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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

热解制备生物炭的方法，工艺步骤为：分别将剩

余污泥和榛子壳烘干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一定比例混合后加入氯化锌溶液，于室温

条件下浸泡24h并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真

空热解；热解产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洗

涤，烘干后得到生物炭。本发明将剩余污泥与含

有大量有机质的榛子壳进行混合热解制备生物

炭，结合ZnCl2溶液浸泡的活化造孔方法，使热解

过程更容易发生，与直接焚烧、热解以及添加玉

米秸秆等农作物热解的方式相比，本发明有助于

形成产量高、比表面积大、孔隙度良好的生物炭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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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

行：

(1)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烘干；

(2)分别将烘干后的剩余污泥与榛子壳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粒；

(3)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的固体颗粒混合后加入氯化锌溶液，于室温条件下浸泡24h，

烘干；其中榛子壳占剩余污泥和榛子壳总质量的5～30％；

(4)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真空热解，所述的真空热解的条件为：真空度为100～500Pa，

升温速率为10℃/min，热解终温为400～500℃，时间为15～120min；

(5)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洗涤，烘干后得到生物炭，所述生物

炭的比表面积为632.54～806.15m2/g，碘吸附值为589.27～669.15mg/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氯化锌溶液的浓度为2～5mol/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3)和(5)中烘干的温度为100～110℃，时间为22～26h。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5731752 B

2



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泥处理工艺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

制备生物炭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泥按处理方法和分离过程分为五类：初沉污泥、活性污泥、腐

殖污泥、化学污泥和沉淀污泥。其中剩余污泥来源于二沉池中排出系统外的活性污泥，具有

有机质含量高并富集大量的碳元素的特点，加以绝氧热解可有效地保留其中的碳元素，转

变成污泥处置过程中减量化、无害化、安全化，并具有经济附加值的生物炭产品，同时避免

了传统生产中使用木质原料制备生物炭而消耗大量天然植被的弊端。

[0003] 生物炭是一种碳含量极其丰富的木炭，几乎为纯碳，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①固碳作用：生物炭是稳定的碳固定载体，可将不稳定碳转化为芳香性碳骨架封存于土

壤中，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减轻温室效应；②土壤改良：生物炭表面含有氮、磷、钾等植物

生长所需营养元素，添加于土壤中可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③吸附效应：生物炭富含微孔结

构，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用作吸附剂去除污水、大气中污染物。

[0004]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国家对环境保护中主要污染物减排工程的重视，对剩余

污泥的有效处理使之变废为宝逐渐成为环境工作者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目前对剩余污泥的

处理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污泥焚烧、直接热解、加入玉米秸秆热解。

[0005] 污泥焚烧法是将脱水污泥直接送入焚烧炉焚烧，可将污泥中所有水分和有机物全

部去除，污泥本身变成灰烬，该方法适用于含少量有害物的工业污泥或有机物浓度极高的

工业废水，并且缺点是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设备要求高，运行管理复杂。此外，焚烧过程还

会产生目前已成为环境热点的剧毒产物二噁英。

[0006] 直接热解是利用污泥中有机物的热不稳定性，在无氧条件下对其加热，使有机物

产生热裂解，该方法能源利用率较高，并且无二噁英和呋喃等有害气体产生，但该方法运行

成本较高，且形成的生物炭比表面积较低，孔隙结构较差，不利于作为吸附材料等开发利

用。

[0007] 加入玉米秸秆热解可增加生物炭的比表面积，优化孔隙结构，但玉米秸秆中的挥

发份含量较大，在热解过程中的质量损失较多，直接造成生物炭的产率低。

[0008] 采用这三种方式处理剩余污泥均可以得到生物炭，但具有产率普遍较低、制得的

生物炭比表面积和孔隙度较差、吸附性能不佳、重金属元素含量较高等缺陷。因此，亟需开

发一种生物炭产量高、性能好，且环境友好的剩余污泥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制备生

物炭的方法，将剩余污泥与榛子壳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特定条件下热解，制备得到产率

高、比表面积大、孔隙结构好、重金属元素呈残渣态（固定化）的生物炭。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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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010] 一种利用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的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1] （1）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烘干；

[0012] （2）分别将烘干后的剩余污泥与榛子壳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粒；

[0013] （3）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的固体颗粒混合后加入氯化锌溶液，于室温条件下浸泡

24h，烘干；

[0014] （4）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真空热解；

[0015] （5）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洗涤，烘干后得到生物炭。

[0016] 上述方法中，所述步骤（3）中榛子壳占剩余污泥和榛子壳总质量的5~30%。

[0017] 上述方法中，所述步骤（3）中氯化锌溶液的浓度为2~5mol/L。

[0018] 上述方法中，所述步骤（4）中真空热解的条件为：真空度为100~500Pa，升温速率为

10℃/min，热解终温为400~700℃，时间为15~120min。

[0019] 上述方法中，所述步骤（1）、（3）和（5）中烘干的温度为100~110℃，时间为22~26h。

[0020] 上述方法中，所述生物炭的比表面积为632.54~806.15m
2/g，碘吸附值为589.27~

669.15mg/g。

[0021] 本发明的原理为：榛子是重要的坚果树种之一，在我国东北产量较高，榛子壳中含

有丰富的碳元素，但往往被作为垃圾扔弃，本发明将榛子壳作为碳源添加剂和剩余污泥混

合，一方面可以增加原料中的含碳比例，另一方面由于榛子壳粉碎后的颗粒分散性好，有助

于降低剩余污泥相互聚集，因此可促进热解反应的发生，能显著增加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并

有利于生物炭中的孔隙形成，同时优化生物炭产率，减少原料中重金属元素含量，确保生物

炭产品的环境安全性。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特点及其有益效果是：

[0023] 本发明将剩余污泥与含有大量有机质的榛子壳进行混合热解制备生物炭，结合

ZnCl2溶液浸泡的活化造孔方法，使热解过程更容易发生，与直接焚烧、热解以及添加玉米

秸秆等农作物热解的方式相比，本发明有助于形成产率高、比表面积大、孔隙度良好的生物

炭产品，并且所制备的生物炭可将重金属元素稳定于其热解过程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中，防

止在使用过程中的析出，固定化效果好，实现剩余污泥向对环境安全无害化生物炭产品的

转变。

[0024] 榛子壳、玉米秸秆工业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0025] 表1  榛子壳、玉米秸秆工业分析

[0026]

工业分析 水分 Mar 固定碳 FCd 灰分Ad 挥发份 Vd 低位热值LHV

榛子壳 7.22% 13.98% 4.23% 74.57% 27.82MJ/kg

玉米秸秆 8.24% 11.94% 3.57% 76.25% 13.37MJ/kg

[0027] 注：ar表示收到基；d表示干基。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采用直接热解方法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生物炭的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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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

[0031]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2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

[0032]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3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本发明实施采用的剩余污泥来自辽宁某污水处理厂，其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分别

如表2和3所示。

[0034] 表2  剩余污泥工业分析

[0035]

工业分析 水分 Mar 固定碳 FCd 灰分Ad 挥发份 Vd 低位热值LHV 有机物含量

含量 79.54% 1.13% 33.43% 60.34% 14.90 MJ/kg 64.73%

[0036] 注：ar表示收到基；d表示干基。

[0037] 表3  剩余污泥元素分析

[0038]

元素 C H O N S C/H C/N TN

含量(mg/kg) 36.83% 4.813% 52.164% 5.03% 1.163% 7.6526 7.3218 2.825

元素 TP TK Cu Ni Pb Zn Cd Cr

含量(mg/kg) 1.795 0.38 117.53 77.27 110.28 666.67 56.18 61.38

[0039] 以下实施例用于阐述本发明，并不用于解释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0] 在以下实施例中，生物炭产率的定义为：

[0041]

[0042] 碘吸附值的定义为：根据国标法《GB/T12496.8-1999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碘吸附

值的测定方法》，表征生物炭大于1.0nm微孔的发达程度以及生物炭对小分子杂质吸附能力

的表现，并间接衡量吸附剂的比表面积。

[0043] 重金属元素固定化比例的定义为：根据欧盟（BCR）土壤中重金属形态的标准化分

级连续提取法，测定出的生物炭中呈残渣态的重金属元素的比例。

[0044] 发明人参考现有直接热解方法，处理本发明所采用的同一剩余污泥：

[0045] 将剩余污泥在105℃加热24h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粒，在真空度为100Pa，温

度为500℃的条件下真空热解1h；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洗涤热解后的固体颗粒，105℃

烘干24h，得到生物炭产率为45.70%，比表面积为90.35m2/g，碘吸附值为78.26mg/g，重金属

固定化比例为：Cu，85.22%；Ni，83.27%；Cr，60.81%；Cd，71.45%；Zn，87.36%；Pb，76.20%。图1

提供了直接热解法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生物炭的形貌呈凹凸不平沟壑

态，但无纳米级的微孔形成，孔隙结构差，直接导致比表面积低，吸附性能功能弱。

[0046] 实施例1

[0047] 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在100~110℃下烘干24小时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照榛子壳在混合物中重量百分比为10%配比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经过5mol/L的ZnCl2

溶液以液固比为2:1于室温条件下浸泡活化24h，100~11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以

10℃/min的速率真空加热至500℃并保温1.5h；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

水洗涤，100~110℃下烘干后得到生物炭，产率为60 .49%。在吸附性能方面：比表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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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 .11m2/g，碘吸附值为669.15mg/g；重金属固定化比例为：Cu，89.44%；Ni，86.93%；Cr，

62.76%；Cd，74.90%；Zn，87.48%；Pb，81.06%。图2提供了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生物炭的外观

图，固体颗粒均匀细致，有光泽，外观好，无异味；图3提供了本实施例制备的生物炭的SEM

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生物炭的形貌有明显的孔隙结构，以微米、纳米级别孔隙为主，造孔较

深，比表面积较直接热解方法有大幅改善。

[0048] 实施例2

[0049] 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在100~110℃下烘干24小时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照榛子壳在混合物中重量百分比为20%配比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经过3mol/L的ZnCl2

溶液以液固比为3:1于室温条件下浸泡活化24h，100~11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以

10℃/min的速率真空加热至600℃并保温30min；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

子水洗涤，100~110℃下烘干后得到生物炭，产率为56.33%。在吸附性能方面：比表面积为

806.15m2/g，碘吸附值为619.69mg/g；重金属固定化比例为：Cu，91 .10%；Ni，88.64%；Cr，

68.07%；Cd，77.20%；Zn，89.69%；Pb，84.12%。图4提供了本实施例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从

图中可以看出生物炭的形貌有明显的孔隙结构，以微米、纳米级别孔隙为主，孔隙均匀分

布，比表面积较直接热解方法有大幅改善。

[0050] 实施例3

[0051] 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在100~110℃下烘干24小时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照榛子壳在混合物中重量百分比为30%配比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经过4mol/L的ZnCl2

溶液以液固比为3:1于室温条件下浸泡活化24h，100~11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以

10℃/min的速率真空加热至400℃并保温2h；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

洗涤，100~110℃下烘干后得到生物炭，产率为64 .77%。在吸附性能方面：比表面积为

645.39m2/g，碘吸附值为652.56mg/g；重金属固定化比例为：Cu，89.14%；Ni，85.08%；Cr，

63.01%；Cd，75.23%；Zn，88.61%；Pb，80.32%。图5提供了本实施例制备的生物炭的SEM图，从

图中可以看出生物炭的形貌有明显的孔隙结构，以微米、纳米级别孔隙为主，造孔较深，孔

隙分布均匀，比表面积较直接热解方法有大幅改善。

[0052] 实施例4

[0053] 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在100~110℃下烘干24小时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照榛子壳在混合物中重量百分比为5%配比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经过2mol/L的ZnCl2溶

液以液固比为3.5:1于室温条件下浸泡活化24h，100~11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以

10℃/min的速率真空加热至700℃并保温1h；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

洗涤，100~110℃下烘干后得到生物炭，产率为51 .73%。在吸附性能方面：比表面积为

632.54m2/g，碘吸附值为589.27mg/g；重金属固定化比例为：Cu，93.44%；Ni，88.02%；Cr，

63.62%；Cd，77.22%；Zn，89.27%；Pb，83.62%。

[0054] 实施例5

[0055] 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在100~110℃下烘干24小时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照榛子壳在混合物中重量百分比为15%配比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经过3mol/L的ZnCl2

溶液以液固比为3:1于室温条件下浸泡活化24h，100~11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颗粒以

10℃/min的速率真空加热至650℃并保温1h；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酸、去离子水

洗涤，100~110℃下烘干后得到生物炭，产率为54 .30%。在吸附性能方面：比表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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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35m2/g，碘吸附值为607.85mg/g；重金属固定化比例为：Cu，92.14%；Ni，89.42%；Cr，

67.67%；Cd，78.12%；Zn，90.66%；Pb，85.32%。

[0056] 实施例6

[0057] 分别将剩余污泥和榛子壳在100~110℃下烘干24小时后破碎成1mm以下的固体颗

粒；按照榛子壳在混合物中重量百分比为25%配比剩余污泥和榛子壳，经过2.5mol/L的

ZnCl2溶液以液固比为3:1于室温条件下浸泡活化24h，100~110℃下烘干；将烘干后的混合

颗粒以10℃/min的速率真空加热至450℃并保温0.75h；将热解后的混合物依次采用稀盐

酸、去离子水洗涤，100~110℃下烘干后得到生物炭，产率为61.67%。在吸附性能方面：比表

面积为789.19m2/g，碘吸附值为659.89g/mg；重金属固定化比例为：Cu，88.74%；Ni，85.14%；

Cr，64.39%；Cd，76.49%；Zn，89.61%；Pb，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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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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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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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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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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