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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城市生活垃圾热解炭化物的

再利用方法，将城市生活垃圾热解炭化获得的炭

材料进行改性，用于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本发明

方法制得的吸附剂成本低，吸附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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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生活垃圾热解炭化物的再利用方法，该方法包括将城市生活垃圾热解得到的炭

材料进行改性，制备重金属离子吸附剂，其中所述改性包括表面接枝单宁类物质，该改性通

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进行：(1)将烷烃溶剂、醇醚类表面活性剂和正己醇按(5-10)：1：l的

体积比加入到一定量的去离子水中配制成混合液，控制温度为25-60℃，磁力搅拌10-60min

后加入定量的炭材料和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并持续反应1-5h，加入适量

氨水促进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水解，待水解完全后加入适量丙酮破乳，

过滤即获得氨基化的炭材料，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并干燥后备用；(2)取一定量上述制得的

氨基化炭材料加入到含柿子单宁的溶液中，搅拌5-20h后加入10.0-30.0mL  2-乙基-4-甲基

咪唑，于20-50℃下再反应10-30h，过滤洗涤，30-60℃真空干燥10-30h，即得到炭材料接枝

柿子单宁的吸附剂；

所述城市生活垃圾热解制备炭化物包括以下步骤：

(1)将作为废物的垃圾进行分拣预处理，除去垃圾中的不可燃固体物，然后将垃圾装入

垃圾输运装置；

(2)使垃圾输运装置穿过高温蒸馏炭化装置；

(3)从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上部取出气体物流；

(4)使该气体物流以气态形式通过催化剂床；

(5)将来自催化剂床的流出物进行冷凝和分离，获得液体可燃物和水，所述催化剂为下

式所示的催化剂：Ni-Cu-Pd-Co2O3-Fe2O3/Al2O3，其中Ni、Cu、Pd、Co、Fe的摩尔比为(1-2):(5-

10):(0.1-0.5):(1-2):(10-20)，基于催化剂总重量计，Ni-Cu-Pd-Co2O3-Fe2O3活性成分的

含量为2-8％；

(6)从穿过高温蒸馏炭化装置的垃圾输运装置获得炭材料即热解炭化物；

其中高温蒸馏炭化装置通过高温无氧蒸汽进行加热，所述高温无氧蒸汽的温度为250-

600℃，所述高温无氧蒸汽的压力为0.2-1.0MPa；所述高温无氧蒸汽中包含10-80v.％氮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不可燃固体物包括渣土、玻璃、石块、陶瓷和金

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所述高温无氧蒸汽的温度为2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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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热解炭化物的再利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物资源化再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城市生活垃圾热解炭化物的再

利用方法，更具体地涉及将所述炭化物即炭材料进行改性制备吸附剂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活性炭是一种多孔性的含炭物质，它具有高度发达的孔隙构造，具有很高的比表

面积，是一种极优良的吸附剂。而其吸附作用是通过物理性吸附力与化学性吸附力达成。其

组成物质除了炭元素外，尚含有少量的氢、氮、氧及灰份，其结构则为炭形成六环物堆积而

成。由于六环炭的不规则排列，使得活性炭具有多微孔体积及高表面积的特性。

[0003] 城市生活垃圾通常是指城市固体废弃物，是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或为城市日常生

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其主要成分包括厨余物、废纸、废塑料、废织物、

废金属、废玻璃陶瓷碎片、砖瓦渣土、粪便、废家用什具、废旧电器和庭院废物等。随着经济

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使得城市的数量和城市的规模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发生膨

胀，由于城市中的居住人口和城市面积急剧增大，城市生活垃圾总量随之大幅度增加。

[0004] 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年产量高达1.8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约为440公

斤，且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迅猛增加，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将达到

4.09亿吨。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人均垃圾产生量相对较高，其增长速率到达20％左

右。

[0005] 如果对这些垃圾不能妥善的处理和处置，那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重金属、病原微

生物等)就会通过一定的环境介质如土壤、大气、地表或地下水进入生态系统中并形成污

染。这不仅会破坏生态环境，导致不可逆的生态变化，而且还会对动植物安全以及人类的健

康造成危害。

[0006] 目前垃圾处理只能通过焚烧处理来减少垃圾容量。焚烧处理法会产生二噁英等各

种危害环境的污染物质，安全的垃圾焚烧处理设备价格高、投资规模大，焚烧处理只能通过

处理费用来维持运营，一般垃圾中树脂、塑料类占10％左右，剩下的就是餐厨、纸、木片等。

[0007] CN103949214A公开了一种以中药渣为原料的重金属吸附活性炭，其是将中药渣按

根茎残渣质量百分含量分类后分别经高温炭化及水蒸汽活化，再混合后与过氧化氢进行氧

化反应，然后经甲基丙烯酸进行改性及利用交联剂固化，最后烘干、粉碎制备而成。

[0008] CN104150480A公开了一种吸附重金属用超高比表面积活性炭的制备方法，通过将

生物质原料干燥、粉碎至60～100目后放入微波反应器中，通入N2，控制微波功率、碳化温度

进行微波碳化，微波碳化50～100min后，冷却得炭化料。取炭化料与有机醇盐活化剂按1:1

～10的质量比研磨混合均匀后，放入气氛炉中升温至800～1000℃并保温100～300min，冷

却至室温取出，经盐酸洗后，再水洗至中性，干燥，即得活性炭。

[0009] CN102746903A公开了一种把生活垃圾干馏-气化炉分割成多个标准干馏处理单

元，根据不同处理能力的需要，组合成大型的生活垃圾干馏-气化炉，标准干馏处理单元为

立方形炉体，上方设置垃圾的干馏段和干燥段，利用垃圾处于无氧状态下先把垃圾干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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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出干馏煤气和碳化物残渣，碳化物在下方燃烧层燃烧产生高温，以水蒸汽和空气作气化

剂，还原层高温状态下的碳化物把燃烧产生的CO2和水蒸气还原，生成气化煤气，就不产生

二噁英；高温的气化煤气在上升的过程中把垃圾干馏段的垃圾加热、干馏，继续上升把干燥

段的垃圾加烘干，把垃圾中的有机物转变为清洁燃气，收集干馏煤气和气化煤气进行利用，

实现无二噁英、无废气排放。

[0010] CN104263388A公开了一种垃圾炭化反应系统包括反应釜、反应箱、蒸汽发生器和

控制装置，其中，蒸汽发生器连接反应釜，所述蒸汽发生器用于向所述反应釜提供蒸汽；所

述反应箱用于放置垃圾，当反应时，将所述反应箱推入所述反应釜反应生成碳化混合物；当

反应完成后，将所述反应箱从所述反应釜中拉出。

[0011] CN102606236A公开了一种内置蒸汽管式垃圾处理废热发电系统，包括有垃圾气化

炉和汽轮蒸汽发电装置，其中，汽轮蒸汽发电装置包括有蒸汽发生器、蒸汽排出管、蒸汽包、

汽轮机和发电机，蒸汽包、汽轮机和发电机依次连接，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汽发生器设在垃

圾气化炉内；蒸汽发生器是由上环形管、多个直管和下环形管构成的圆柱笼形结构，每个直

管的两端分别和上环形管和下环形管相连通；所述上环形管与蒸汽排出管的一端连通，蒸

汽排出管的另一端与蒸汽包相连通，所述下环形管上连通有进水管。

[0012] CN104976621A公开了一种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炉，炉体由外向内包括焚烧炉外壳、

耐火砖层、焚烧炉内胆；炉体底部设有排渣部件，水密封部件；其特征在于，炉体上部设有空

气进气口、可燃气出口；炉体底部设有水蒸气进口；炉体顶部设有水蒸气出口；在耐火砖层

和焚烧炉内胆之间设有一中空夹层；该夹层底部与炉体内底部连通，该夹层上部与可燃气

出口连通；该夹层中设有空气进气通道，该空气进气通道上部与炉体上部所设的空气进气

口连通，空气进气通道的下部与炉体内底部连通。

[0013] CN204325273U公开了一种以水蒸汽为气化介质的垃圾等离子体气化炉，包括上部

的垃圾气化室与下部的高温水蒸汽发生室，垃圾气化室与高温水蒸汽发生室之间设置有间

隔排列的水冷炉拱，水冷炉拱将垃圾气化室与高温水蒸汽发生室分开；所述高温水蒸汽发

生室的内壁周向布置两个等离子体炬，采用低温水蒸汽作为等离子体炬的工作气体。

[0014] WO2011/000513A1公开了一种综合垃圾处理系统和方法，其包括可燃垃圾源的使

用，用于从可回收材料中分离所述的可燃垃圾的分离器，用于将所述的可燃垃圾干燥以产

生热解原料的真空干燥器和用于将所述的热解原料高温分解以生成焦炭和热解气体的热

解器。

[0015] GB2006/002409A公开了一种用于处理垃圾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i)(a)气化步

骤，所述气化步骤包括在氧和蒸汽存在下在气化单元中处理所述垃圾，以产生废气和炭，或

者(b)热解步骤，所述热解步骤包括在热解单元中处理所述垃圾，以产生废气和炭；和(ii)

等离子体处理步骤，所述等离子体处理步骤包括在氧存在下和任选地在蒸汽存在下在等离

子体处理单元中对所述废气和炭进行等离子体处理。

[0016] 在“浅析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处理方式”，章备，中国市政工程，2013年6月，第3

期(总第166期)，53-55中，介绍了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已从传统的填埋、焚烧和生化处理方

式逐步过渡至循环经济和资源化处理，并且介绍了生活垃圾封闭式低温炭化处理和有机质

固废处理厂的项目建设，指出生活垃圾封闭式内循环低温炭化技术是一种固体生物质的热

化学加工方法，该工艺产生高热值气态燃料，该技术资源化程度较高，部分垃圾渗滤液、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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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水经过生化处理后也可达标排放。

[0017] 在上述文献和其它现有技术中，对垃圾的综合利用程度不高，并且制得产品品质

较低。因此需要一种能够使垃圾得到综合利用的资源化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18]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人经过深入和系统研究，充分结合城市生活垃圾的组成，

在整个垃圾处理的全流程工艺环节进行了全面研究和优化，提供了以下垃圾综合利用处理

方法。

[0019] 在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垃圾的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作为废物的垃圾进行分拣预处理，除去垃圾中的不可燃固体物，然后将垃圾装入垃圾

输运装置；(2)使垃圾输运装置穿过高温蒸馏炭化装置；(3)从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上部取出

气体物流；(4)使该气体物流以气态形式通过催化剂床；(5)将来自催化剂床的流出物进行

冷凝和分离，获得液体可燃物和水；(6)从穿过高温蒸馏炭化装置的垃圾输运装置获得炭材

料即热解炭化物。

[0020] 所述垃圾优选为城市生活垃圾。

[0021] 所述炭材料即为活性炭。

[0022] 本领域一般认为，垃圾制得的炭材料由于含有的杂质例如有机质过多，比表面积

偏小，孔隙结构不合理，不能够用于高规格吸附剂的制备，只能用于普通吸附剂的制备。然

而，本发明人经研究发现，本发明制得的炭材料能够非常良好的用于吸附剂的制备。推测其

原因，在垃圾高温蒸馏炭化过程中，会产生酸例如HCl，其在高温蒸汽环境下对形成过程中

的炭和最后制得的炭起到了良好的活化作用，同时，由于高温高压蒸汽的作用，有机质随蒸

汽物料被充分除去，使炭材料中的有机质含量极低。

[0023] 优选地，所述预处理还包括将除去渣土、玻璃、石块、陶瓷和金属后的垃圾进行粉

碎。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要去除的物质不限于渣土、玻璃、石块、陶瓷和金属，

只要是不可炭化的无机或金属固体物等物质，都尽可能予以去除。

[0024] 优选地，所述改性包括表面接枝单宁类物质。

[0025] 从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上部取出气体物流优选以连续方式进行。

[0026] 高温蒸馏炭化装置通过高温无氧蒸汽进行加热。

[0027] 所述高温无氧蒸汽的温度优选为250-600℃，更优选270-400℃，最优选300-350

℃。所述高温无氧蒸汽的压力优选为0.2-1.0MPa。

[0028] 优选地，其中所述高温无氧蒸汽中包含氮气。更优选地，氮气含量为10-80v.％，更

优选20-60v.％。

[0029] 就本发明而言，与现有技术中的单纯干馏相比，氮气的存在能够避免垃圾在碳化

过程中发生燃烧，使产生的炭具有较高的热值。另外，与现有技术中纯粹的蒸汽气化相比，

氮气的存在还可以增加加热介质热值，提高加热效率从而提高炭化效率，同时还可以节约

蒸汽用量，更重要地，通过氮气的加入，可以为后续馏出物的催化提质提供所需的催化条

件，例如调节所需的蒸汽分压，因为过高的蒸汽压会导致催化提质难以有效进行，氮气的加

入可以降低气体物流即馏出物中的蒸汽分压。

[0030] 本发明人发现，在现有的垃圾蒸汽处理技术中，往往忽略了针对垃圾的组成有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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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地选择蒸汽处理条件，忽略了垃圾组成的差异，导致垃圾处理效率较低。本发明人经过

大量研究，根据不同的垃圾组成选择不同的蒸汽处理条件，获得了良好的蒸汽处理效果。特

别地，选择如下高温蒸馏炭化处理条件：高温无氧蒸汽的温度为250-450℃，优选280-320

℃；高温无氧蒸汽中的氮气含量为10-30v.％，优选10-20v.％；在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中的停

留时间为5-12h，优选6-10h。

[0031] 在本发明中，制得的炭材料的BET比表面积可以为100-600m2/g，优选约200-500m2/

g；大孔体积可以为5.0-10.0μL/g，大孔体积占总孔体积的60-90％，优选70-90％。这样的比

表面积和孔体积分布(尤其是大孔分布)使该由该炭材料制得的吸附剂具有极佳的吸附容

量和重金属吸附选择性。

[0032] 所述炭材料优选通过包括下面步骤的方法进行改性：以制得的炭材料为载体，以

咪唑类化合物作为交联剂，通过所述交联剂以共价交联的方式将丹宁固载在炭材料上，制

得吸附剂。

[0033] 优选地，所述炭材料优选通过包括下面步骤的方法进行改性：以制得的炭材料为

载体，用氨基化试剂对炭材料进行表面改性使表面具有-NH2基团，然后以咪唑类化合物作

为交联剂，通过所述交联剂以共价交联的方式将丹宁固载在炭材料上，制得吸附剂。

[0034] 单宁分子结构的B环上含有大量的能够同金属离子配位络合的邻位酚羟基，同时

其C环上还含有棓酰基，因而对各种金属离子表现出较高的亲和性。但是单宁通常是水溶性

化合物，需要负载在水不溶载体上制备成水不溶吸附剂才能使用。单宁分子中的很多位点

都具有很高的亲核反应活性，可通过曼尼希反应将其接枝到含-NH2的载体上来制备新型吸

附剂。

[0035] 所述单宁优选为柿子单宁。

[0036] 在用咪唑类化合物对炭材料进行交联之前，优选用氨基化试剂对炭材料进行表面

氨基化处理。

[0037] 所述氨基化试剂优选为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0038] 制得的吸附剂对Hg2+、Cu2+、Cd2+等重金属离子具有良好的吸附作用。

[0039] 通过本发明方法进行改性制得的吸附剂，具有较高的吸附容量和再生稳定性。研

究发现，炭材料的表面具有较大的单宁接枝量，对于Cu2+、Hg2+、Cd2+等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去

除具有吸附容量大、吸附速率快、吸附选择性高和易于解吸等特点，可用于水体中重金属的

吸附去除。

[0040] 优选地，所述改性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进行：(1)将烷烃溶剂、醇醚类表面活

性剂和正己醇按(5-10)：1：l的体积比加入到一定量的去离子水中配制成混合液，控制温度

为25-60℃，磁力搅拌10-60min后加入定量的炭材料和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

烷，并持续反应1-5h，加入适量氨水促进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水解，待水

解完全后加入适量丙酮破乳，过滤即获得氨基化的炭材料，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并干燥后

备用；(2)取一定量上述制得的氨基化炭材料加入到含柿子单宁的溶液中，搅拌5-20h后加

入10.0-30.0mL  2-乙基-4-甲基咪唑，于20-50℃下再反应10-30h，过滤洗涤，30-60℃真空

干燥10-30h，即得到炭材料接枝柿子单宁的吸附剂。

[0041]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改性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进行：(1)将环已烷、聚乙二醇

单壬基苯基醚和正己醇按6：1：l的体积比加入到一定量的去离子水中配制成混合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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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30℃，磁力搅拌5min后加入定量的炭材料和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并持续反应2h，加入适量氨水促进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水解，待水解完

全后加入适量丙酮破乳，过滤即获得氨基化的炭材料，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并干燥后备用；

(2)取50g氨基化炭材料加入到200.0mL含柿子单宁10.0g的溶液中，搅拌12h后加入20.0mL 

2-乙基-4-甲基咪唑，于40℃下再反应20h，过滤洗涤，40℃真空干燥24h，即得到炭材料接枝

柿子单宁的吸附剂。

[0042] 在本发明中，发明人研究进一步发现，选择本发明的高温蒸馏炭化条件，是由于塑

料橡胶类物质是高温蒸馏炭化过程中生物油的来源之一，相比较厨余垃圾和木草等成分，

其对水蒸汽蒸馏炭化条件非常敏感，当其含量高时，需要应用较高的温度和水蒸汽使其分

解，但是蒸馏炭化时间又不能过长，否则很容易使产生的生物油分解成小分子气体，导致生

物油收率降低，并产生有害副产物。

[0043] 当垃圾中有机类物质含量较高时，上述蒸汽处理条件特别有利于产生液体可燃物

的产生；而有机类物质含量较低时，特别有利于炭材料的产生。

[0044]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催化剂床中的催化剂为炭负载的铁基催化剂。

[0045] 在本发明的一个特别优选的实施方式中，本发明人经过大量研究，开发了一种能

够有效地对从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上部取出的气体物流中的生物油进行加氢提质的催化剂，

该催化剂包含载体和负载在所述载体上的活性成分，其中载体优选为氧化铝，催化活性组

分可以为Fe2O3与至少两种过渡金属以及至少一种贵金属的混合物。所述过渡金属选自Ni、

Cu、Fe、Ce等，所述贵金属选自Pt、Pd、Ru等。

[0046] 在一个特别优选的实施方案中，炭负载的催化剂可以为下式所示的催化剂：Ni-

Cu-Pd-Co2O3-Fe2O3/Al2O3，其中Ni、Cu、Pd、Co、Fe的摩尔比为(1-2):(5-10):(0.1-0.5):(1-

2):(10-20)，基于催化剂总重量计，Ni-Cu-Pd-Co2O3-Fe2O3活性成分的含量为1-10％，优选

2-8％，更优选5％。

[0047] 生物油的成分通常比较复杂，主要可包括酸类、醛类、酮类、醇类、酚类、呋喃类、酯

类、醚类和少量含氮化合物以及其他多功能化合物。由于生物油热稳定性差、酸性和腐蚀性

强、含水量高、热值低以及不易与石油基产品互溶等特性，因此目前生物油只能实现初级应

用例如用于工业窑炉和燃油锅炉等热力设备，不能替代石油产品直接应用于内燃机或涡轮

机的燃烧，无法满足现代高品位的工业应用。为了提高生物油应用性，需要将其转变为高品

位的液体燃料，达到运输燃料的要求，从而实现替代或部分替代石油产品，这就必须对生物

油进行改性提质，使其化学组分由碳氢氧化合物转化为碳氢化合物。如何有效地对生物油

进行提质的关键之一在于催化剂的开发。

[0048] 研究发现，在本发明的上述催化剂中，Niδ+比常规的Moδ+具有更高的活性，Ni的使

用可以高选择性地获得C6-C12烃(优选烷烃)，Cu的使用可以高选择性地获得C16烃(优选烷

烃)，Ni、Cu的同时使用，惊奇地发现，还可以确保获得一定量的C18和C19烃，表面Ni、Cu的使

用能够使生物油中的C-O键有效发生氢解反应。

[0049] 与一般的生物质油提质不同，在本发明的气体物流中，含有较高比例的蒸汽，因此

对催化剂的水热稳定性提出了非常高要求。常规的用于生物质油提质的催化剂不能用于本

发明的气体物流的提质。铁催化剂是脱除植物基物料中氧的一种常见催化剂，然而铁催化

剂遇水时失效，而钯催化剂遇水时虽然有效，但它除氧的效果不是很好，并且较为昂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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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中加入极少量的钯，可获得很好的协同作用。发明人研究发现，少量钯的加入有助于氢

覆盖于催化剂中铁的表面，使反应加速，并防止水阻断反应，因而氢耗小，在活性、稳定性和

选择性方面远远好于单独的铁催化剂，其催化寿命可提高2倍以上。

[0050] 本发明人经研究还发现，Co的加入有利于降低催化活性组分的晶粒尺寸，使活性

组分在载体中的分散度高，并且可以减少催化剂附聚，这对于提高催化活性组分的活性、选

择性和稳定性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如果Co量过大，则Co会覆盖加氢活性中心Ni、Cu等，

从而降低催化剂的活性。

[0051] 上述特别优选的催化剂在先前文献中尚未见报道，其是本发明针对从垃圾回收的

气体物流和生物油的具体组成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的，取得了良好的提质效果。

[0052] 该催化剂可以采用本领域常规的浸渍煅烧法进行制备。具体地，按上述比例称取

一定量的前体盐如Ni(NO3)2、Cu(NO3)2、Pd(NO3)2、Co(NO3)2、Fe(NO3)3(或它们的水合物形式)

和柠檬酸，加去离子水溶解，搅拌均匀，配成浓度为0.5-1 .5mol/L的溶液，称取一定量的

Al2O3(优选α-Al2O3和γ-Al2O3的混合物，其二者重量比优选为1:3)放入反应容器中，将配好

的溶液倒入反应容器内，置于带有搅拌器的恒温加热油浴装置内加热，在60-120℃温度下

搅拌1h-10h，然后放入干燥箱中100℃-120℃干燥12h，随后将得到的催化剂前驱体置于马

弗炉中于氮气气氛下在300℃-600℃煅烧1h-6h，然后在H2存在下于200-300℃下还原活化，

制得Ni-Cu-Pd-Co2O3-Fe2O3/Al2O3催化剂。

[0053] 就本发明而言，所述气体物流优选基本不含二噁英。因在无氧状态下升温蒸馏，所

以不会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可以保护大气环境。这相比于普通的焚烧法具有很大的优

势。

[0054] 优选地，其中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中使用的高温无氧蒸汽来自高压贯流蒸汽炉。

[0055] 在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根据前述方法获得的液体可燃物。优选地，所述液体

可燃物中氧含量低于10重量％，优选低于5重量％，更优选低于2重量％。进一步地，该液体

可燃物的高位热值大于40MJ/kg。

附图说明

[0056]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高温蒸馏炭化装置的俯视图；

[0057] 图2是根据本发明实施例1获得的炭材料的SEM图。

具体实施方案

[0058] 下面结合以下实施例和对比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

式不限于此。

[0059] 实施例1

[0060] 选取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五路居垃圾压缩转运站的城市生活垃圾，所述垃圾的组成

经检测如下表1所示：

[0061] 表1：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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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通过以下步骤对上述垃圾进行高温蒸馏炭化：通过垃圾分选机例如比重分选机除

去垃圾中的渣土、玻璃、石块、陶瓷和金属后，将垃圾装入垃圾输运装置，然后将垃圾粉碎；

使垃圾输运装置穿过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从高温蒸馏炭化装置上部取出气体物流；使该气

体物流以气态形式通过催化剂床；将来自催化剂床的流出物进行冷凝和分离，获得液体可

燃物和水；从穿过高温蒸馏炭化装置的垃圾输运装置获得炭材料。所述高温蒸馏炭化装置

通过高温无氧蒸汽进行加热，高温无氧蒸汽的温度为320℃，高温无氧蒸汽中的氮气含量为

12v.％，处理平均时间为8.0小时。所述炭材料通过下面方法进行改性：将环已烷、聚乙二醇

单壬基苯基醚和正己醇按6：1：l的体积比加入到一定量的去离子水中配制成混合液，控制

温度为30℃，磁力搅拌5min后加入定量的炭材料和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

并持续反应2h，加入适量氨水促进N-(β-氨乙基)2-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的水解，待水解完

全后加入适量丙酮破乳，过滤即获得氨基化的炭材料，用去离子水反复洗涤并干燥后备用；

取50g氨基化炭材料加入到200.0mL含柿子单宁10.0g的溶液中，搅拌12h后加入20.0mL  2-

乙基-4-甲基咪唑，于40℃下再反应20h，过滤洗涤，40℃真空干燥24h，即得到炭材料接枝柿

子单宁的吸附剂。

[0064] 经测试，该吸附剂在含0.05重量％Hg2+的废水处理中的平衡吸附量为60mg/g，再生

16次后，吸附能力仅下降到最初的81％。

[0065] 对比例1

[0066] 重复实施例1的操作，不同之处在于采用市售活性炭(得自广东和风环境技术公

司)进行改性来制备吸附剂。

[0067] 经测试，该吸附剂在含0.05重量％Hg2+的废水处理中的平衡吸附量为68mg/g，再生

16次后，吸附能力仅下降到最初的85％。

[0068] 对比例2

[0069] 重复实施例1的操作，不同之处在于炭材料为未经改性，直接用作重金属离子的吸

附剂。

[0070] 经测试，该吸附剂在含0.05重量％Hg2+的废水处理中的平衡吸附量为8mg/g，再生8

次后，吸附能力仅下降到最初的31％。

[0071] 由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可以看出，本发明方法获得的炭材料与价格较高的市售活

性炭相比，吸附能力和再生能力没有明显差异，因此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另外，在采用本

发明方法进行改性后，吸附容量显著增加，吸附有效性也得到很大提高。

[0072] 由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清楚地可以看出，本发明的方法成功地将炭制得炭应用到

催化剂的制备中，与昂贵的市售活性炭相比，在催化剂寿命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催化加氢脱

氧效果略有降低，从而极大地节约了成本。尤其是在催化剂需要回收金属组分再生而需要

说　明　书 7/8 页

9

CN 106362689 B

9



大量活性炭的情况下，活性炭的成本对整个工艺的经济性起到关键作用。

[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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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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