量和强度以及表面上NH3的吸附和活化，通过分
析催化剂表面酸性的差异探究影响脱硝活性的因素。

同时提高锰酸镧催化剂的酸性和氧化还原性，促进

3 结

论

LaMnO3催化剂，表明Ce改性后NH3的吸附量明显增

不同Ce掺杂量的LaMnO 3 均可提高催化剂的脱
硝活性，其中，La 0.8 Ce 0.2 MnO 3 的脱硝活性最好，在
135 ℃时可达到90%的NO x 转化率，且90%以上的温
度区间窗口最宽达到了135～260 ℃。Ce掺杂后并不
改变La–Mn氧化物的钙钛矿结构，部分铈离子进入
LaMnO 3 晶格中，部分在LaMnO 3 表面形成氧化物沉
积，然而Ce掺杂也导致了过量的锰离子从钙钛矿结
构中溢出，保持了结构的稳定性和电荷平衡。Ce掺杂
增加了LaMnO3复合氧化物表面Mn4+含量、化学吸附
氧和表面酸量，提高了催化剂的氧化还原能力，从而
提高催化剂的脱硝活性，使活性温度向低温方向移动。

加，当取代量为0.2时，吸附量最大，结合催化剂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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