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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污泥生物炭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本发明包括如下步骤：(1)将FeSO4溶

液与污泥混合，搅拌，形成混合体系；(2)加入

Na2CO3溶液，调节混合体系的pH至6.5～7.5，继

续搅拌，静置，去上清，得到沉淀物；(3)将沉淀物

密闭条件下水热处理，冷却，固液分离，干燥，得

到水热污泥；(4)将水热污泥密闭条件下限氧热

解，得到污泥生物炭。污泥生物炭中Cd、Pb、Cu、

Zn、Cr和Ni六种重金属的形态发生变化，酸溶态、

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向残渣态转化；富含FeOOH、

SiO2和CaSO4，可作为去除土壤中TYL等污染物的

吸附剂或土壤调节剂，对TYL的理论饱和吸附量

可达58.19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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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FeSO4溶液与污泥混合，搅拌，形成混合体系；

(2)将Na2CO3溶液加入步骤(1)的混合体系至调节pH至6.5～7.5，同时进行搅拌，混匀后

静置，去除上清液，得到混凝后的沉淀物；

(3)将步骤(2)的沉淀物在密闭条件下进行水热处理，冷却，固液分离，干燥，得到水热

污泥；

(4)将步骤(3)的水热污泥在密闭条件下限氧热解，得到污泥生物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污泥是未经过脱水处理的养殖场生污泥；

步骤(1)中所述的FeSO4溶液的用量为FeSO4溶液在混合体系中的浓度为0～0.1mol/L。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FeSO4溶液的用量为FeSO4溶液在混合体系中的浓度为0 .025～

0.1mol/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所述的水热处理为150～220℃水热处理3～5h；

步骤(4)中所述的限氧热解为400～700℃热解1～3h。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所述的水热处理为200℃水热处理4h；

步骤(3)中所述的水热处理采用的设备为镍坩埚；

步骤(4)中所述的限氧热解为600℃热解4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搅拌的时间为5～30min；

步骤(2)中所述的继续搅拌的时间为10～30min；

步骤(2)中所述的静置的时间为30～60min。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所述的搅拌的时间为10min；

步骤(2)中所述的继续搅拌的时间为15min；

步骤(2)中所述的静置的时间为30min。

8.一种污泥生物炭，其特征在于：通过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9.权利要求8所述的污泥生物炭在制备污染物吸附材料或土壤调节剂中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污泥生物炭在制备污染物吸附材料或土壤调节剂中的应用，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污染物吸附材料吸附的污染物为土壤中的兽用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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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污泥生物炭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泥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污泥生物炭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污泥作为污水处理的副产品，含有大量高浓度污染物，其安全处置是一个棘手的

问题。污泥处理通常包括预处理和处置两部分，预处理主要是污泥的脱水，处置包括农业利

用、焚烧、垃圾填埋等。以养殖场污水污泥为例，因氮磷等营养元素含量高，所以主要处理方

法是将其与粪便共堆肥为肥料。但是畜禽养殖中以重金属和抗生素用作食品添加剂和兽

药，养殖场污泥量少而重金属含量高，重金属通常难以通过微生物降解的方式去除，因此养

殖场污泥肥料农用有较大的生态环境风险。植物主要吸收游离金属离子，重金属的流动性

和生物利用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化学形态，只有当养殖场污泥中的重金属被稳定，即转

化为具有低迁移率的形态，或者被去除，才可资源化利用。

[0003] 高温制备的污泥生物炭使得重金属稳定化，可减少镉和甲基汞在水稻中的积累；

并且含有较多的水溶态磷和钾，可增加土壤养分含量，有助于长期保持营养；还可吸附干扰

内分泌的化合物。

[0004] 泰乐菌素(TYL)是一种兽医抗生素，许多国家将其用于疾病治疗和动物健康保护，

在土壤和水环境中被广泛检测出。TYL可增加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可以通过吸附、光催

化氧化等方法去除，其中，吸附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土壤和水环境。去除TYL的常用吸附剂包

括生物炭、矿物和其他人工合成材料。生物炭简单易得，与其他吸附剂相比具有成本低、环

境友好等优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提供一种污泥生物炭的制备

方法。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利用上述制备方法得到的污泥生物炭。

[0007]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污泥生物炭的应用。

[0008]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一种污泥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9] (1)将FeSO4溶液与污泥混合，搅拌，形成混合体系；

[0010] (2)将Na2CO3溶液加入步骤(1)的混合体系至体系pH调节至6.5～7.5，添加的同时

进行搅拌，继续搅拌，静置，去除上清液，得到混凝后的沉淀物；

[0011] (3)将步骤(2)的沉淀物在密闭条件下进行水热处理，冷却，固液分离，干燥，得到

水热污泥；

[0012] (4)将步骤(3)的水热污泥在密闭条件下限氧热解，得到污泥生物炭。

[0013] 步骤(1)中所述的FeSO4溶液的用量优选为FeSO4溶液在混合体系中的浓度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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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ol/L；更优选为FeSO4溶液在混合体系中的浓度为0.025～0.1mol/L

[0014] 步骤(1)中所述的污泥是未经过脱水处理的养殖场生污泥。

[0015] 步骤(1)中所述的搅拌的时间为5～30min；优选为10min。

[0016] 步骤(2)中所述的继续搅拌的时间为10～30min；优选为15min。

[0017] 步骤(2)中所述的静置的时间优选为30～60min；优选为30min。

[0018] 步骤(3)中所述的水热处理为150～220℃水热处理3～5h；优选为200℃水热处理

4h。

[0019] 步骤(3)中所述的水热处理采用的设备优选为镍坩埚。

[0020] 步骤(4)中所述的限氧热解为400～700℃热解1～5h；优选为600℃热解4h。

[0021] 一种污泥生物炭，通过上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0022] 上述污泥生物炭在制备污染物吸附材料或土壤调节剂中的应用。

[0023] 所述的污染物吸附材料吸附的污染物优选为土壤中的兽用抗生素。

[0024] 所述的兽用抗生素优选为泰乐菌素。

[0025] 发明原理：本发明利用FeSO4-Na2CO3复合混凝、水热处理与限氧热解组合的工艺对

污泥进行处理，通过该组合工艺富集回收污泥中可再次利用的元素、固化污泥中的重金属，

该法得到的产物可用于污染物的去除或作为土壤调节剂。FeSO4在混凝与水热处理过程中，

与混合体系中的物质发生反应，形成新的化合物如FeOOH与CaSO4等，FeSO4与钙盐反应生成

可以降低污泥生物炭中锌、铅、镉和镍的迁移率和有效浓度的CaSO4。在限氧热解阶段，CO32-

与HCO3-分解产生CO2，CO2在挥发过程可促进多孔结构物质的形成。

[0026]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效果：

[0027] 1.本发明以未经过处理的养殖场污泥为原料，采用FeSO4-Na2CO3复合混凝-水热-

热解结合的工艺实现污泥脱水、重金属稳定化。本发明的污泥生物炭中Cd、Pb、Cu、Zn、Cr和

Ni六种重金属的形态发生变化，酸溶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向残渣态转化。

[0028] 2.本发明的污泥生物炭富含针铁矿(FeOOH)、石英(SiO2)和CaSO4等。针铁矿和石英

通过静电、氢键和阳离子交换作用促进污泥生物炭对泰勒菌素的吸附。因此，本发明的污泥

生物炭可作为去除土壤中TYL等污染物的吸附剂或土壤调节剂。对TYL的理论饱和吸附量可

达58.19mg/g。

[0029] 3.本发明的污泥生物炭具有来源广泛、吸附能力佳、成本低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不同浓度FeSO4溶液对污泥中Cd、Pb、Cu、Zn、Cr和Ni  6种重金属的形态转化

效果的影响图；其中，A1、A2、A3、A4、A5分别为混合体系中FeSO4的浓度为0、0.025mol/L、

0.05mol/L、0.075mol/L、0.1mol/L条件下得到的污泥生物炭。

[0031] 图2为生污泥、水热污泥和污泥生物炭的XRD光谱图。

[0032] 图3污泥生物炭吸附TYL前后的SEM图；其中，A为吸附前；B为吸附后。

具体实施例

[0033] 下面将结合实施方式和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会理解，下列实施方式和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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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

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34] 实施例1

[0035] (1)将不同用量的FeSO4溶液分别加入到生污泥(惠州一养猪场)中，搅拌10min，形

成混合体系。体系中FeSO4的浓度分别为0、0.025mol/L、0.05mol/L、0.075mol/L、0.1mol/L。

[0036] (2)向步骤(1)的混合体系中添加Na2CO3溶液至体系的pH调节至7.1，添加的同时不

断搅拌，继续搅拌15min，静置30min，至混合体系分层。

[0037] (3)排出步骤(2)中混合体系分层后的上清液，将沉淀物转移至镍坩埚中，加热至

200℃，水热处理4h，自然冷却，反应产物固液分离，将固体干燥，得到水热污泥。

[0038] (4)将步骤(3)干燥后的水热污泥分别置于密闭容器中，分别加热升温至200℃、

300℃、400℃、500℃、600℃，限氧热解4h得到污泥生物炭。

[0039] 结果显示，随着温度的升高，污泥生物炭逐渐变暗，说明污泥炭化程度增加，黑炭

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的吸附位点，提高了污泥生物炭去除污染物的能力。

[0040] 实施例2

[0041] 将实施例1中步骤(1)中的生污泥、步骤(3)中的水热污泥和步骤(4)中的污泥生物

炭进行重金属形态检测，检测方法参考BCR连续提取分析方法，其中残渣态分析采用《土壤

和沉积物中总金属元素的消解-微波辅助酸消解法》(HJ  832-2017)，每个样品设置三个重

复。

[0042] 采用不同FeSO4浓度(体系中FeSO4浓度的浓度分别为0、0.025mol/L、0.05mol/L、

0.075mol/L、0.1mol/L)对污泥进行处理(热解条件为600℃限氧热解4h)后污泥生物炭中六

种重金属(Cd、Pb、Cu、Zn、Cr和Ni)形态转化的结果如图1所示。Cd酸溶态、可还原态、可氧化

态和残渣态占比分别为3.2％、89.4％、7.4％和0％，Pb对应形态的占比为1.5％、70.8％、

14.6％和13.1％，Cu对应形态的占比为0％、31.3％、63.8％和4.9％，Zn对应形态的占比为

4.5％、81.0％、13.9％和0.6％，Cr对应形态的占比为1.5％、65.1％、20.4％和13.0％，Ni对

应形态的占比为7.3％、52.7％、30.5％和9.5％。与剩余污泥相比，FeSO4的投加，使得六种

重金属的酸溶态均大幅度减少。随着Fe2+浓度的增加，其余三种形态重金属向残渣态转化，

具体表现为：酸溶态Cd向残渣态Cd转化，可氧化态Pb向残渣态Pb转化，可还原态与可氧化态

Cu向残渣态Cu转化，可还原态与可氧化态Zn向残渣态Zn转化，可还原态与可氧化态Cr向残

渣态Cr转化，可氧化态Ni向残渣态Ni转化，其中Cr随Fe2+浓度增加变化较明显。

[0043] 实施例3

[0044] 实施例1制得的污泥生物炭是一种由FeOOH、SiO2和CaSO4等矿物和生物炭组成的复

合材料。图2为生污泥、水热污泥和实施例1制备的污泥生物炭(体系中FeSO 4浓度为

0.05mol/L)的XRD光谱图，污泥生物炭中可明显观察到FeOOH、SiO2和CaSO4的信号峰，针铁矿

和石英通过静电、氢键和阳离子交换作用促进污泥生物炭对泰勒菌素的吸附，此污泥生物

炭可作为污染物的吸附剂或土壤调节剂。污泥生物炭对泰勒菌素的吸附实验具体步骤如

下：

[0045] 配制50mL浓度为2、5、10、15、19、29、38、54mg/L的泰乐菌素(购自上海阿拉丁公司)

溶液，分别加入25mg实施例1得到的污泥生物炭(体系中FeSO4的浓度为0.05mol/L、600℃条

件下限氧热解4h)，150r/min的条件下充分震荡100h，以不同浓度的泰乐菌素检测污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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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对泰乐菌素的吸附能力。用Langmuir等温吸附模型和Freundlich等温吸附模型对吸附结

果进行拟合。

[0046] 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相关系数(R2＝0 .9473)较高，Langmuir等温线模型比

Freundlich模型能更好模拟吸附过程，该吸附过程可能是由单分子吸附过程控制的，污泥

生物炭对泰乐菌素的理论饱和吸附量可达58.19mg/g。污泥生物炭中的针铁矿和石英通过

静电、氢键和阳离子交换作用，促进了污泥生物炭对泰勒菌素的吸附，使其具备良好的吸附

能力。图3为污泥生物炭吸附TYL前后的SEM图，可以看出吸附后污泥生物炭的表面和内孔上

覆盖着大量的团聚体。

[0047] 表1污泥生物炭吸附泰乐菌素的平衡吸附模型常数

[0048]

[0049] Qm：最大吸附量(mg/g)，KL：Langmuir吸附常数(L/mg)，KF：吸附平衡常数(L/g)；

[0050]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做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

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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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1410183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