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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及

其制备方法。将木屑烘干，与活化剂溶液、高着火

点改良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在一定温度下塑化，

定型，烘干。将物料在活化反应器内缓慢升温至

活化温度，保温一定时间，活化完成后，经洗涤回

收活化剂，烘干后得到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产

品。本发明制备出的活性炭耐火性能好，颗粒强

度高，吸附力大，适合于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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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成型：将洁净干燥的木屑与活化剂和高着火点改良剂混合，浸渍，然后塑化对

辊成型，并干燥硬化，所述的活化剂为磷酸或氯化锌，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包括钙氧化

物、镁氧化物、硅氧化物或硅酸钠的一种或任几种混合物，木屑与高着火点改良剂的质量比

为1：0.1～1；

第三步：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升温至活化终温，活化完成后，

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活化温度300～6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塑化温度50℃

～3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活化剂配置成

质量浓度为20～60%的水溶液，活化剂与木屑的质量比1：1～1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活化时的升温

速度1℃～10℃/min，活化时间为0.1～5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着火点

改良剂为纳米级的SiO2、CaO、MgO、  Na2SiO3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着火

点改良剂为CaO和MgO，其质量比为1:3；或为SiO2、CaO和MgO，其质量比为5:1:2。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着火点

改良剂包括Na2SiO3时，则Na2SiO3质量占高着火点改良剂的10～3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木屑为

杉木屑、松木屑、桉木屑、竹屑中的一种或混合物。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744948 B

2



一种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制备方法，具体涉及添加高着火点改良剂制备高

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简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废气排放的增多，大气污染逐年严重。特别是最近几年

雾霾天气大范围持久性的发生，对大气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导致

雾霾天气的元凶之一，由VOCs经化学转化生成的颗粒物，是PM2.5的重要来源。VOCs不但能

导致雾霾，而且大多数有毒，排放至大气中后，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活性

炭是一种比表面积大，孔结构发达的炭质吸附材料，在国内外被大量用作VOCs回收工业的

吸附剂。煤质颗粒活性炭着火点高，强度好，但是其孔径偏小，对有机溶剂的饱和吸附量较

低，在工业用应用受到限制。木质颗粒活性炭具有中大孔发达，有机溶剂饱和吸附容量大的

特点，广泛应用于工业有机溶剂吸附回收。但是，木质活性炭由于其原料的特征，常规活化

后其着火点较低。因有机溶剂吸附放热，工业应用中可能出现过热燃烧，引发着火事故。同

时，常规配方成型的木质颗粒活性炭强度不够大，在吸附塔内容易被压碎，导致气阻升高，

每年需补充较多的新炭，增加了使用成本。因此，高着火点高强度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技术是

当前先进活性炭材料的研究热点。

[0003] 目前，对于提高活性炭着火点的研究较少，一般以高温重整为主，尚未见添加纳米

无机耐火材料提高颗粒活性炭着火点和强度的研究报道。高温重整所需温度高(1000℃以

上)，故能耗高。同时，在如此高温下，孔径尺寸难以控制，易造成已形成孔隙的闭合，降低吸

附力。因此，探索能耗低，操作简便技术成为制备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难题。

[0004]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的许伟等人(许伟，刘军利等.高温重整

调控木质成型活性炭性能的研究[J].林产化学与工业,2016,36(3):9-15.)研究了高温重

整方法对活性炭性能的影响。快速升温至800℃重整活性炭30～75min后，可使活性炭强度

提高5.75％～6.39％。发现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总孔容积分别下降约400m2/g和0.3m3/g,丁

烷的吸附力下降15％以内；800℃重整1h后，着火点提高100℃以上。利用高温重整是调整微

孔的一种方法，但是反应温度高，耗能大，时间长，成本高，工业化难度较大。

[000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的朱光真等人(朱光真，邓先伦等，一种

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制备方法，ZL201510122888.0)发明了一种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制备

方法，将木质粉状活性炭与无机粘合剂A和添加剂B进行捏合，得到捏合物；将所述捏合物进

行成型，烘干，并进行焙烧得到颗粒活性炭；其中，所述烘焙温度为400～700℃，持续时间为

0.5～3小时，最终得到的活性炭其着火点的温度可以达到405～478℃。通过粉状活性炭添

加无机粘合剂进行二次成型是一种提高着火点的方法，但是此方法存在粘合剂易包覆在活

性炭粉的表面，将已形成的孔隙堵塞，导致成型活性炭的吸附力显著下降。

[0006] 综上所述，目前对提高颗粒活性炭着火点的研究较少。而采用高温重整提高着火

点对反应温度要求高，增加了能耗，高温下易造成已形成孔隙度闭合；粉状活性炭添加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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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剂二次成型方法，存在粘结剂包覆在粉状活性炭表面，从而堵塞已形成孔隙的问题，显

著降低了吸附力。因此，探索过程简单，能耗低，着火点易调控的技术成为制备高着火点颗

粒活性炭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制备过程复杂，能耗高，产品吸附力下降明显等缺点，本

发明提供了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及其制备方法，产品耐火性能高，着火点可调控，强度大，

吸附力强，方法简单快捷。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第一步，成型：将洁净干燥的木屑与活化剂和高着火点改良剂混合，浸渍，然后塑

化对辊成型，并干燥硬化，所述的活化剂为磷酸或氯化锌，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包括钙、

镁、硅氧化物或硅酸钠的一种或任几种混合物，木屑与高着火点改良剂的质量比为1：0.1～

1；

[0010] 第三步：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升温至活化终温，活化完

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活化温度300～600℃。

[0011] 塑化温度50℃～300℃。

[0012] 活化剂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60％的水溶液，活化剂与木屑的质量比1：1～10。

[0013] 活化时的升温速度1℃～10℃/min，活化时间为0.1～5h

[0014] 所述高着火点改良剂为纳米级的SiO2、CaO、MgO、Na2SiO3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的混

合物。

[0015] 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为CaO和MgO，其质量比为1:3；或为SiO2、CaO和MgO，其质量

比为5:1:2。

[0016] 所述高着火点改良剂包括Na2SiO3时，则Na2SiO3质量占高着火点改良剂的10～

30％。

[0017] 所述的木屑为杉木屑、松木屑、按木屑、竹屑中的一种或混合物。

[0018] 所述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制备的活性炭，活性炭的着火点可调控范

围为300℃～不可燃，强度80～100％，亚兰值为100～300mg/g，焦糖脱色率60～120％。

[0019] 有益效果：

[0020] 1 .采用在原料中配以纳米耐火材料，以化学法成型、活化制备高着火点活性炭的

技术，不影响吸附力，产品着火点易调控，强度高，能耗和成本低，产品应用范围广，适合于

工业生产。

[0021] 2.活性炭的着火点易调控，着火点300℃～不可燃，强度80-100％，亚兰值为100～

300mg/g，焦糖脱色率60-120％。

附图说明

[0022] 图1活性炭着火点曲线。

[0023] 图2颗粒活性炭强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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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对所制备的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着火点、强度和吸附性能的测试方法如

下：

[0025] (1)着火点和强度分别依据国标GB/T  20449-2006、GB/T  12496.6-1999中规定的

方法检测。

[0026] (2)亚甲基蓝吸附值和焦糖脱色率的测定：亚甲基蓝吸附值的测定按照GB/T 

12496.9-1999“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亚甲基蓝吸附值的测定”进行。焦糖脱色率按照GB/T 

12496.10-2015“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焦糖脱色率的测定”进行。

[0027] 一种高着火点颗粒活性炭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第一步，原料预处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以下；

[0029] 第二步，成型：将上述木屑与活化剂和高着火点改良剂混合，浸渍24h，然后塑化对

辊成型，并干燥硬化，所述的活化剂为磷酸或氯化锌，将活化剂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60％

的水溶液，活化剂与木屑的质量比1：(1～10)，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包括钙、镁氧化物及

其硅酸盐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木屑与高着火点改良剂的质量比1：(0.1～1)，塑化温度50

℃～300℃；

[0030] 第三步：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升温至活化终温，活化完

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所述的升温速度1℃～10℃/min，活化温

度300～600℃，活化时间0.1～5h。

[0031] 优选的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至少包括纳米级钙、镁氧化物及其硅酸盐的一种或

几种混合物。

[0032] 优选的所述高着火点改良剂为纳米级的SiO2，CaO，MgO中的任意两种混合物。

[0033] 优选的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为CaO和MgO，其质量比为1:3。

[0034] 优选的所述的高着火点改良剂为SiO2、CaO和MgO，其质量比为5:1:2

[0035] 优选的所述高着火点改良剂还包括Na2SiO3，其质量占高着火点改良剂的10～

30％。

[0036] 本发明木屑可以为杉木屑、松木屑、按木屑、竹屑中的一种或混合物。活性炭的着

火点可通过调整耐火材料SiO2，CaO，MgO，Na2SiO3与木屑的比例来提高。活性炭的吸附力可

通过化学药剂H3PO4的添加量，活化过程中的升温速率、活化温度、活化时间来控制。将干燥

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一定升温速率升温至活化终温，活化完成后，冷却，洗

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升温速度1℃～10℃/min，活化温度200～500℃。活性炭

的着火点300℃～不可燃，强度80～100％，亚兰值为100～300mg/g，焦糖脱色率60-120％。

[0037] 实施例1

[0038] (1)杉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39] (2)成型：将磷酸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1与木屑混合，再

按质量比1：0.1加入纳米级MgO，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50℃下塑化1小时，对辊成型，150

℃下干燥6小时硬化。

[0040]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300℃，维持0.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活性

炭的着火点270℃，强度80％，亚兰值为100mg/g，焦糖脱色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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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实施例2

[0042] (1)杉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43] (2)成型：将氯化锌配置成质量浓度为35％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8与木屑混合，再

按质量比1：0.3加入100目MgO和SiO2(其质量比为1:2)粉末，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50℃

下塑化1小时，对辊成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

[0044]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300℃，维持0.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活性

炭的着火点380℃，强度80％，亚兰值为100mg/g，焦糖脱色率60％。

[0045] 实施例3

[0046] (1)杉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47] (2)成型：将磷酸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4与木屑混合，再

按质量比1：0.4加入纳米MgO和CaO(其质量比为3:1)，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150℃下塑

化1小时，对辊成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

[0048]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500℃，维持1.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活性

炭的着火点480℃，强度100％，亚兰值为300mg/g，焦糖脱色率120％。

[0049] 实施例4

[0050] (1)桉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51] (2)成型：将氯化锌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4与木屑混合，

再按质量比1：0.5加入纳米SiO2、CaO和MgO(其质量比为5:1:2)，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

150℃下塑化1小时，对辊成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

[0052]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500℃，维持1.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活性

炭的着火点630℃，强度92％，亚兰值为225mg/g，焦糖脱色率100％。

[0053] 实施例5

[0054] (1)桉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55] (2)成型：将氯化锌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4与木屑混合，

再按质量比1：0.5加入高着火点改良剂，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150℃下塑化1小时，对辊

成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高着火点改良剂为纳米SiO2、CaO和MgO(其质量比为5:1:2)，

加上占改良剂总质量20％的Na2SiO3。

[0056]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500℃，维持1.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得到

活性炭样品活性炭的着火点600℃，强度97％，亚兰值为225mg/g，焦糖脱色率110％。

[0057] 实施例6

[0058] (1松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59] (2)成型：将氯化锌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8与木屑混合，

再按质量比1：0.6加入高着火点改良剂，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150℃下塑化1小时，对辊

成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高着火点改良剂为纳米CaO、MgO和Na2SiO3，其质量比为3: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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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500℃，维持1.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得到

活性炭样品活性炭的着火点700℃，强度97％，亚兰值为225mg/g，焦糖脱色率110％。

[0061] 实施例7

[0062] (1)竹屑筛分：将竹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63] (2)成型：将磷酸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4与木屑混合，再

按质量比1：0.7加入高着火点改良剂，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150℃下塑化1小时，对辊成

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高着火点改良剂为轻质氧化镁和Na2SiO3，其质量比为7:3。

[0064]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500℃，维持1.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得到

活性炭样品活性炭的着火点800℃，强度97％，亚兰值为225mg/g，焦糖脱色率110％。

[0065] 实施例8

[0066] (1)桉木屑筛分：将木屑筛分除杂，烘干，水分控制在5％。

[0067] (2)成型：将氯化锌配置成质量浓度为20％的的水溶液，按质量比1：4与木屑混合，

再按质量比1：0.8加入高着火点改良剂，充分混合，浸渍24小时，在150℃下塑化1小时，对辊

成型，150℃下干燥6小时硬化。高着火点改良剂为纳米SiO2、MgO和Na2SiO3，其质量比为2:5:

3

[0068] (3)活化：将干燥硬化的成型物料放入活化反应器，以1℃/min升温速率升温至活

化终温500℃，维持1.5小时，活化完成后，冷却，洗涤回收活化剂，烘干得活性炭产品。得到

活性炭样品活性炭的着火点850℃，强度97％，亚兰值为225mg/g，焦糖脱色率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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