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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及其

制备方法，原料包括粉煤灰、废铝灰和镁渣，添加

造孔剂及负载二氧化钛（P25）的方法，制备出无

机非金属多孔光催化材料。本发明提供的除臭剂

具有密度低、气孔率高、比表面积大等特点，具有

良好的吸附作用，可有效清除垃圾填埋场中的臭

味，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尤其对大宗工业固废低

成本、高附加值的利用作出一定的贡献，为解决

废弃物的环境污染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达到了

以废制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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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除臭剂原料为：混料100份，助溶剂10

~30份，造孔剂0.5~2份，二氧化钛（P25）10~30份；所述混料由粉煤灰、铝灰、镁渣中的两者或

三种混合组成，份数均为质量份数；

制备方法为：

1）混料：将粉煤灰、铝灰、镁渣放入星式球磨机中研磨，  料：球：水=1:1:1混合8~12h，在

100℃下干燥，将干燥好的混料过200目的筛子，得混料；

2）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的制备：称取100重量份的混料，助溶剂10~30份，造孔剂0.5~2

份，加入一定量浓度为5%的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一定时间后烘干，得烘干的无机非金属多

孔材料；

3）烧成：将上述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放入马弗炉中，先以3~5℃/min的速率升温至400

℃，保温20min；接着以9℃/min的速度继续升温至700℃，保温1h，再以15℃/min的速度升温

至800℃~900℃，在此温度下保温30min，后冷却至室温，得烧成好的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

4）无机非金属多孔光催化材料的制备：按照配方比例，将一定量的二氧化钛（P25）与一

定量的烧成好的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在甲醇溶液中搅拌均匀，在100℃烘箱中干燥，然后在

400℃~600℃马弗炉煅烧得到无机非金属多孔光催化材料，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的组成为：SiO2含量

30%~50%，Al2O3含量10%~35%，CaO含量15%~50%，MgO含量5%~15%，Fe2O3含量为3%~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助熔剂为硼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助溶剂的粒度为300~
400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造孔剂为碳酸钙、氧

化钙、硫酸钙、二氧化锰、碳粉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孔剂的粒度为300~400

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浓度为5%的聚乙烯醇水

溶液的加入量为混料质量的3-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除臭剂原料为：混

料由粉煤灰30份、铝灰50份、镁渣20份组成，硼砂10份，碳酸钙1份，二氧化钛（P25）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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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领域，涉及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是长期以来资源循环利用率不高，特别是典型的大宗工

业固废多还处于筑路回填等低价值利用状态。部分种类的固废在存放过程中还对大气、水

资源造成一定的污染，既造成环境污染，又造成资源的浪费。

[0003] 粉煤灰是煤炭燃烧后烟气粉尘和炉低灰渣的统称，目前粉煤灰综合利用率在60份

左右，已累计堆存20亿吨。目前，我国粉煤灰的利用主要集中建筑材料领域，高附加值利用

粉煤灰的的量还很低，所以粉煤灰的资源化已成为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0004] 镁渣是冶炼镁时产生的废渣，铝灰是电解铝时产生的废渣。目前，由于尚无特别有

效的方法能够直接处理或者利用镁渣(铝灰)，因此针对镁渣(铝灰)的处理方法一般为填埋

或者直接丢弃；而填埋镁渣(铝灰)的处理方式不仅占用大量的土地、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

的破坏和污染，所以对镁渣(铝灰)的高附加值利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0005] 目前在填埋场所使用的垃圾出除臭剂存在吸附量低、成本高，除臭效率差这一缺

点。

发明内容

[0006] 目的：为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

充分利用工业固废的性质，能有效的吸附和降解垃圾填埋场的臭味，而且充分利用资源，具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的功能。

[0007] 一种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除臭剂原料为：混料100份，助溶剂

10～30份，造孔剂0.5～2份，二氧化钛(P25)10～30份；所述混料由粉煤灰、铝灰、镁渣中的

两者或三种混合组成，份数均为质量份数；

[0008] 制备方法为：

[0009] 1)混料：将粉煤灰、铝灰、镁渣放入星式球磨机中研磨，料：球：水＝1:1:1混合8～

12h，在100℃下干燥，将干燥好的混料过200目的筛子，得混料；

[0010] 2)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的制备：称取100重量份的混料，助溶剂10～30份，造孔剂

0.5～2份，加入一定量浓度为5％的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一定时间后烘干，得烘干的无机

非金属多孔材料；

[0011] 3)烧成：将上述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放入马弗炉中，先以3～5℃/min的速率升温

至400℃，保温20min；接着以9℃/min的速度继续升温至700℃，保温1h，再以15℃/min的速

度升温至800℃～900℃，在此温度下保温30min，后冷却至室温，得烧成好的无机非金属多

孔材料；

[0012] 4)无机非金属多孔光催化材料的制备：按照配方比例，将一定量的二氧化钛(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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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定量的烧成好的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在甲醇溶液中搅拌均匀，在100℃烘箱中干燥，然

后在400℃～600℃马弗炉煅烧得到无机非金属多孔光催化材料，即得。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的组成为：SiO2含量

30％～50％，Al2O3含量10％～35％，CaO含量15％～50％，MgO含量5％～15％，Fe2O3含量为

3％～10％。

[0014]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助熔剂为硼砂。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助溶剂的粒度为300～400目。

[0016]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造孔剂为碳酸钙、

氧化钙、硫酸钙、二氧化锰、碳粉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孔剂的粒度为300～400目。

[0018]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浓度为5％的聚乙烯

醇水溶液的加入量为混料质量的3-5％。

[0019]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除臭剂原料为：

混料由粉煤灰30份、铝灰50份、镁渣20份组成，硼砂10份，碳酸钙1份，二氧化钛(P25)10份。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环保型垃圾除臭剂及其制备方法，具有密度低、气孔率

高、比表面积大等特点，具有良好的吸附作用，可有效清除垃圾填埋场中的臭味，工艺简单，

成本低廉，尤其对大宗工业固废低成本、高附加值的利用作出一定的贡献，为解决废弃物的

环境污染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达到了以废制废的目的。不仅工艺简单，除臭效果好，而且

有效解决了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效率低、污染环境的额问题，而且大大降低了垃圾除臭剂的

生产成本，而且负载TiO2，使得除臭更加彻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好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做具体说明：本发明中百分比均为质量百分比。

[0022] 以下实施例中，粉煤灰来自宁夏当地的某发电厂，铝灰来自当地的某电解铝厂，镁

渣来自当地的某镁厂。其化学成分见表1、表2、表3。

[0023] 表1镁渣的化学组成(wt％)

[0024]

项目 CaO SiO2 Fe2O3 MgO

镁渣 49％ 39.6％ 5.1％ 8％

[0025] 表2粉煤灰的化学组成(wt％)

[0026]

项目 CaO SiO2 Fe2O3 MgO

粉煤灰 7.5％ 45％ 6％ 1.23％

[0027] 表3铝灰的化学组成(wt％)

[0028]

项目 CaO SiO2 Fe2O3 MgO Al2O3 TiO2

铝灰 3.43％ 12％ 8％ 2.34％ 30％ 2.5％

[0029] 实施例1

[0030] 该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以工业固废为原料制备一种环保型的垃圾除臭剂的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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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将30份粉煤灰、30份铝灰、40份镁渣放入星式球磨机中研磨10h，料：球：水＝1:

1:1。

[0032] 2)将上述混样在100℃的烘箱中干燥5小时，后过200目的筛子，备用。

[0033] 3)称取100份重量的上述混料，加入10份硼砂，1份碳酸钙，3份5％的聚乙烯醇水溶

液，搅拌1h后烘干。

[0034] 4)将烘干样放入马弗炉中，先以4℃/min的速率升温至400℃，保温20min；接着以9

℃/min的速度继续升温至700℃，保温1h，再以15℃/min的速度升温至850℃，在此温度下保

温30min，后冷却至室温。

[0035] 5)将10份二氧化钛(P25)与100份已制备好的无机非金属多孔材料在甲醇溶液中

搅拌均匀，在100℃烘箱中干燥，然后在450℃马弗炉煅烧得到无机非金属多孔光催化材料。

[0036] 实施例2

[0037] 该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以工业固废为原料制备一种环保型的垃圾除臭剂的方法，其

包步骤同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改变粉煤灰、镁渣、铝灰、碳酸钙及二氧化钛(P25)的量，其他

工艺技术条件不变，光催化降解H2S的测试方法：用玻璃管(直径70mmx600mm)用于测试无机

非金属光催化材料的光催化活性，在玻璃管的中部用玻璃板将玻璃管分成上下两部分，上

部放式样，通入混合气体；下部密封。在氙灯(300Wm2)模拟太阳光进行光照，根据输入气体

和输出气体中的H2S的浓度计算可得光催化效率，见下表：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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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由上表可知，制备的无机非金属光催化材料有一定的光催化活性，且实施例10：当

粉煤灰为30份、镁渣为20份，铝灰为50份，碳酸钙为1份，二氧化钛(P25)为10份时，光降解效

率最好，而且铝灰中含有少量TiO2.大大增加了光催化活性。

[0041] 除臭实验

[0042] 将本发明的实施例1-10作为除臭剂，以4％的投入量均匀散在垃圾填埋场的垃圾

上，同一地点的垃圾分为几份，当天12：00将无机非金属光催化材料投入垃圾上，在当天不

同时间点采用硫化氢分析仪检测中转站硫化氢的含量(mg/m3)试验结果如表所述：

[0043]

[0044] 从上述试验结果得知本发明的无机非金属光催化除臭材料能显著去除垃圾填埋

场的臭味，说明制备的此除臭剂具有一定的经济适性。

[0045] 以上已以较佳实施例公开了本发明，然其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

或者等效变换方式所获得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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