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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

性焦的方法,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和重相煤

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粒度小于10mm的焦炭

筛下物和/或焦化除尘灰，所述重相煤沥青为软

化点为70℃～95℃的沥青尾料；含碳化工废料的

组成按质量百分比为重相沥青25％～45％、焦粉

55％～75％；具体制备过程包括：将重相煤沥青、

焦粉分别粉碎，然后按配比均匀混合得到混合原

料；向混合原料中加入焦油和水组成的粘结剂，

然后混捏成型；对成型物料进行炭化和活化处理

得到活性焦。本发明不仅解决了化工大量尾料及

废弃物无法再次利用或利用价值过低的问题，同

时生产出环保行业需求量日趋增大的活性焦产

品，降低钢铁企业脱硫脱硝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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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

和重相煤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粒度小于10mm的焦炭筛下物和/或焦化除尘灰，焦粉中

固定碳的质量分数为75％～80％，灰分的质量分数为10％～18％，挥发分的质量分数为

0.3％～1.5％，全硫的质量分数为0.5％～1.2％；所述重相煤沥青为软化点为70℃～95℃

的沥青尾料，该重相煤沥青的结焦值为50％～60％，喹啉不溶物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0％～

20％；含碳化工废料的组成按质量百分比为重相沥青25％～45％、焦粉55％～75％；具体制

备过程包括：

步骤1，将重相煤沥青、焦粉分别粉碎至180～200目通过率达90％，然后按配比均匀混

合得到混合原料；

步骤2，向混合原料中加入粘结剂，然后混捏成型，得到成型物料；

步骤3，对成型物料进行炭化和活化处理，得到活性焦。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

结剂由焦油和水组成，按混合原料质量分数的5％～20％外加焦油，按混合原料质量分数的

1％～10％外加水。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活化

处理后的活性焦进行筛分，得到直径为8～12mm的成型活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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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活性炭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相对于活性炭而言，活性焦的孔隙结构合理、比表面积适中、耐磨强度高和着火点

高，而且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反复再生。同时与活性炭相比，活性焦具有更好的循环脱

硫、脱硝适应性能，因此活性焦是烟气脱硫脱硝的首选吸附剂。近年来，由于企业环保意识

增强和国家环保要求的提高，脱硫脱硝用活性焦的需求量呈现倍增趋势，据估算到2020年

活性焦的需求量达到75万吨，到2025年活性焦的需求将达到200万吨。

[0003] 目前，多数活性焦以煤为原料生产。活性焦的制备步骤大体经过原煤粉碎、混配处

理工序，然后与粘结剂煤焦油混合，经过混捏、挤压成型，再经过炭化、活化和改性。制备活

性焦时，一般需要配入相当比例低灰分的优质无烟煤,而我国优质无烟煤储量极低。这造成

活性焦的制备成本偏高，而且活性焦的产能无法满足脱硫脱硝的市场需求。

[0004] 为此，有些研究者和企业采用半焦代替储量有限而价格高的无烟制备活性焦。半

焦主要是长焰煤经过中温干馏(500-700℃)而得到，因此其单价和无烟煤相比没有更多优

势。虽然可以替代优质无烟煤制备活性焦，但对降低活性焦的生产成本有限。因此，找到低

成本、来源广泛的原料制备活性焦是研究者和企业面临的挑战，而且亟待解决。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符合国标要求的活性焦的方法，主要目

的是降低活性焦生产成本、扩大活性焦产能，进而满足活性焦市场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不仅解决了化工大量尾

料及废弃物无法再次利用或利用价值过低的问题，同时生产出环保行业需求量日趋增大的

活性焦产品，降低钢铁企业脱硫脱硝成本。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和重相煤沥

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粒度小于10mm的焦炭筛下物和/或焦化除尘灰，焦粉中固定碳的质

量分数为75％～80％，灰分的质量分数为10％～18％，挥发分的质量分数为0.3％～1.5％，

全硫的质量分数为0.5％～1.2％；所述重相煤沥青为软化点为70℃～95℃的沥青尾料，该

重相煤沥青的结焦值为50％～60％，喹啉不溶物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0％～20％；含碳化工

废料的组成按质量百分比为重相沥青25％～45％、焦粉55％～75％；具体制备过程包括：

[0009] 步骤1，将重相煤沥青、焦粉分别粉碎至180～200目通过率达90％，然后按配比均

匀混合得到混合原料；

[0010] 步骤2，向混合原料中加入粘结剂，然后混捏成型，得到成型物料；

[0011] 步骤3，对成型物料进行炭化和活化处理，得到活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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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粘结剂由焦油和水组成，按混合原料质量分数的5％～20％外加焦油，按混合

原料质量分数的1％～10％外加水。

[0013] 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还包括步骤4，对活化处理后的活性焦

进行筛分，得到直径为8～12mm的成型活性焦。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1)本发明所制备的活性焦与煤基活性焦相比具有以下两个优点：(1)活性焦的抗

压强度和耐磨强度高；(2)活性焦的脱硫值和脱硝率高；

[0016] 2)本发明不仅解决了化工大量尾料及废弃物无法再次利用或利用价值过低的问

题，同时生产出环保行业需求量日趋增大的活性焦产品，降低钢铁企业脱硫脱硝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所述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

和重相煤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粒度小于10mm的焦炭筛下物和/或焦化除尘灰，焦粉中

固定碳的质量分数为75％～80％，灰分的质量分数为10％～18％，挥发分的质量分数为

0.3％～1.5％，全硫的质量分数为0.5％～1.2％；所述重相煤沥青为软化点为70℃～95℃

的沥青尾料，该重相煤沥青的结焦值为50％～60％，喹啉不溶物的质量百分含量为10％～

20％；含碳化工废料的组成按质量百分比为重相沥青25％～45％、焦粉55％～75％；具体制

备过程包括：

[0018] 步骤1，将重相煤沥青、焦粉分别粉碎至180～200目通过率达90％，然后按配比均

匀混合得到混合原料；

[0019] 步骤2，向混合原料中加入粘结剂，然后混捏成型，得到成型物料；

[0020] 步骤3，对成型物料进行炭化和活化处理，得到活性焦。

[0021] 所述粘结剂由焦油和水组成，按混合原料质量分数的5％～20％外加焦油，按混合

原料质量分数的1％～10％外加水。

[0022] 一种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活性焦的方法，还包括步骤4，对活化处理后的活性焦

进行筛分，得到直径为8～12mm的成型活性焦。

[0023] 本发明利用化工含碳废料制备的活性焦与煤基活性焦相比，其抗压强度和耐磨强

度更高，用于脱硫脱硝时脱硫值和脱硝率也更高；其作用机理如下：

[0024] (1)焦粉颗粒的硬度大、强度高，而且焦粉颗粒本身具有一定的大孔和中孔(一般

气孔率为30％～40％)，属于惰性物质(即受热后不能形成熔体)。本发明所述重相煤沥青属

于热塑性物质，受热后熔融产生熔体，继续升高温度熔体被炭化，从而转化为炭材料。当焦

粉和重相煤沥青混合均匀后，重相沥青受热产生的熔体可以部分渗透到焦粉颗粒的大孔

中，继续升温后熔体固化形成“钉扎结构”，将焦粉牢牢粘结在一起。因此，得到的活性焦的

抗压强度和耐磨强度更高。

[0025] (2)重相煤沥青在炭化时，由于挥发分的析出也产生大量的中孔和大孔；焦粉本身

固有大量的大孔和中孔，这些孔隙为活化剂(水蒸气或CO2)传质提供通道，活化剂可以有效

吸附在炭的活性位与炭发生刻蚀反应形成大量的微孔。因此得到活性焦具有大孔、中孔和

微孔，其中大孔和中孔作为硫化物和氮氧化合物的传质通道，微孔充分发挥吸附作用。因此

活性焦的脱硫值和脱硝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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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以下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

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例。下述实施例中所用方法如无特

别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和重相煤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炼焦

煤经1000℃高温干馏得到的焦炭再经筛分后的筛下料，焦粉的粒度小于10mm，焦粉中固定

碳的质量分数为78％，灰分的质量分数为14％，挥发分的质量分数为0.8％，全硫的质量分

数为0.8％；所述重相煤沥青为生产针状焦过程中剩余的软化点为78℃的沥青尾料，该重相

煤沥青的结焦值为55％，喹啉不溶物质量百分含量为15％。

[0029] 化工含碳废料由下述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组成：重相沥青25％，焦粉75％。

[0030] 将重相沥青、焦粉分别进行破碎、研磨，然后均匀混合得到混合原料，向混合原料

中外加质量分数为15％的焦油和质量分数为5％的水作为粘结剂，将混合原料与粘结剂混

合均匀，经捏合成型、造粒压条、炭化、活化、烘干等工序，制得活性焦产品。

[0031] 制得的活性焦技术指标：碘吸附值380mg/g，脱硫值20mg/g，着火点在420℃，堆比

重500g/L。

[0032] 【实施例2】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和重相煤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粒度

小于10mm的焦化除尘灰，焦粉中固定碳的质量分数为76％，灰分的质量分数为17％，挥发分

的质量分数为0.5％，全硫的质量分数为1.0％；所述重相煤沥青为生产针状焦过程中剩余

的软化点为90℃的沥青尾料，该重相煤沥青的结焦值为58％，喹啉不溶物质量百分含量为

13％。

[0034] 化工含碳废料由下述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组成：重相沥青35％，焦粉65％。

[0035] 将重相沥青、焦粉分别进行破碎、研磨，然后均匀混合得到炭化原料，向炭化原料

中外加质量分数为18％的焦油和质量分数为10％的水作为粘结剂，将炭化原料及粘结剂混

合均匀，经捏合成型、造粒压条、炭化、活化、烘干等工序，制得活性焦产品。

[0036] 制得的活性焦技术指标：碘吸附值480mg/g，脱硫值25mg/g，着火点在450℃，堆比

重500g/L。

[0037] 【实施例3】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和重相煤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炼焦

煤经980℃高温干馏得到的焦炭再经筛分后的筛下料与焦化除尘灰的混合物，混合比例为

1：1(本发明中两者可以以任意比例混合)，焦粉的粒度小于10mm，焦粉中固定碳的质量百分

数为77％，灰分的质量百分数为15％，挥发分的质量百分数为1.1％，全硫的质量百分数为

0.6％；所述重相煤沥青为生产针状焦过程中剩余的软化点为92℃的沥青尾料，该重相煤沥

青的结焦值为59％，喹啉不溶物质量百分含量为19％。

[0039] 化工含碳废料由下述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组成：重相沥青32％，焦粉68％。

[0040] 将重相沥青、焦粉分别进行破碎、研磨，然后均匀混合得到混合原料，向混合原料

中外加质量分数为18％的焦油和质量分数为2％的水作为粘结剂，将混合原料及粘结剂混

合均匀，经捏合成型、造粒压条、炭化、活化、烘干等工序，制得活性焦产品。

[0041] 制得的活性焦技术指标：碘吸附值450mg/g，脱硫值20mg/g，着火点在434℃，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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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510g/L。

[0042] 【实施例4】

[0043] 本实施例中，所述含碳化工废料为焦粉和重相煤沥青的混合物；所述焦粉为炼焦

煤经1030℃高温干馏得到的焦炭再经筛分后的筛下料，焦粉的粒度小于10mm，焦粉中的固

定碳质量分数为76％，灰分的质量分数为17％，挥发分的质量分数为1.3％，全硫的质量分

数为1.1％；所述重相煤沥青为生产针状焦过程中剩余的软化点为86℃的沥青尾料，该重相

煤沥青的结焦值为54％，喹啉不溶物质量百分含量为14％。

[0044] 化工含碳废料由下述组分按质量百分比组成：重相沥青45％，焦粉55％。

[0045] 将重相沥青、焦粉分别进行破碎、研磨，然后均匀混合得到混合原料，向混合原料

中外加质量分数为20％的焦油和质量分数为1％的水为粘结剂，将混合原料及粘结剂混合

均匀，经捏合成型、造粒压条、炭化、活化、烘干等工序，制得活性焦产品。

[0046] 制得的活性焦技术指标：碘吸附值550mg/g，脱硫值20mg/g，着火点在430℃，堆比

重500g/L。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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