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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

燃料及其制备方法，涉及生物质燃料技术领域。

本发明先将废弃秸秆进行粉碎细化，制得细化废

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环氧氯丙烷和二乙烯

三胺混合反应，再与三乙胺混合反应后，制得预

处理废弃秸秆，然后将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氯化锰

和改性二氧化硅混合反应，制得改性废弃秸秆，

将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混合，压制成型后，于

半封闭条件下焙烧，制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最

后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与高锰酸钾混合，制得基

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本发明制备的基于废

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具有较高的低位热值，拥有

广泛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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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

30~45份预处理废弃秸秆，10~15份杨木粉和5~8份无机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废弃

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还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6~15份氯化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废

弃秸秆是由废弃秸秆经粉碎，过筛后与环氧氯丙烷和二乙烯三胺反应，再与三乙胺和改性

二氧化硅反应后，经洗涤、干燥和研磨制得；所述改性二氧化硅是由二氧化硅包覆氧化钙

后，再与聚丙烯酸和四乙烯五胺反应制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盐为

高锰酸钾或硝酸钡中任意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废弃

秸秆的生物质燃料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35份预处理废弃秸秆，12份杨木粉

和8份高锰酸钾和8份氯化锰。

6.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过筛后，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基甲酰胺混

合，并与环氧氯丙烷和二乙烯三胺混合反应后，再加入三乙胺和改性二氧化硅，搅拌反应

后，过滤，干燥，得预处理废弃秸秆；

（2）将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混合，并加入氯化锰，搅拌反应后，调节pH至碱性，过滤，洗

涤，干燥，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混合，压制成型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

生物质燃料坯料于半封闭焙烧系统内焙烧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混合后，并加入预处理生物质燃料，搅拌混合后，过滤，洗涤，干燥，

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主

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00~28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

基甲酰胺按质量比1：10~1：15混合，并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6倍的环氧氯丙烷和细化废

弃秸秆质量2~5倍的二乙烯三胺，搅拌反应后，再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10倍的三乙胺和

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1~0.2倍的改性二氧化硅，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预处理废弃秸

秆；

（2）将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按质量比1：15~1：20混合，并加入预处理废弃秸秆质量0.2~
0.5倍的氯化锰，搅拌反应后，调节pH至8~10，过滤，洗涤，干燥，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5：1混合，于温度为为95~105℃，压力为2~
4MPa的条件下压制1~3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放入坩

埚中，并盖上坩埚盖，将坩埚置于管式炉恒温区，于温度为320~3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120

~180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15~1：20混合，并加入高锰酸钾质量3~6倍的预处理生

物质燃料，搅拌混合后，过滤，洗涤，干燥，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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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4）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质量分数为8%的氢氧化钠溶液或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任意一

种。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所述改性二氧化硅的制备方法为将碳酸钙与六偏磷酸钠按质量比10：1混合，并加入

碳酸钙质量10~15倍的水，超声分散，得碳酸钙悬浮液，将质量分数为5%的硅酸钠溶液与质

量分数为1%的硫酸溶液按质量比2：1采用并流中和法加入硅酸钠溶液质量5~8倍的碳酸钙

悬浮液中，控制pH为8~9，搅拌反应后，过滤，洗涤，干燥，得预处理二氧化硅，将预处理二氧

化硅于温度为700~800℃的条件下煅烧1h，得改性二氧化硅坯料，将改性二氧化硅坯料与聚

丙烯酸按质量比1：2混合，并加入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4~8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改性

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03倍的4-二甲氨基吡啶和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3倍的N,N'-二环

己基碳二亚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得滤饼，将滤饼用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并于温度为80℃

的条件下干燥3h，得预处理滤饼，将预处理滤饼与四乙烯五胺按质量比3：1混合，并加入预

处理滤饼质量10~1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改性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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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燃料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燃料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已经成为全球重大热点，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与科

学家的关注。它在解决能源问题是非常的有发展前景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应技术的开

发研究计划，为本国资源的在利用提出了更多新型的方法。国外很多生物能源技术和装置

已经达到商业化应用程度，在此同时，同其他生物质能源技术应用相比较来说，生物质颗粒

燃料技术是最容易实现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同时也是更能够为降低不可在生资源的消耗，

为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提供了方向。生物质燃料其自身的可再生性，大大的保证了

资源的充沛，另一方面，现如今的生物质燃料大都使用秸秆作为原材料，因此其原材料来源

广泛，此外还因为使用的是秸秆大大减少了农民对农作物的燃烧，减少了空气中防尘的含

量，对环境的保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003] 废弃秸秆是最为普遍的生物质材料之一，传统废弃秸秆的处理方法为就地焚烧，

这样做既浪费了能源，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现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环

保意识的增强，废弃秸秆的处理方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目前，废弃秸秆的处理方式主要

有：一、将废弃秸秆与其他生物质废料在粘结剂的作用下，压缩形成一定形状的固体燃料；

二、将废弃秸秆进行碳化，从而形成生物质炭；传统将废弃秸秆碳化制成生物质炭的过程中

由于碳化所需能量较高，从而达不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由于生物质炭在制备完成后，

由不能完全燃烧，进而又浪费的能源，因此，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

料及其制备方法，已解决现有碳化成本高，生物质炭燃烧不完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及其制备方法，以解决现

有技术中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30

~45份预处理废弃秸秆，10~15份杨木粉和5~8份无机盐。

[0006]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还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6~15份氯化锰和3~8份改性二氧化硅。

[0007] 作为优化，所述预处理废弃秸秆由废弃秸秆经粉碎，过筛后，经环氧氯丙烷与二乙

烯三胺处理后，再与三乙胺和改二氧化硅反应，制得预处理废弃秸秆坯料，将预处理废弃秸

秆坯料经洗涤、干燥和研磨后，制得预处理废弃秸秆；所述改性二氧化硅是由二氧化硅包覆

氧化钙后，再与聚丙烯酸和四乙烯五胺反应制得。

[0008] 作为优化，所述无机盐为高锰酸钾或硝酸钡中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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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作为优化，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主要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

35份预处理废弃秸秆，12份杨木粉和8份高锰酸钾，8份氯化锰。

[0010]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过筛后，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基甲酰胺混

合，并与环氧氯丙烷和二乙烯三胺混合反应后，再加入三乙胺和改性二氧化硅，搅拌反应

后，过滤，干燥，得预处理废弃秸秆；

（2）将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混合，并加入氯化锰，搅拌反应后，调节pH至碱性，过滤，洗

涤，干燥，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混合，压制成型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

生物质燃料坯料于半封闭焙烧系统内焙烧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混合后，并加入预处理生物质燃料，搅拌混合后，过滤，洗涤，干燥，

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11]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00~28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

基甲酰胺按质量比1：10~1：15混合，并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6倍的环氧氯丙烷和细化废

弃秸秆质量2~5倍的二乙烯三胺，搅拌反应后，再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10倍的三乙胺和

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1~0.2倍的改性二氧化硅，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预处理废弃秸

秆；

（2）将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按质量比1：15~1：20混合，并加入预处理废弃秸秆质量0.2~
0.5倍的氯化锰，搅拌反应后，调节pH至8~10，过滤，洗涤，干燥，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5：1混合，于温度为为95~105℃，压力为

2.5MPa的条件下压制2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放入坩

埚中，并盖上坩埚盖，将坩埚置于管式炉恒温区，于温度为320~3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120

~180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15~1：20混合，并加入高锰酸钾质量3~6倍的预处理生

物质燃料，搅拌混合后，过滤，洗涤，干燥，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12] 作为优化，步骤（4）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质量分数为8%的氢氧化钠溶液或饱和

氢氧化钙溶液中任意一种。

[0013] 作为优化，步骤（1）所述改性二氧化硅的制备方法为将碳酸钙与六偏磷酸钠按质

量比10：1混合，并加入碳酸钙质量10~15倍的水，超声分散，得碳酸钙悬浮液，将质量分数为

5%的硅酸钠溶液与质量分数为1%的硫酸溶液按质量比2：1采用并流中和法加入硅酸钠溶液

质量5~8倍的碳酸钙悬浮液中，控制pH为8~9，搅拌反应后，过滤，洗涤，干燥，得预处理二氧

化硅，将预处理二氧化硅于温度为700~800℃的条件下煅烧1h，得改性二氧化硅坯料，将改

性二氧化硅坯料与聚丙烯酸按质量比1：2混合，并加入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4~8倍的N,N-

二甲基甲酰胺，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03倍的4-二甲氨基吡啶和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

0.3倍的N,N'-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得滤饼，将滤饼用无水乙醇洗涤3次

后，并于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3h，得预处理滤饼，将预处理滤饼与四乙烯五胺按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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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混合，并加入预处理滤饼质量10~1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

改性二氧化硅。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在制备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时对废弃秸秆进行改性处理，并在制备过程

中使用无外载气体的半封闭式焙烘；首先，在对废弃秸秆进行改性处理后，废弃秸秆表面接

枝有碳链结构，在焙烧过程中可形成更多的炭质材料，从而提高产品的热值，其次当表面接

枝有碳链的废弃秸秆在与氯化锰混合混合后，可将锰离子固定于废弃秸秆表面，并在碱性

环境中形成氢氧化镁包覆于废弃秸秆表面，在后续焙烧过程中，由于采用无外载气体的半

封闭式焙烘，可使废弃秸秆在较低温度下形成生物质炭，因此，在废弃秸秆碳化形成生物质

炭的过程中，氢氧化锰可在生物质炭内部均匀形成二氧化锰，而不会直接生成五氧化二锰，

产生的二氧化锰可在产品燃烧时在高温状态下形成氧气，从而促使产品的燃烧，进而使基

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完全的燃烧，提高产品的热值；最后，在秸秆预处理过程汇中

加入改性二氧化硅，由于二氧化硅在经过改性后，二氧化硅包覆于氧化钙表面，并且二氧化

硅表面接枝有胺基，在环氧氯丙烷的作用下可将改性二氧化硅接枝于秸秆表面，从而在后

续焙烧后，在产品中均匀加入氧化钙，从而起到二氧化碳的吸收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6]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本发明提供的方法通过以下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在以下实施

例中制作的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各指标测试方法如下：

低位热值测试：将各实施例所得的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与对比例产品采用直接

测量法测量低位热值。

[0017] 实施例1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按重量份数计，主要包括以下原料组分：35份预处理

废弃秸秆，12份杨木粉和8份高锰酸钾，8份氯化锰。

[0018]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

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5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基甲

酰胺按质量比1：12混合于烧杯中，并向烧杯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倍的环氧氯丙烷和细

化废弃秸秆质量3倍的二乙烯三胺，于温度为80℃，转速为350r/min的条件下搅拌反应

80min后，再向烧杯中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6倍的三乙胺和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1~0.2倍

的改性二氧化硅，于温度为85℃，转速为300r/min搅拌反应60min后，过滤，得预处理废弃秸

秆坯料，将预处理废弃秸秆坯料于温度为90℃的条件下干燥5h，得预处理废弃秸秆；

（2）将步骤（1）所得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按质量比1：15混合，并向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

的混合物中加入预处理废弃秸秆质量0.3倍的氯化锰，于温度为65℃，转速为350r/min的条

件下搅拌反应50min后，调节pH至10，过滤，得改性废弃秸秆坯料，将改性废弃秸秆坯料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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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水洗涤5次后，并于温度为70℃的条件下干燥含水率为14%，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步骤（2）所得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混合，于温度为为105℃，压力

为2.5MPa的条件下压制2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放入

坩埚中，并盖上坩埚盖，将坩埚置于管式炉恒温区，于温度为3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

180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20混合，并向高锰酸钾与水的混合物中加入高锰酸钾

质量5倍的步骤（3）所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于温度为60℃，转速为300r/min的条件下搅拌

混合30min后，过滤，得坯料，将坯料分别用质量分数为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去离子水各洗

涤5次后，于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2h，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19] 作为优化，步骤（4）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饱和氢氧化钙溶液。

[0020] 作为优化，步骤（1）所述改性二氧化硅的制备方法为将碳酸钙与六偏磷酸钠按质

量比10：1混合，并加入碳酸钙质量15倍的水，超声分散，得碳酸钙悬浮液，将质量分数为5%

的硅酸钠溶液与质量分数为1%的硫酸溶液按质量比2：1采用并流中和法加入硅酸钠溶液质

量6倍的碳酸钙悬浮液中，控制pH为9，搅拌反应后，过滤，洗涤，干燥，得预处理二氧化硅，将

预处理二氧化硅于温度为780℃的条件下煅烧1h，得改性二氧化硅坯料，将改性二氧化硅坯

料与聚丙烯酸按质量比1：2混合，并加入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

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03倍的4-二甲氨基吡啶和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3倍的N,N'-

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得滤饼，将滤饼用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并于温度为

80℃的条件下干燥3h，得预处理滤饼，将预处理滤饼与四乙烯五胺按质量比3：1混合，并加

入预处理滤饼质量10~1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改性二氧化

硅。

[0021] 实施例2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按重量份数计，主要包括以下原料组分：35份预处理

废弃秸秆，12份杨木粉和8份高锰酸钾。

[0022]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

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5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基甲

酰胺按质量比1：12混合于烧杯中，并向烧杯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倍的环氧氯丙烷和细

化废弃秸秆质量3倍的二乙烯三胺，于温度为80℃，转速为350r/min的条件下搅拌反应

80min后，再向烧杯中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6倍的三乙胺和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1~0.2倍

的改性二氧化硅，于温度为85℃，转速为300r/min搅拌反应60min后，过滤，得预处理废弃秸

秆坯料，将预处理废弃秸秆坯料于温度为90℃的条件下干燥5h，得改性废弃秸秆；

（2）将步骤（1）所得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混合，于温度为为105℃，压力

为2.5MPa的条件下压制2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放入

坩埚中，并盖上坩埚盖，将坩埚置于管式炉恒温区，于温度为3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

180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3）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20混合，并向高锰酸钾与水的混合物中加入高锰酸钾

质量5倍的步骤（2）所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于温度为60℃，转速为300r/min的条件下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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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30min后，过滤，得坯料，将坯料分别用质量分数为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去离子水各洗

涤5次后，于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2h，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4）对步骤（3）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23] 作为优化，步骤（3）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饱和氢氧化钙溶液。

[0024] 作为优化，步骤（1）所述改性二氧化硅的制备方法为将碳酸钙与六偏磷酸钠按质

量比10：1混合，并加入碳酸钙质量15倍的水，超声分散，得碳酸钙悬浮液，将质量分数为5%

的硅酸钠溶液与质量分数为1%的硫酸溶液按质量比2：1采用并流中和法加入硅酸钠溶液质

量6倍的碳酸钙悬浮液中，控制pH为9，搅拌反应后，过滤，洗涤，干燥，得预处理二氧化硅，将

预处理二氧化硅于温度为780℃的条件下煅烧1h，得改性二氧化硅坯料，将改性二氧化硅坯

料与聚丙烯酸按质量比1：2混合，并加入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

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03倍的4-二甲氨基吡啶和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3倍的N,N'-

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得滤饼，将滤饼用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并于温度为

80℃的条件下干燥3h，得预处理滤饼，将预处理滤饼与四乙烯五胺按质量比3：1混合，并加

入预处理滤饼质量10~1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改性二氧化

硅。

[0025] 实施例3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按重量份数计，主要包括以下原料组分：35份废弃秸

秆，12份杨木粉和8份高锰酸钾，8份氯化锰。

[0026]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

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5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

（2）将步骤（1）所得细化废弃秸秆与水按质量比1：15混合，并向细化废弃秸秆与水的混

合物中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3倍的氯化锰和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15倍的改性二氧化

硅，于温度为65℃，转速为350r/min的条件下搅拌反应50min后，调节pH至10，过滤，得改性

废弃秸秆坯料，将改性废弃秸秆坯料用去离子水洗涤5次后，并于温度为70℃的条件下干燥

含水率为14%，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步骤（2）所得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混合，于温度为为105℃，压力

为2.5MPa的条件下压制2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放入

坩埚中，并盖上坩埚盖，将坩埚置于管式炉恒温区，于温度为3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

180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20混合，并向高锰酸钾与水的混合物中加入高锰酸钾

质量5倍的步骤（3）所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于温度为60℃，转速为300r/min的条件下搅拌

混合30min后，过滤，得坯料，将坯料分别用质量分数为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去离子水各洗

涤5次后，于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2h，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27] 作为优化，步骤（4）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任意一种。

[0028] 实施例4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按重量份数计，主要包括以下原料组分：35份预处理

废弃秸秆，12份杨木粉和8份高锰酸钾，8份氯化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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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

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5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将细化废弃秸秆与N,N-二甲基甲

酰胺按质量比1：12混合于烧杯中，并向烧杯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5倍的环氧氯丙烷和细

化废弃秸秆质量3倍的二乙烯三胺，于温度为80℃，转速为350r/min的条件下搅拌反应

80min后，再向烧杯中加入细化废弃秸秆质量6倍的三乙胺和细化废弃秸秆质量0.1~0.2倍

的改性二氧化硅，于温度为85℃，转速为300r/min搅拌反应60min后，过滤，得预处理废弃秸

秆坯料，将预处理废弃秸秆坯料于温度为90℃的条件下干燥5h，得预处理废弃秸秆；

（2）将步骤（1）所得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按质量比1：15混合，并向预处理废弃秸秆与水

的混合物中加入预处理废弃秸秆质量0.3倍的氯化锰和预处理废弃秸秆质量0.15倍的改性

二氧化硅，于温度为65℃，转速为350r/min的条件下搅拌反应50min后，调节pH至10，过滤，

得改性废弃秸秆坯料，将改性废弃秸秆坯料用去离子水洗涤5次后，并于温度为70℃的条件

下干燥含水率为14%，得改性废弃秸秆；

（3）将步骤（2）所得改性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混合，于温度为为105℃，压力

为2.5MPa的条件下压制2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管式

炉中，向管式炉中以80mL/min的速率通入氮气，于温度为6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180min

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4）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20混合，并向高锰酸钾与水的混合物中加入高锰酸钾

质量5倍的标准（4）所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于温度为60℃，转速为300r/min的条件下搅拌

混合30min后，过滤，得坯料，将坯料分别用质量分数为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去离子水各洗

涤5次后，于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2h，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5）对步骤（4）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30] 作为优化，步骤（4）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任意一种。

[0031] 作为优化，步骤（1）所述改性二氧化硅的制备方法为将碳酸钙与六偏磷酸钠按质

量比10：1混合，并加入碳酸钙质量15倍的水，超声分散，得碳酸钙悬浮液，将质量分数为5%

的硅酸钠溶液与质量分数为1%的硫酸溶液按质量比2：1采用并流中和法加入硅酸钠溶液质

量6倍的碳酸钙悬浮液中，控制pH为9，搅拌反应后，过滤，洗涤，干燥，得预处理二氧化硅，将

预处理二氧化硅于温度为780℃的条件下煅烧1h，得改性二氧化硅坯料，将改性二氧化硅坯

料与聚丙烯酸按质量比1：2混合，并加入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

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03倍的4-二甲氨基吡啶和改性二氧化硅坯料质量0.3倍的N,N'-

二环己基碳二亚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得滤饼，将滤饼用无水乙醇洗涤3次后，并于温度为

80℃的条件下干燥3h，得预处理滤饼，将预处理滤饼与四乙烯五胺按质量比3：1混合，并加

入预处理滤饼质量10~15倍的N,N-二甲基甲酰胺，搅拌反应后，过滤，干燥，得改性二氧化

硅。

[0032] 对比例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按重量份数计，主要包括以下原料组分：35份废弃秸

秆，12份杨木粉和8份高锰酸钾。

[0033] 一种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的

制备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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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废弃秸秆粉碎后，过250目筛，得细化废弃秸秆；

（2）将标准（1）所得细化废弃秸秆与杨木粉按质量比4：1混合，于温度为为105℃，压力

为2.5MPa的条件下压制2min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将预处理生物质燃料坯料管式

炉中，向管式炉中以80mL/min的速率通入氮气，于温度为680℃的条件下保温焙烘180min

后，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

（3）将高锰酸钾与水按质量比1：20混合，并向高锰酸钾与水的混合物中加入高锰酸钾

质量5倍的步骤（3）所得预处理生物质燃料，于温度为60℃，转速为300r/min的条件下搅拌

混合30min后，过滤，得坯料，将坯料分别用质量分数为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去离子水各洗

涤5次后，于温度为80℃的条件下干燥2h，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

（4）对步骤（3）所得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指标分析。

[0034] 作为优化，步骤（3）所述调节pH所用试剂为饱和氢氧化钙溶液中任意一种。

[0035] 效果例

下表1给出了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至4与对比例的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性能分析

结果。

[0036] 表1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对比例

低位热值（Kal/kg） 6805 6302 5204 4201 3894

从实施例1与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比较可发现，在制备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料时对

废弃秸秆进行改性处理，并采用无外载气体的半封闭式焙烘方法时，可有效提高产品的低

位热值；从实施例1与实施例2的实验数据比较可发现，当在制备基于废弃秸秆的生物质燃

料时不加入氯化锰时，形成的生物质炭中不含有氧化锰，从而无法使产品在燃烧过程中完

全燃烧，进而降低产品的低位热值；从实施例1与实施例3的实验数据比较可发现，当不对废

弃秸秆进行预处理时，废弃秸秆与氯化锰混合后，无法在废弃秸秆表面形成氢氧化镁包覆，

从而无法在焙烧后，在产品中均匀形成氧化锰，进而降低产品的低温热值；从实施例1与实

施例4的实验数据比较可发现，当不采用半封闭焙烧系统进行碳化时，产品中的氧化锰会直

接形成五氧化二锰，从而在生物质燃料使用过程中无法形成氧气，进而降低产品的低位热

值。

[003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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