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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甲醛吸附材料及其应用，

该材料是通过如下方法制备的：a）将秸秆纤维板

材边角料加入草酸溶液中浸泡、干燥；b）将酸洗

秸秆纤维板材粉末、改性剂与大豆蛋白胶黏剂混

合造粒，浸渍于ZnCl2溶液中，抽滤并烘干产物；

然后炭化、清洗、烘干；c）利用大豆衍生品制备大

豆蛋白水解液；d）将步骤b）产物浸渍于大豆蛋白

水解液中，抽滤并烘干，即获得所述甲醛吸附材

料；本发明方法不仅实现了室内外秸秆纤维人造

板材边角料等资源化全量利用，同时这些材料经

过改性活化后，内部形成丰富的孔道，有效增加

气体与吸附剂的接触时间和接触面积，吸附阻力

相对减少，吸附质的扩散速度大幅增加，有利于

吸附质分子的吸附，实现室内甲醛的有效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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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秸秆纤维板材预处理

将秸秆纤维板材粉碎至40-60目；加入草酸溶液浸泡1~8h；抽滤并干燥后，获得酸洗秸

秆纤维板材粉末；

b）制备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

将酸洗秸秆纤维板材粉末、改性剂与大豆蛋白胶黏剂按照质量比1~4：1：1~3.2混合，造

粒，粒径1~5mm，然后干燥至恒重，获得干燥颗粒；

将干燥颗粒于20-45℃浸渍于摩尔浓度为0.5~3mol/L的ZnCl2溶液中，浸渍5-12h后，抽

滤并将抽滤产物于103±2℃烘干，获得浸渍颗粒；

N2环境下，将浸渍颗粒置于280-450℃温度下炭化2-6h，升温速率为8℃/min；将炭化产

物用0.05mol/L的HCl溶液与蒸馏水交替清洗炭化物至洗液中不含氯离子，烘干，即获得秸

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

所述改性剂为纳米硅藻土、高岭土、海泡石、纳米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

c）制备大豆蛋白水解液

向大豆衍生品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升温至55℃，调节溶液pH值为9.5，保温30-

60min之后，121℃、80kPa条件下水解30min，获得大豆蛋白水解液；

d）包覆膜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的制备

将步骤b）制得的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置于步骤c）获得的大豆蛋白水解液中浸渍

20-120min，抽滤并将抽滤产物于103±2℃干燥12h，然后于220℃处理1-3h，即获得所述甲

醛吸附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所述草酸溶液浓

度为0.5-2mol/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所述大豆衍生品

包括脱脂大豆粉、大豆分离蛋白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所述秸秆纤

维板材活性颗粒炭与大豆蛋白水解液的质量比为1：2-10。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所述秸秆纤

维板材与草酸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2-10，所述质量体积比单位为mg/ml。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大豆衍

生品与去离子水的质量比为1:5-8。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调节溶

液pH值为9.5是指，以质量分数为20%的NaOH溶液调节溶液pH值为9.5。

8.如权利要求1-7之一所述方法获得的甲醛吸附材料在室内甲醛吸附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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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甲醛吸附材料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消除有害化学物质的吸附制剂，特别涉及一种甲醛吸附材料其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室内甲醛（HCHO）的长期持续释放问题（主要来源如胶合板、大芯板、中纤板、刨花

板中的黏合剂）不容忽视。当板材预热、潮解时，黏合剂中甲醛就释放出来。甲醛是无色、具

有强烈气味的刺激性气体，能与蛋白质结合，吸入高浓度甲醛后，会出现呼吸道的严重刺激

和水肿、眼刺痛、头痛，也可发生支气管哮喘，甚至可导致咽喉癌、皮肤癌、白血病等疾病。甲

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致癌和致畸性物质，是公认的潜在的强制突变物之一。长期

接触低剂量甲醛可导致DNA单链内交联及抑制DNA损伤的修复、引起新生儿染色体异常。针

对甲醛在室内环境中存在的现状，迫切需要研究一种解决甲醛污染的新方法、新思路。

[0003] 与此同时，随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住条件改善，人们对家具的需求量越来

越大。秸秆纤维板材，包括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主要应用在家具业和建筑装修方面，其

用量占总产量的84.3%。且家具需求趋向多样化、个性化、高档化、时尚化，以满足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那么，秸秆纤维人造板生产过程中废弃边角料及废弃的纤维

板材家具如何再利用将成为一个实际问题。

[0004] 根据英国家具研究协会（FIRA）估计，每年大约有5800万英镑的秸秆纤维人造板成

为废料。生产过程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幅面，对热压出来毛边胶合板必须进行锯边，其

中边角料数量约占胶合板成品数量10%左右，不仅严重带来资源的浪费，更是对厂家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目前多数厂家对边角料的处理多采用或填埋、或焚烧、或锅炉燃料，对它们如

何全量利用探讨较少。

[0005] 目前国内除去甲醛的方法有化学法，光触媒分解法，吸附法等。化学法是将化学试

剂渍洒在空气中或家具里与甲醛发生化学反应达到清除目的。由于毒气是缓慢释放的，化

学法只能瞬间完成，效果不理想；光触媒分解法需用紫外光和专业人员，中间产物有毒。吸

附法是利用活性炭长时间不断吸附，没有二次污染。但现有的制备方法中，或工艺复杂，或

存在吸附质吸附力差，且吸附速度较慢等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限值了其应用。

发明内容

[0006] 鉴于上述内容，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甲醛吸附材料及其在吸附室内甲醛中的应用，

该方法利用市售大豆蛋白胶黏剂对废弃秸秆纤维板材（包括秸秆纤维板材边角料及废弃秸

秆纤维板材家具）等进行造粒，改性活化、炭化处理，再利用大豆分离蛋白水解液进行表面

修饰，制备出包覆膜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

[0007] 该方法不仅实现了室内外秸秆纤维人造板材边角料等资源化全量利用，同时这种

大颗粒吸附材料经过改性活化后，内部形成丰富的孔道，有效增加气体与吸附剂的接触时

间和接触面积，吸附阻力相对减少，吸附质的扩散速度大幅增加，利于吸附质分子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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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进一步经过表面修饰后得到可以高效吸附甲醛的吸附材料。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甲醛吸附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9] a）废弃秸秆纤维板材预处理

[0010] 将废弃秸秆纤维板材表面杂物去除干净，粉碎至40-60目；将其置于草酸溶液中浸

泡1~8h；然后真空泵抽滤，置于103±2℃干燥箱中干燥，得到酸洗秸秆纤维板材粉末（APW）；

[0011] b）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

[0012] 将步骤a）获得的APW、改性剂、大豆蛋白胶黏剂按照质量比1~4：1：1~3.2

[0013] 进行混合造粒，粒径1~5mm，并置于103±2℃烘箱内干燥至质量恒重，获得干燥颗

粒；

[0014] 将干燥颗粒浸渍于摩尔浓度为（0.5~3mol/L）的ZnCl2溶液中，干燥颗粒与ZnCl2溶

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2-10）（mg/ml），20-45℃条件下浸渍5-12h，抽滤，取滤渣并于干燥箱

中103±2℃烘干12h，获得浸渍颗粒；

[0015] 再将浸渍颗粒置于管式炉内（N2环境下）炭化2-6h，炭化温度280-450℃，升温速率

为8℃/min，获得炭化物；然后用0.05mol/L的HCl溶液与蒸馏水交替清洗炭化物至洗液中检

测不到Cl-离子，然后103±2℃烘干处理8h，即制得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APW-

Biochar）；

[0016] c）大豆蛋白水解液

[0017] 将大豆衍生品投加到反应釜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均匀，10min内（升温至55℃，

用质量分数为20%的NaOH溶液调节pH值为9.5，保温30-60min之后，置于高温高压（121℃、工

作压力为80kPa）锅内水解30min，得到大豆蛋白水解液（HSPI）。

[0018] d）包覆膜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的制备

[0019] 将步骤b）制得的APW-Biochar浸渍于步骤c）获得的HSPI中20-120min，抽滤并置于

103±2℃烘箱内干燥12h，然后放入马弗炉中220℃处理1-3h，制得包覆膜废弃秸秆纤维板

材活性颗粒炭材料（HSPI/APW-Biochar），即为上述甲醛吸附材料。

[0020] 本发明中，所述废弃秸秆纤维板材包括指室内外用秸秆纤维胶合板制作过程中切

削掉的秸秆纤维板边角料及废弃的纤维板材家具料。

[0021] 进一步，步骤a）中草酸溶液摩尔浓度为0.5-2mol/L；废弃秸秆纤维板材边角料与

草酸溶液的质量体积比为1：（2-10），mg/ml。

[0022] 进一步的，步骤b）改性剂包括纳米硅藻土、高岭土、海泡石、纳米二氧化硅中的一

种或多种。

[0023] 进一步的，步骤c）中所述大豆衍生品包括脱脂大豆粉或大豆分离蛋白中的至少一

种，大豆衍生品与去离子水的质量比例为1：（5-8）。

[0024] 进一步的，步骤d）中APW-Biochar与HSPI的质量比为1：（2-10）。

[0025] 本发明同时还提供了上述甲醛吸附材料在室内甲醛吸附领域中的应用。

[0026] 本发明采用纳米硅藻土、高岭土、海泡石等作为改性剂，其具有微细多孔结构，其

特有天然“分子筛”状孔隙结构，比表面积是活性炭的几百至几千倍，吸附和离子交换性能

较强。多孔结构决定了其高吸附能力，由于其高孔隙率，孔隙具有吸附势，依靠改性剂分子

与吸附质分子的引力而形成的。或其多含有氧化钙等碱性物质，利用强碱性材料对HCHO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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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质分子的氧化物进行中和，最终释放物是水和甲酸钙。

[0027] 本发明中提及的大豆分离蛋白（SPI），是由多种L-型氨基酸组成的球状蛋白质，结

构分子式为H2NC(R1H)C(O)[NHC(RH)C(O)]nNHC(R2H)C(O)OH，具特殊的分子结构，沿着蛋白

质大分子链分布着-NH2、-COO-和-CONH等亲水基团。   本发明采用碱水解大豆分离蛋白，通

过增加蛋白质分子间的静电斥力，使之更易分散，大豆蛋白解聚，打开大豆蛋白的高级结

构，进而获得不同链长的大豆分离蛋白水解液，促使-NH2、-COO-等有效活性基团和极性基

团暴露，因而与HCHO吸附质分子反应活性结合点增加，伸展出的强亲和基团易于HCHO发生

亲和加成反应，从而更加有效的吸附甲醛。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9] 1）采用废弃后的秸秆纤维人造板边角料作为制备甲醛吸附材料，不仅高效利用胶

合板等边角料，提供一条其材料化应用利用途径方式，还实现了变废为宝、资源再生，开辟

了活性炭原料的新来源。同时，将废弃边角料在隔绝氧气的条件下，利用热能切断大分子的

化学键，转化成固体、液体、气体产物的多联产技术，产物可应用于多领域，有效提高废弃秸

秆纤维人造板边角料的综合利用效率。

[0030] 2）采用纳米硅藻土、高岭土、海泡石等作为改性剂，借助改性剂特有的微细多孔结

构，具有较好的吸附能力。同时，在与酸洗废弃秸秆纤维人造板边角料、大豆蛋白胶黏剂（江

西省林业科学院提供）进行耦合造粒过程中，这种具特有“分子筛”状孔隙结构的改性剂能

够较均匀的负载与胶黏剂上，再经过活化、炭化处理，能够形成具“蜂窝”状活性颗粒炭。

[0031] 3）利用大豆分离蛋白水解液作为修饰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的包覆材料，

一方面，大豆分离蛋白分子具有较好的胶合强度，能够进一步对炭材料加固，不仅解决了传

统炭材料易掉渣、粉尘等缺陷，而且大豆分离蛋白水解后体系中大量反应活性基团入氨基、

羧基等暴露，更易于吸附空气环境中的甲醛吸附质分子。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甲醛平衡吸附量的测定装置示意图；

[0033] 图中：1、空气泵；2、干燥剂；3、缓冲瓶；4、恒温水槽；5、甲醛溶液；6、甲醛吸附材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以下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非是对本发

明的限制。

[0035] 实施例中所涉及原料来源：

[0036] 大豆分离蛋白购自安阳市得天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0037] 大豆蛋白胶黏剂购自江西省林业科学院。

[0038] 实施例1

[0039] S1大豆蛋白水解液的制备

[0040] 将100g大豆衍生品（本实施例中使用市售大豆分离蛋白）投加到反应釜中，加入

800g去离子水，搅拌均匀，10min内升温至55℃，用质量分数为20%的NaOH溶液调节pH值为

9.5，保温60min之后，置于高温高压（121℃、工作压力为80kPa）锅内水解30min，得到大豆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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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解液（HSPI）。

[0041] S2  制备包覆膜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甲醛吸附材料）

[0042] （1）将废弃后的秸秆纤维人造板刨花板边角料表面杂物去除干净，粉碎至60目

（40-60目范围内均可）；将100g粉末加入到200ml摩尔浓度为2mol/L（摩尔浓度0.5-2mol/L

均可）的草酸溶液中，浸泡1h，用真空泵抽滤，将滤渣置于干燥箱内（103±2℃）干燥得到酸

洗粉末。

[0043] 具体实施中，秸秆纤维板材与草酸溶液的质量体积（mg/ml）比在1：2-10的范围内，

均可实现发明目的。

[0044] （2）将100g的酸洗粉末、100g纳米硅藻土与100g大豆蛋白胶黏剂进行混合造粒，粒

径为1~5mm，置于103±2℃烘箱内干燥至质量恒重，得到干燥颗粒；

[0045] 然后将干燥颗粒浸渍于摩尔浓度为3mol/L（具体实施中，溶液浓度为0.5~3mol/L

均可）的ZnCl2溶液中（浸渍质量体积比1：10，mg/ml），20℃下浸渍处理12h后，抽滤；将抽滤

固体产物在干燥箱中103±2℃烘干12h，得到浸渍颗粒；

[0046] 然后将浸渍颗粒置于管式炉内（N2环境下）炭化6h，炭化温度280℃，炭化升温速率

为8℃/min；然后将炭化产物用0.05mol/L的盐酸溶液与蒸馏水交替清洗至洗液中检测不到

氯离子，再于103±2℃进行烘干处理8h，得到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

[0047] （3）将100g步骤（2）获得的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浸渍于1000ml的步骤（1）获得

的HSPI中120min后（根据实际情况，浸渍时间可以为20-120min），抽滤，将抽滤产物置于103

±2℃烘箱内干燥12h，然后放入马弗炉中220℃处理3h，制得包覆膜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

炭材料（HSPI/APW-Biochar-Ⅰ），即为甲醛吸附材料。

[0048] 具体实施过程中，大豆衍生品可以选择脱脂大豆粉或大豆分离蛋白或两者复配，

大豆衍生品与去离子水的比例可以为1:（5-8），保温时间可以为30-60min。

[0049] 具体实施过程中，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与大豆蛋白水解液的质量比可以选择

1：2-10的范围内，均可实现发明之目的。

[0050] 具体实施过程中，废弃后的秸秆纤维人造板边角料可以选择胶合板、纤维板、刨花

板中的至少一种或多种，也可以使用废弃的秸秆纤维材质家具材料。

[0051] 具体实施过程中，改性剂可以选择纳米硅藻土或高岭石或海泡石或纳米二氧化硅

中的一种或复合。

[0052] 实施例2

[0053] S1大豆蛋白水解液的制备

[0054] 将100g大豆分离蛋白投加到反应釜中，加入500g去离子水，搅拌均匀，缓慢升温至

55℃，用质量分数为20%的NaOH溶液调节pH值为9.5，保温30min之后，置于高温高压锅内水

解30min，得到大豆蛋白水解液（HSPI）。

[0055] S2  制备包覆膜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

[0056] （1）将废弃后的秸秆纤维人造板刨花板边角料表面杂物去除干净，粉碎至40目；将

100g粉末加入到1000ml摩尔浓度为0.5mol/L的草酸溶液中，浸泡8h，用真空泵抽滤，得到酸

洗粉末。

[0057] （2）将100g干燥后的酸洗粉末、15g纳米硅藻土和10g高岭土及25g大豆蛋白胶黏剂

进行混合造粒，粒径为1~5mm，置于103±2℃烘箱内干燥至质量恒重；然后浸渍于摩尔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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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5mol/L的ZnCl2溶液中（浸渍比1:2），45℃下处理5h，抽滤，将抽滤固体产物在干燥箱中

103±2℃烘干12h；然后置于管式炉内（N2环境下）炭化2h，炭化温度450℃，炭化升温速率为

8℃/min；然后将炭化产物用0.05mol/L的盐酸溶液与蒸馏水交替清洗至洗液中检测不到氯

离子，在进行烘干处理8h，得到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

[0058] （3）将100g废弃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浸渍于200ml的HSPI中20min，抽滤并置

于103±2℃烘箱内干燥12h，然后放入马弗炉中220℃处理1h，制得包覆膜废弃秸秆纤维板

材活性颗粒炭材料（HSPI/APW-Biochar-Ⅱ）。

[0059] 实施例3

[0060] S1大豆蛋白水解液的制备

[0061] 将100大豆衍生品如大豆分离蛋白投加到反应釜中，加入600g去离子水，搅拌均

匀，缓慢升温至55℃，用质量分数为20%的NaOH溶液调节pH值为9.5，保温50min之后，置于高

温高压锅内水解30min，得到大豆蛋白水解液（HSPI）。

[0062] S2  制备包覆膜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材料

[0063] （1）将废弃后的秸秆纤维人造板刨花板边角料表面杂物去除干净，粉碎至60目；将

100g粉末加入到600ml摩尔浓度为1mol/L的草酸溶液中，浸泡6h，用真空泵抽滤，得到酸洗

粉末。

[0064] （2）将100g干燥后的酸洗粉末、25g纳米硅藻土与80g大豆蛋白胶黏剂进行混合造

粒，粒径为1~5mm，置于103±2℃烘箱内干燥至质量恒重；然后浸渍于摩尔浓度为2mol/L的

ZnCl2溶液中（浸渍比1:5），45℃下处理10h，抽滤，将抽滤固体产物在干燥箱中103±2℃烘

干12h；然后置于管式炉内（N2环境下）炭化4h，炭化温度，450℃，炭化升温速率为8℃/min；

然后将炭化产物用0.05mol/L的盐酸溶液与蒸馏水交替清洗至洗液中检测不到氯离子，在

进行烘干处理8h，得到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

[0065] （3）将100g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炭浸渍于，1000ml的HSPI中60min，抽滤并置于

103±2℃烘箱内干燥12h，然后放入马弗炉中220℃处理2h，制得包覆膜废弃秸秆纤维板材

活性颗粒炭材料（HSPI/APW-Biochar-Ⅲ）。

[0066] 实施例4

[0067] 测试实施例1-实施例3所制备甲醛吸附材料的吸附性能，本实施例开展以下检测

试验，实验同时设立对照组CK-1和CK-2，其制备方法如下：

[0068] CK-1：其原材料及制备步骤同实施例3，不同之处为S2制备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

炭材料过程中，纳米硅藻土的量由25g改为50g。

[0069] CK-2：其原材料及制备步骤同实施例3，不同处为S2  制备秸秆纤维板材活性颗粒

炭材料过程中无（3）步骤。

[0070] 甲醛平衡吸附量试验：将100mL质量百分数37%甲醛溶液置于25℃恒温水浴中，由

于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下甲醛挥发稳定，可通过空气流量的正压，控制甲醛气体的挥发量

（测定方法参照文献：汪树军，等.  炭化条件对聚苯胺炭化产物元素组成和原子比的影响，

新型炭材料，2001，16（4）：50-54），甲醛平衡吸附量的测定装置如图1所示。

[0071] 将待测样品置于U型玻璃试管中，干燥空气以0.3L/min的流速通入盛有甲醛溶液

的试剂瓶，得到一定浓度的甲醛气体，连续通过U型玻璃试管，甲醛气体被待测样品吸附，直

至质量恒定，结果以每克待测样品吸附的甲醛质量（以mg为单位）为平衡吸附量。剩余甲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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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用水吸收。表1给出了各实施例吸附材料甲醛吸附性能。

[0072] 表1 实施例制备的吸附材料甲醛吸附性能

[0073] 样品 甲醛平衡吸附量/（mg·g-1） 甲醛平衡吸附时间/h

HSPI/APW-Biochar-Ⅰ 254.2 5.5

HSPI/APW-Biochar-Ⅱ 196.3 5

HSPI/APW-Biochar-Ⅲ 326.8 6.5

CK-1 392.1 6.5

CK-1 275.4 5

[0074] 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甲醛吸附材料经大豆蛋白水解包覆修饰后，其甲醛平吸附量

能显著增加18.66%。上述数据表明采用本发明制备的吸附材料具有良好的甲醛吸附效果。

[0075] 采用本发明制备甲醛吸附材料不仅可以解决秸秆纤维人造板废弃边角料的全量

资源化再利用问题，拓展了活性炭生产的原料来源，还为室内空气净化提供了新材料，具有

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007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异。任何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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