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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和应用，包括如下步骤：将硫酸铝溶液用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5.0～7.0在煮沸搅拌5～

30min，加入磨碎过140目筛的木屑混合搅拌，抽

滤，恒温干燥，碳化，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

料。该材料制备工艺简单，操作简便，成本低廉，

物理化学性质稳定，对废水中铅离子的吸附性能

好，无二次污染，改性生物炭处理初始浓度为

500mg/L的含铅废水，吸附量能达到453.5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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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将0.005~0 .02 

mol/L硫酸铝溶液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5.0~7.0；再煮沸搅拌，将木屑磨碎，过筛，加

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充分搅拌，过滤，干燥，将干燥的样品碳化，并通保护性气体保

护，升温至终温后保温，冷却，停止通气，再冷却，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硫酸铝溶液

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后，再煮沸搅拌5~3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木屑磨碎，

过140目筛，加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硫酸铝溶

液体积与木屑质量比为50~1000mL/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磨碎过筛的

木屑加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磁力搅拌30min，然后室温条件下搅拌3~10小时，抽滤，恒

温干燥箱60℃干燥12小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碳化终温为

300~500℃，升温速率为5℃/min，并通氮气保护，升温至终温后保温1  h后，冷却至100℃时

停止通气，再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7.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8.权利要求7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去除废水中铅离子的应用。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取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加入到铅离

子浓度20~500  mg/L的含铅废水中，按照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质量与废水体积比为0.1-1g/

L，室温条件下振荡反应5-  720  min后，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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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木屑制备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吸附去除废

水中铅离子的应用，属于生物炭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和应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化工、金属冶炼及加工生产过程将产生大量的含铅废水，如不经处理或处理不达

标而随意排入水体，将会造成水体水质急剧变化，破坏水体生态系统；且含铅污染物会经过

水体底泥和水生生物进行富集，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或其他食物链高层的动物体内导致

铅中毒。目前我国铅污染严重，各地“血铅”事件频现。

[0003] 吸附法是处理含铅废水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吸附法的关键在于吸附剂的选择，常

用的吸附剂主要包括活性氧化铝、铁氧化物、金属氧化物、沸石、活性炭等。生物炭具有原料

来源广、结构疏松多孔、表面活性官能多、物理化学性质稳定等特点，近年来，生物炭在环境

领域作为水处理吸附剂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生物炭表面基团种类单一、结构不均匀、

难分散等结构、功能缺陷，限制了其在各领域的发展。

[0004] 木材广泛应用于纸浆制造、土木工事、家具制造等行业，而在木材的加工制造过程

中产生的大量木屑大多被废弃或用作堆肥、作为燃料回收能源等低价值回收，从资源综合

利用的角度来说，这是对生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利用产生量大、综合利用率低的木屑，

通过硫酸铝改性制备出比表面积大、吸附性能好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作为吸附剂用于废

水中铅离子的去除，不仅实现了木屑的高值回收利用，为含铅废水的处理提供了一种制备

成本低、吸附性能强、绿色环保的新型吸附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和应用方法，该材料制备过程

简单、生产成本低、对铅离子的吸附容量高，无二次污染，能实现木屑生物质资源的高值化

利用。制备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应用于含铅废水的处理应用方法简单，时间短，操作方

便。

[0006] 为达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构思是：利用硫酸铝溶液通过pH调控生成氢氧化

铝胶体及其硫酸根离子，与含碳量高的木屑充分搅拌混合，制备改性的生物炭复合材料，可

以改变生物炭孔隙结构和提高生物炭比表面积，而且可以显著提高材料表面的官能团数

量，增加铅离子吸附的活性位点，从而提高改性生物炭对废水中铅离子的去除效率。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

[0008] 一种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硫酸铝溶液用氢氧化钠

溶液调节pH值，再煮沸搅拌，将木屑磨碎，过筛，加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充分搅拌，过

滤，干燥，将干燥的样品碳化，并通保护性气体保护，升温至终温后保温，冷却，停止通气，再

冷却，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0009] 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将0.005～0.02mol/L硫酸铝溶液用氢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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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5.0～7.0。再煮沸搅拌煮沸搅拌5～30min。将木屑磨碎，过140目筛，加

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所述硫酸铝溶液体积与木屑质量比为50～1000mL/g。

[0010] 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将磨碎过筛的木屑加入到煮沸的硫酸铝

溶液中，磁力搅拌30min，然后室温条件下搅拌3～10小时，抽滤，恒温干燥箱60℃干燥12小

时。碳化终温为300～500℃，升温速率为5℃/min，并通氮气保护，升温至终温后保温1h后，

冷却至100℃时停止通气，再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0011] 所述的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用于去除废水中的铅离子。具体是取所述的改性生物

炭复合材料加入到铅离子浓度20～500mg/L的含铅废水中，按照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质量

与废水体积比为0.1-1g.L-1，室温条件下振荡反应5-720min后，过滤。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3] (1)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木屑为原料，硫酸铝改性制备的生物炭复合材料，制备方

法简单，生产成本低，物理化学性质稳定，绿色环保无二次污染，产业化应用前景高，采用的

木屑来源广、产生量大、综合利用率低，可实现木屑资源的高值化利用。

[0014] (2)本发明提供的材料-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和较高的孔

容，材料表面官能团丰富，吸附铅离子活性位点多，可通过改性生物炭材料的截留、表面配

合反应、离子交换等作用，实现废水中铅离子的高效去除。

[0015] (3)本发明的改性生物炭材料，相比未经改性的纯生物炭，对铅的吸附效果得到显

著提升，吸附容量呈数倍增加。改性生物炭处理铅离子浓度在500mg/L以下时，吸附容量可

达453.5mg/g，而纯生物炭仅为96.2mg/g。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17] 图2为未经硫酸铝改性的纯生物炭复合材料的透射电镜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的氮气吸附-脱附等温线图(a)及孔

径分布图(b)。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以具体的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有必要指出以下实施例只用

于对发明内容的进一步说明，并不会形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0] 实施例1

[0021] 将500mL0.01mol/L硫酸铝溶液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5.5，煮沸搅拌10min。将

木屑用振动磨样机磨碎，取过140目筛得到的木屑5g加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磁力搅拌

30min,然后室温条件下搅拌5小时，抽滤，在恒温干燥箱60℃条件下干燥12小时，将烘干的

样品碳化，碳化终温为300℃，升温速率为5℃/min，并通氮气保护，升温至终温后保温1h后，

冷却至100℃左右时停止通气，再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0022] 实施例2

[0023] 将500mL0.02mol/L硫酸铝溶液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至6.0，煮沸搅拌10min。将

木屑用振动磨样机磨碎，取过140目筛得到的木屑5g加入到煮沸的硫酸铝溶液中，磁力搅拌

30min,然后室温条件下搅拌5小时，抽滤，在恒温干燥箱60℃条件下干燥12小时，将烘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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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碳化，碳化终温为400℃，升温速率为5℃/min，并通氮气保护，升温至终温后保温1h后，

冷却至100℃左右时停止通气，再自然冷却至室温，即得到改性生物炭复合材料。

[0024] 实施例3

[0025] 室温条件下，用0.02g实施例1制备的材料分别对20mL浓度为80mg/L、200mg/L和

500mg/L的含铅溶液进行吸附反应，其中反应时间为6小时，滤液中的铅离子浓度用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定，铅离子吸附量分别为76.3mg/g、190.9mg/g和453.5mg/g，去除

率均达到90％以上。

[0026] 实施例4

[0027] 室温条件下，用0.02g实施例2制备的材料分别对20mL浓度为40mg/L、90mg/L、

200mg/L和300mg/L的含铅溶液进行吸附反应，其中反应时间为6小时，滤液中的铅离子浓度

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定，铅离子吸附量分别为32.3mg/g、73.5mg/g、171.6mg/

g和252.6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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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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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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