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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棉花秸秆无氧蒸气炭化

方法，该方法包括：将棉花秸秆截成段材，将棉花

秸秆段材浸泡在NH4Cl溶液中，将经浸泡的棉花

秸秆段材取出，沥干，将沥干后的棉花秸秆段材

置于容器中，采取水蒸气加热炭化，然后冷却至

室温，洗涤并烘干，得到生物质炭。该方法获得的

生物质炭具有良好的比表面积、孔隙结构和有机

碳含量，在用于土壤改良时具有良好的改良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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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棉花秸秆无氧蒸气炭化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棉花秸秆截成段材，段材的平均长度为0.5cm-2cm；

(2)将棉花秸秆段材浸泡在下式(I)所示化合物的溶液中，在50-80℃下浸泡1-5h，

(3)将步骤(2)的经浸泡的棉花秸秆段材取出，沥干；

(4)将沥干后的棉花秸秆段材置于容器中，通入温度为150-400℃的水蒸气，加热2-6h，

所述水蒸气含有基于水蒸气体积计5-10v％的NH3；

(5)然后冷却至室温，用盐酸溶液充分洗涤炭化产物，再用蒸馏水洗涤，直到洗涤溶液

的pH为6-7，然后烘干，即得生物质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水蒸气不含氧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水蒸气包含基于水蒸气体积计10-50v％的氮

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式(I)所示化合物的溶液为水溶液，其浓度

为0.1-0.5mol/L。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水蒸气的温度为350℃。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棉花秸秆与式(I)所示化合物的溶液的质

量比为1:2-1:5。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1)之前，还包括对棉花秸秆进行预处

理，该预处理包括除去棉花秸秆上的棉花叶和棉花壳。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容器为炭化容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炭化容器为管式炉或隧道式加热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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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棉花秸秆无氧蒸气炭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棉花秸秆无氧蒸气炭

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棉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重要的工业原料。我国普遍种植棉花，是世

界上最大的产棉国，我国棉花产量占世界棉花产量的1/4以上，在生产棉花的同时，也产生

了大量棉花秸秆废弃物。据统计，我国有超过50％的秸秆被废弃或燃烧，造成严重的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若能将这些丰富的废弃秸秆有效利用，不仅能变废为宝、造福于民，还能提

高棉花种植的综合经济效益。近年来，对棉花秸秆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研究报道较多，其

中棉秆主要用于制浆造纸、发酵饲料、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原材料及制造食用菌等方面。如

何对作物秸秆进行有效的资源化利用是当前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0003] 棉花秸秆热解炭化是指将棉花秸秆在一定温度条件下进行热解，通过对炭化条件

的控制，使原料内部的大分子有机物受热后分解，最终生成固体产物生物质炭和/或其它高

附加值产品。棉花秸秆经无氧高温热解得到的生物炭具有高度的生物化学抗分解性，与直

接还田相比能够大幅度提升土壤碳库的稳定性。因此棉花秸秆炭化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

CO2减排并且增加创收的途径。

[0004] CN106179212A公开了一种秸秆炭化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1)秸秆去土处理：选

取麦秆、大豆、玉米杆、花生壳为秸秆原材料，采取风干、拍打的方式去除秸秆表面的土；(2)

秸秆粉碎：将原材料单一品种粉碎，将玉米杆、麦秆、大豆、花生壳粉碎过筛成200～160目大

小；(3)混合：将玉米杆、麦秆、大豆、花生壳按照3:2:2:1比例搅拌混合；(4)秸秆炭化：将混

合材料加入炭化炉中无氧炭化，800～1300℃温度下炭化30～50min，炭化后秸秆重量减少

45～65％；(5)压缩成品：温度降低到200～280℃时，加入由煤渣、黄土、固化剂和聚乙烯蜡

组成的添加剂，搅拌均匀经过漂洗、干燥、磨粉等工艺制成活性炭。

[0005] CN102337143A公开了一种秸秆炭化方法，其包括：A高温气体活化、压制：将软质秸

秆稻草、麦秸、稻壳粉碎后在高压条件下制成棒状固体物；B、炭化：将A步骤的棒状固体物放

入秸秆汽化炉中，点火使秸秆在秸秆汽化炉中部分燃烧，所产生的热能使其余秸秆碳化，秸

秆碳化后可得到原秸秆干重的40～60％的秸秆碳；C、破碎成颗粒，通过转炉与800～1000℃

左右水蒸汽进行活化造孔，再经过漂洗、干燥、磨粉等工艺制成活性炭。

[0006] CN102786970A公开了一种农作物秸秆连续有氧快速炭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1)

将风干切割后的秸秆以一定的进料速率连续输送至炭化反应器中进行炭化反应，通入空气

并点燃部分秸秆为整体炭化提供热量，炭化反应生成的炭以一定的出炭速率连续输出；(2)

经过步骤(1)炭化反应之后，秸秆转化成的炭经由带有冷却水套的封闭螺旋输送器送出，出

炭温度低于80℃。

[0007] CN105879838A公开了一种改性棉花秸秆生物质炭制备重金属高效吸附剂的方法，

(1)把洗净烘干的棉花秸秆剪碎，粉碎过20-100目筛后，在马弗炉中于300℃温度下炭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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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即得；(2)将步骤(1)制备得到的棉花生物质炭中先加入0.3mol/L  KMnO4溶液，再加入质

量分数为60％HNO3溶液，85-95℃恒温加热2.5-3.5h，过滤、清洗、烘干后得到改性后的产

物，所述生物质炭与KMnO4溶液和HNO3溶液的用量比为1g：(7-7.8)ml：(3.3-4.0)ml。

[0008] JP2010/055492A公开了一种生物质炭的制造方法，其将生物质炭化，生成生物质

炭和含有焦油的废气，使所述排出的气体中的焦油的至少一部分与所述生物质及/或所述

生物质炭接触，制造焦油附着而作为炭化物析出的生物质炭。

[0009] “棉花秸秆成型颗粒炭化特性实验研究”，马培勇等，太阳能学报，2016年3月，第37

卷第3期，取棉花秸秆成型颗粒为炭化原料，在自制的固定床炭化实验平台上，采用正交实

验方法研究升温速率、炭化终温、保温时间和载气流量对其热解炭化性能的影响。

[0010] 然而，在上述现有技术中，炭化通常都进行得非常彻底，没有考虑当获得的生物质

炭用于土壤改良时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例如金属离子污染、与土壤的相容性差、固氮能力和

肥效能力差等问题。本领域需要一种使制得的生物质炭不具有金属离子污染且具有与土壤

的良好相容性、固氮能力和肥效能力高的棉花秸秆无氧蒸气炭化方法。

发明内容

[0011]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人经过深入研究和大量实验，充分结合棉花秸秆的热解

特性和土壤改良要求，对棉花秸秆的炭化方法进行大量改进。

[0012] 在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棉花秸秆无氧蒸气炭化方法即水热炭化方法，该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棉花秸秆截成段材，段材的平均长度为0.5cm-2cm，优选0.5-

1.0cm，最优选0.8cm；(2)将棉花秸秆段材浸泡在NH4Cl溶液中，在50-80℃下浸泡1-5h；(3)

将步骤(2)的经浸泡的棉花秸秆段材取出，沥干；(4)将沥干后的棉花秸秆段材置于容器中，

通入温度为150-400℃的水蒸气，加热2-6h；(5)然后冷却至室温，用盐酸溶液充分洗涤炭化

产物，再用蒸馏水洗涤，直到洗涤溶液的pH为6-7，然后烘干，即得生物质炭。

[0013] 所述生物质炭特别适合于用于土壤改良。

[0014] 优选地，所述水蒸气(亦作水蒸汽)不含氧气。

[0015] 所述水蒸气优选包含于水蒸气体积计10-50v％的氮气。

[0016]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所述NH4Cl溶液为水溶液，其浓度为0.1-0.5mol/L。

[0017] 优选地，所述水蒸气的温度为350℃。

[0018] 所述棉花秸秆与NH4Cl溶液的质量比优选为1:2-1:5。

[0019] 任选地和优选地，在步骤(1)之前，还包括对棉花秸秆进行预处理，该预处理包括

除去棉花秸秆上的棉花叶和棉花壳。

[0020] 所述容器可以为炭化容器。所述炭化容器优选为管式炉或隧道式加热容器。

[0021] 特别优选地，步骤(4)中的水蒸气含有基于水蒸气体积计5-10v％的NH3。

[0022] 本发明方法制得的生物质炭与常采用的干馏(热分解)或者采用惰性气体如氮气

作为载气进行分解制得的炭相比，由于高温水蒸气具有高渗透性，炭化温度相对低且时间

短，高温水蒸气的使用使得制备的生物质炭具有丰富的孔结构，并且与现有技术方法相比，

能够保留和获得更高含量的有机质，从而使生物质碳在用作土壤改良成分时具有较高的肥

效。

[0023] 通过本发明方法，还能够获得较高的得炭收率，本发明方法的生物质炭的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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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0％，优选60％。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采用氮气作为载气进行热分解的方法中，炭收率

或得炭率为约40％。

[0024] 在现有的一般生物质炭制备中，加入氯化锌作为化学活化剂。然而，本发明人发

现，现有的生物质炭基本都是针对吸附用活性炭制备作出的，如果将这种方法制得的生物

质碳用于土壤改良或修复，则会给土壤中引入不希望的锌离子，锌离子会进入所种植的作

物中，进而给人体带来危害。为此，本发明人经过研究，采用NH4Cl作为活化剂，其活化效果

比氯化锌略低，但是不会给土壤带来危害，并且残留的铵还能够给土壤带来肥力增效的氮

元素。采用NH4Cl作为活化剂在现有技术中尚未见报导。

[0025] 为了进一步提高活化效果，本发明人开发了一种下式(I)所示的新的活化剂，其可

以替代NH4Cl活化剂：

[0026]

[0027] 该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成孔效果，可以特别有利于在生物质炭中形成大孔，其活化

效果显著优于NH4Cl和氯化锌。

[0028] 式(I)所示的活化剂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制得：将咪唑和1-溴代丁烷按化学计量比

加入DMF溶液中，加热回流1-3h，冷却至室温，过滤，然后将滤出物减压除去DMF溶剂，再加入

冷的盐酸溶液，在室温下搅拌1-2h，在进行减压浓缩，获得黄色油状物，即为式(I)所示的活

化剂。

[0029] 通过采用式(I)的活化剂，与采用NH4Cl作为活化剂相比，可以使大孔比例提高20-

30％，与ZnCl2相比，可以使大孔比例提高5-10％，从而更有利于对土壤中溶解氮和矿物质

元素的吸附容纳，尽管式(I)的活化剂成本明显高于NH4Cl，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土壤

改良要求作出选择。

[0030] 就本发明而言，与单纯水蒸气炭化相比，氮气的存在能够提高炭化介质的热值，提

高加热效率从而提高炭化效率，同时还可以节约蒸气的用量，另外，通过氮气的加入，可以

调节所需的蒸气分压，使工艺操作更加灵活。

[0031] 本发明人经研究还发现，如果按照常规操作方法将棉花秸秆进行粉碎来进行炭

化，会影响其纤维素织构，进而在炭化过程中会影响制得的生物炭的形态和结构。用于土壤

改良的生物炭与用于其它用途例如吸附剂的活性炭，在性质和形态上有不同要求，研究发

现用于土壤改良的生物炭不期望炭化完全，作为不彻底炭化产物可能效果更好，在这种情

况下既能够发货生物炭的多孔性有点，又能保留生物质的生物营养成分例如不完全炭化的

有机质例如纤维素等。如果将棉花秸秆进行粉碎然后进行炭化，则极易使棉花秸秆完全炭

化，并且增加了工艺能耗和成本。当采用本发明的方法采用段状棉花秸秆进行炭化时，从秸

秆的中心向外部，炭化逐渐更加充分，即外层炭保护内部不完全炭化产物，能够将炭和生物

营养成分的优点充分结合。即使将得到的产物进行粉碎，也能够保留足够的土壤营养成分。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如果不做截断处理，则无法有效浸渍和炭化，给工艺带来很大麻

烦。研究表明，段材的平均长度为0.5cm-2cm，优选0.5-1.0cm时最为有利，高于或低于该范

围都难以获得理想的活化或炭化效果。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6865543 B

5



[0032] 参考图1，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方法获得的生物质炭的SEM图。由所述图可以看

出，根据本发明方法获得的炭化产物保留了一定的纤维素形态。另外，从其不规则和粗糙形

态可以看出，制得的生物炭具有高的表面积。在炭化过程中，氯化铵的蒸发在生物炭中留下

丰富孔隙。

[0033] 由于本发明的生物质炭生物炭富含有机碳，可以增加土壤有机碳含量，施入土壤

后，可使其长时间保持稳定而不易在短时间内被微生物分解，其有机碳可大部分保存下来，

并可减少由于碳的矿化作用所消耗的氮素营养，从而较秸秆还田和施用猪厩肥以及普通炭

化产品能够显著提高土壤有机碳和全氮含量。

[0034] 在所述步骤(4)中，压力优选为0.1-0.5MPa。

[0035] 就本发明而言，所述沥干与本领域中的沥干含义基本相同，是指沥除大部分水，不

影响后续操作即可。

[0036]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生物炭的BET比表面积(SBET)为200-1800m2/g，

优选为1800m2/g。在P/P0下测得的总孔体积V总＝0.85-1 .25cm3/g，平均孔径D为2.35-

2.60nm。

[0037] 更优选地，本发明的生物质炭表面富含含氧官能团。富含含氧官能团可以显著增

加生物质炭的吸附能力和交换活性，从而增加土壤阳离子交换量，促进营养物质的缓慢释

放，降低养分淋洗，提高养分利用率。

[0038] 研究发现，当在水蒸气中引入NH3时，其在高温下通过与生物质炭表面的羰基或羟

基反应，可以在活性炭中产生含氮官能团，从而使制得的生物质炭能够给土壤提供良好的

氮元素。反应过程可以由下面方程式所示：

[0039]

[0040] -OH+NH3→-NH2+H2O

[0041] 通过该方法，可以使制得的生物质炭的氮含量比水蒸气中不引入NH3时高15-

30％。

附图说明

[0042] 图1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1获得的生物质炭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案

[0043] 如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生物质炭的比表面积可以根据标准BET法测定；总孔体

积和平均孔径可以根据SEM图进行测定，表面官能团含量根据O原子含量以及XPS数据的状

态进行计算；养分测定可采用土壤农化分析常规方法。

[0044] 实施例1

[0045] 棉花秸秆取自济南市商河县，取2015年度棉花采收后的成熟棉秆，除去去叶、壳，

无需除去侧枝，存放于试验室通风阴凉待用。将棉花秸秆截成段材，段材平均长度为0.8cm，

将截断的棉花秸秆浸泡在NH4Cl溶液中，在60℃下浸泡3h，然后将经浸泡的棉花秸秆取出沥

干，将沥干后的棉花秸秆置于管式加热器(来自巩义市丽华机械公司)中，通入温度为350℃

的水蒸气，压力为0.3MPa，加热5h，然后冷却至室温，取出，用35％盐酸溶液充分洗涤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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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蒸馏水洗涤，直到洗涤溶液的pH为6-7之间，然后烘干，即得生物质炭。

[0046] 经检测，该生物质炭的SBET＝1401m2/g，在P/P0下测得的总孔体积V总＝0.91cm3/

g，平均孔径D为2.39nm，炭收率为62％，总有机碳含量为510g/kg。

[0047] 对比例1

[0048] 重复实施例1的操作，区别仅在于不是将棉花截成段材，而是将其粉碎成长度不超

过1.0mm的颗粒或粉状物。经检测，制得的生物质炭的SBET＝1232m2/g，在P/P0下测得的总

孔体积V总＝0.79cm3/g，平均孔径D为2.28nm，炭收率为64％，总有机碳含量为401g/kg。

[0049] 由上面实施例和对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比例1的比表面积、总孔体积和平均孔

径均降低，推测其原因，当采用粉末状棉花秸秆时，炭化过于完全，有机质分解过于充分，另

外孔隙结构发生坍塌，导致比表面积以及孔体积都降低，这可导致当其用于土壤改良时对

溶解氮和其它营养成分和矿物的固持容纳不足。另外实施例1的总有机碳含量相对较高，可

以增加土壤的有机炭含量，从而提高土壤的养分吸持容量及持水容量。

[0050] 本书面描述使用实例来公开本发明，包括最佳模式，且还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

制造和使用本发明。本发明的可授予专利的范围由其所附的权利要求书限定，且可以包括

本领域技术人员想到的其它实例。如果这种其它实例具有不异于权利要求书的字面语言的

结构元素，或者如果这种其它实例包括与权利要求书的字面语言无实质性差异的等效结构

元素，则这种其它实例意图处于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之内。在不会造成不一致的程度下，通过

参考将本文中参考的所有引用之处并入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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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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