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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

碳催化材料的方法，该方法包含以下步骤：以高

含水率剩余污泥为原料，首先通过在150‑270℃

中进行水热反应，将污泥絮体解体并初步碳化，

再将所得的污泥悬浮液过滤，所得滤饼在500‑

800℃的保护气氛下煅烧，得到具有高活性的污

泥碳催化材料。以该碳材料为催化剂，可催化过

一硫酸盐有效降解去除水体中的双酚A等有机污

染物。本发明通过水热反应，不仅解决了高含水

率剩余污泥处置前脱水困难的问题，同时提供了

一种污泥中所含水的资源化方法，并有效地提高

了污泥碳材料的催化活性。本发明不仅实现了剩

余污泥中所含生物质和水的处置及资源化，同时

提供了一种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降解去除方法，

实现了“以废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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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1)将剩余污泥搅拌均匀后转移至水热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水热反应的温度为

150‑270℃，水热反应的时间为4‑16h，得到初步碳化的污泥悬浮液；

(2)将步骤(1)所得的污泥悬浮液从水热反应釜中取出，过滤后将滤饼置于60℃烘箱内

干燥，得到污泥干化物；

(3)将步骤(2)所得的污泥干化物转移至管式炉中，在保护气氛下进行煅烧，煅烧温度

为500‑800℃，煅烧时间为3‑6h，煅烧升温速率为2℃/min，再将所得的材料研磨成粉，得到

污泥碳催化材料；

(4)配制20mg/L的双酚A溶液，在室温、搅拌的条件下，将步骤(3)所得的污泥碳催化材

料作为催化剂，以PMS为氧化剂，加入到双酚A溶液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的污泥含水率为84％‑9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的煅烧所用的保护气氛为氮气或氩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的所使用的有机污染物为双酚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的污泥碳材料用量为0.2‑0.5g/L，过一硫酸盐用量为0.2‑0.5g/L，反应温度为25

℃，反应搅拌速率为30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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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弃物处理及其资源化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污泥制备污

泥碳基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活性污泥法是城市污水处理的常用方法，但该法的应用会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

即剩余污泥。剩余污泥附有恶臭，含有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病原菌等，且随着城市

发展产量逐渐增加，为目前急需处理的一大固体废弃物。污泥含水率高达97％，呈胶状，是

一种介于固体和液体的粘稠物。但是污泥运输、堆肥、填埋、焚烧等后续处置，都对污泥含水

率有严格要求。例如，污泥堆肥要求原料含水率低于55％以保证堆体中气体的传质；污泥的

卫生填埋要求其含水率不高于60％(GBT23485‑2009)；污泥的焚烧处置需要其含水率不高

于50％。污泥高含水率的特点限制了污泥的无害化处置，而目前的污泥脱水工艺多采用板

框压滤，脱水后污泥含水率仍能高达80％。因此，高含水率污泥的处置仍然是一大难点。

[0003] 由于污泥中含有微生物形成的菌胶团以及吸附于其表面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污泥

可作为一种富碳废弃物用来制备生物质碳材料。热解碳化是制备污泥碳的常用方法，热解

过程可以减少污泥体积，除去致病菌，固定重金属等。所得的污泥碳经工艺优化或后续处理

可作为吸附剂或催化剂。中国专利CN  102786967  A公开了一种利用污泥制备生物碳的方

法，将初步脱水的污泥(含水率77.63％)放置在炉反应器中，在高温无氧的条件下进行污泥

热解，得到污泥生物碳，实现了污泥的减量化与资源化；中国专利CN  107142118  A公开了一

种利用污泥制备污泥碳基材料的方法，将污泥(含水率为30％‑80％)通过低温烘焙(200‑

350℃)、均混、高温热解、混合、成型固化、活化、冷凝等步骤制备污泥碳基材料。在上述专利

中所使用到的污泥原料，均需要通过初步脱水或烘焙干燥等降低污泥含水率，再进行材料

的制备。

[0004] 近年来，基于活化过一硫酸盐(PMS)产生强氧化性自由基的高级氧化技术(AOPs)，

在降解水体有机污染物等方面受到广泛关注。单一的PMS降解污染物效果不佳，而当向体系

中引入特定条件，如金属氧化剂、碳材料、超声、紫外等催化活化PMS后，污染物的降解速率

和效率可得到有效提升。其中，碳材料由于来源丰富、环保以及良好的稳定性等特点，被认

为是最有前景的催化材料之一。以剩余污泥这一富碳废弃物制备生物碳材料，作为催化剂

活化PMS降解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在解决剩余污泥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的同时降解去除水

体中的有机污染物，实现“以废治污”。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将高含水率污泥制备成污泥碳基催化材料的方法，采

用本发明技术所制备的污泥碳材料，可用于催化PMS降解环境有机污染物，解决高含水率污

泥的脱水困难及污泥资源化的问题，同时实现水体有机污染物的去除。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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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一种高含水率剩余污泥制备碳催化材料的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08] (1)将剩余污泥搅拌均匀后转移至水热反应釜中，进行水热反应，水热反应的温度

为150‑270℃，水热反应的时间为4‑16h，得到初步碳化的污泥悬浮液；

[0009] (2)将步骤(1)所得的污泥悬浮液从水热反应釜中取出，过滤后将滤饼置于60℃烘

箱内干燥，得到污泥干化物；

[0010] (3)将步骤(2)所得的污泥干化物转移至管式炉中，在保护气氛下进行煅烧，煅烧

温度为500‑800℃，煅烧时间为3‑6h，煅烧升温速率为2℃/min，再将所得的材料研磨成粉，

得到污泥碳催化材料；

[0011] (4)配制20mg/L的双酚A溶液，在室温、搅拌的条件下，将步骤(3)  所得的污泥碳催

化材料作为催化剂，以PMS为氧化剂，加入到双酚A溶液中。

[0012] 可选地，在步骤(1)中，所使用的剩余污泥含水率为84‑97％。

[0013] 可选地，在步骤(3)中，污泥煅烧所用的保护气氛为氮气或氩气。

[0014] 可选地，在步骤(4)中，污泥碳材料用量为0.2‑0 .5g/L，过一硫酸盐用量为0.2‑

0.5g/L，反应温度为25℃，反应搅拌速率为300rpm。

[0015] 本发明的创新之处和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首次采用了水热和高温煅烧两步来制备一种高催化活性的污泥碳材

料，用于催化PMS降解水体有机污染物，实现了剩余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和环境污染物的有效

去除，达到了“以废治污”的目的。

[0017] (2)本发明提供的技术直接将剩余污泥中的水作为水热步骤所需的溶剂，在进行

污泥初步碳化的同时实现了污泥絮体解体，提高了污泥的脱水性能，解决了剩余污泥处置

前脱水困难的问题；同时，水热步骤明显地提高了污泥碳的催化活性，首次实现了剩余污泥

中的水在制备污泥生物碳材料方向上的资源化利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所得不同材料催化降解双酚A的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中所得不同材料催化降解双酚A的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3中材料用量对双酚A降解率影响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实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地详细说

明。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实施实例仅用于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

围并不局限于此。

[0022] 实施例1：

[0023] 将13g剩余污泥(含水率97％)加入到100mL水热反应釜内胆中，进行水热反应(190

℃，8h)，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污泥悬浮液过滤，将滤饼放入至60℃烘箱中干燥，得到

污泥干化物。将所得污泥干化物转移至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下以2℃/min的升温速率从室

温升至600℃，保持3h，再在氮气保护下降温至室温，将所得的材料取出后研磨成粉，得到污

泥碳催化材料，命名为  HT‑SC。另准备13g剩余污泥(含水率97％)，于105℃烘箱中干燥后转

移至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下以2℃/min的升温速率从室温升至600℃，保持3h，再在氮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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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下降温至室温，将所得的材料取出后研磨成粉，得到污泥碳催化材料，命名为SC。

[0024] 为验证本发明所提出的水热步骤有效提高了污泥碳的催化活性，实验及对比如

下：配制100mL  20mg/L的双酚A溶液，以300rpm的转速在磁力搅拌器下搅拌，称取40mgSC样

品和40mg  PMS，先将污泥碳催化材料加入至双酚A溶液中，搅拌至液相中双酚A溶液浓度不

变，再加入PMS，定时取样测定体系中剩余的双酚A溶液浓度。根据测定结果，该体系下20min

内双酚A去除率仅达到  33％，降解速率常数为0.0353min‑1。按照上述相同步骤，将SC样品替

换成HT‑SC  样品，该体系下的双酚A在20min降解完全，降解速率常数为0.3134min‑1。该比对

结果如图1所示。

[0025] 实施例2：

[0026] 将13g含水率分别为97％、92％和84％的剩余污泥加入到100mL水热反应釜内胆

中，进行水热反应(190℃，8h)，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污泥悬浮液过滤，将滤饼放入60

℃烘箱中干燥，得到污泥干化物。将所得污泥干化物转移至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下以2/

min的升温速率从室温升至600℃，保持3h，再在氮气保护下降温至室温，将所得的材料取出

后研磨成粉，得到污泥碳催化材料，分别命名为HT‑SC，HT‑SC‑1，HT‑SC‑2。

[0027] 为验证本发明所提出的，剩余污泥的含水率对污泥碳材料催化活性的影响，实验

及对比如下：配制100mL  20mg/L的双酚A溶液，以300rpm的转速在磁力搅拌器下搅拌，称取

40mgHT‑SC样品和40mg  PMS，先将污泥碳催化材料加入至双酚A溶液中，搅拌至液相中双酚A

溶液浓度不变，再加入PMS，定时取样测定体系中剩余的双酚A溶液浓度。根据测定结果，该

体系下20min内双酚A  去除率为100％，降解速率常数为0.3134min‑1。按照上述相同步骤，将

HT‑SC  样品分别替换成HT‑SC‑1和HT‑SC‑2样品，在相同时间内该体系下的双酚A去除率分

别为97％和94％，降解速率常数分别为0.1591min‑1和0.1509min‑1。该比对结果如图2所示。

[0028] 实施例3：

[0029] 将13g剩余污泥(含水率97％)加入到100mL水热反应釜内胆中，进行水热反应(190

℃，8h)，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将污泥悬浮液过滤，将滤饼放入60℃烘箱中干燥，得到污

泥干化物。将所得污泥干化物转移至管式炉中，在氮气保护下以2℃/min的升温速率从室温

升至600℃，保持3h，再在氮气保护下降温至室温，将所得的材料取出后研磨成粉，得到污泥

碳催化材料，命名为  HT‑SC。

[0030] 为验证本发明所提出的技术制备所得污泥碳材料的催化性能，实验及对比如下：

配制100mL  20mg/L的双酚A溶液，以300rpm的转速在磁力搅拌器下搅拌，称取40mgHT‑SC样

品和40mg  PMS，先将污泥碳催化材料加入至双酚A溶液中，搅拌至液相中双酚A溶液浓度不

变，再加入PMS，定时取样测定体系中剩余的双酚A溶液浓度。根据测定结果，该体系下20min

内双酚A去除率为100％，降解速率常数为0.3134min‑1。按照上述相同步骤，将40mg  HT‑SC样

品分别替换成0，20，30，50mg  HT‑SC样品，在相同时间内该体系下的双酚A去除率分别为

3％，69％，94％和100％。该比对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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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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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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