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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富集磷的小球藻水热

炭的制备方法以及在农田减磷增效的应用。将从

污水中富集了磷的小球藻收集后与含有2%柠檬

酸的反应介质溶液混合，其中湿小球藻与反应介

质比例为1:1-4%；将湿小球藻与反应介质溶液的

混合物至于高压水热反应釜中，在240℃和5-

10MPa条件下水热炭化1小时，生成的水热炭中总

磷含量高达4.3%，有效磷高达3.5%，制得富磷小

球藻水热炭材料；然后将水热炭材料施加到麦田

土壤，有效地促进了根际土壤磷酸酶的活性并增

加了有效磷，从而提高了小麦的磷肥利用率和产

量，对麦田的减磷增效和可持续水稻生产具有积

极意义。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11004053 A

2020.04.14

CN
 1
11
00
40
53
 A



1.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小球藻在充满污水的生物反应器中培养，生物反应器中持续的曝气；

向培养后的小球藻中加入絮凝剂并搅拌；

过滤收集絮凝后的小球藻，将小球藻与柠檬酸溶液混合；

将混合物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水热炭化，得到富磷小球藻水热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生物反应器中

保持25°C恒温以及每天14小时150μmol/m2/s的光照强度，培养两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絮凝剂为1~
5mg/L的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混合溶液，所述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浓

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絮凝剂的pH为

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絮凝时采用玻璃棒

搅拌1~3分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柠檬酸溶液的

浓度为1-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小球藻与柠檬

酸溶液的混合比例为1:1-4%  (w/v)。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水热炭化在

220-260℃及混合物自然生成的压力下水热炭化1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意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得到的小球藻水热炭。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小球藻水热炭在农田减磷增效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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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球藻水热炭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球藻水热炭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磷是维持作物生长最重要的养分之一。磷肥的生产主要依赖于对磷矿石中磷酸盐

的提取和再加工，但是依照现有的磷肥使用和人口增长趋势，地球上的磷矿石储量将在50-

100年内耗尽。而且，施入农田的磷肥经常超出植物需求，大部分磷肥会通过径流或渗漏流

失从而污染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引起环境问题。农田磷的损失往往对应着污水中磷的增加。

因此，迫切需要找出新的可以被植物有效利用的磷肥，从而解决磷肥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双

重难题。

[0003] 微藻可以在含有高浓度磷的污水中富集超出自己生理代谢需求以上的磷。这些过

度摄取的磷以聚磷酸盐的形式贮存在液泡和一些微囊泡结构中。以小球藻为例，从污水中

回收的小球藻中磷可占到整体干重的2-4％，这远远超过了一般的有机肥料如粪肥和污泥

等(0.8-2.3％)。

[0004] 尽管微藻对磷的高度富集理论在上个世纪已经被提出，但至今并未找到一种将其

高效制作成磷肥的方法。目前常用的方法包括直接施肥法和发酵堆肥法。直接施肥法成本

低廉，但是富磷藻细胞中聚磷酸盐释放有效磷的速率低，无法高效促进作物对磷的利用效

率。发酵堆肥可以通过微生物在厌氧状态下对藻细胞的聚磷酸盐和有机磷的分解而增加有

效磷的释放，但是缺点在于分解不彻底，发酵过程缓慢，而且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氨气和甲

烷导致碳氮损失严重，造成堆肥的产出不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小球藻水热炭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将磷从污水中循环到农田并促进小麦对磷的利用效率，实现减磷增效的

目的。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小球藻水热炭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将小球藻在充满污水的生物反应器中培养，生物反应器中持续的曝气；

[0008] 向培养后的小球藻中加入絮凝剂并搅拌；

[0009] 过滤收集絮凝后的小球藻，将小球藻与柠檬酸溶液混合；

[0010] 将混合物置于高压反应釜中水热炭化，得到富磷小球藻水热炭。

[0011] 优选地，所述生物反应器中保持25℃恒温以及每天14小时150μmol/m2/s的光照强

度，培养两周。

[0012] 优选地，所述絮凝剂为1～5mg/L的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混合溶液，所述

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浓度相同。

[0013] 优选地，所述絮凝剂的pH为3。

[0014] 优选地，絮凝时采用玻璃棒搅拌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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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地，所述柠檬酸溶液的浓度为1-2％。

[0016] 优选地，所述小球藻与柠檬酸溶液的混合比例为1:1-4％(w/v)。

[0017] 优选地，所述水热炭化在220-260℃及混合物自然生成的压力下水热炭化1小时。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的制备方法得到的小球藻水热炭。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的小球藻水热炭在农田减磷增效中的应用。

[0020] 本发明还提供富磷小球藻水热炭(CVHCA)在农田的施用方法。麦田的化肥施用量

一般为180kg  N  ha-1、60kg  P2O5  ha-1和60kg  K2O  ha-1。富磷小球藻水热炭的氮、磷、钾含量

为10.2％、4.3％和2.2％。向麦田施加含量等量总磷的小球藻水热炭609.24kgha-1。这些水

热炭同时向田间带入了62.14kg  N  ha-1和28.87kg  K2O  ha-1。因此再向田间施加差额的尿素

和氯化钾配平标准化肥施加量。

[0021]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

[0022] (1)水热炭化法可以在一个封闭体系中以水为反应媒介，在一定温度及其产生的

压力下，通过水热反应生成水热炭材料。水热反应中水体pH可控，从而可促使聚磷酸盐较彻

底的水解而且避免碳氮的气化损失，柠檬酸的加入有利于水热反应中聚磷酸盐的酸水解，

加速聚磷酸盐长链的断裂，有助于更多正磷酸盐的生成。另外，柠檬酸有助于水热炭的炭化

程度，增加生成的水热炭的产量。而且，湿小球藻的含水率约为50-90％，水热炭化法无需对

小球藻脱水干燥即可进行。

[0023] (2)本发明小球藻水热炭显著改善了土壤中酸性和碱性磷酸酶的活性，从而改变

了土壤中不同形态的磷分级的转化，提高了土壤有效磷的浓度，保证了磷源源不断的供应，

同时减少了微生物固定的磷，增加了植物对磷的吸收。另外，本发明小球藻水热炭拥有较大

的吸附孔径体积和比表面积，以及拥有较多的含磷官能团，从而促进了对土壤中养分的吸

附解吸，增加的土壤磷保留量增加了小麦植株的磷含量和产量。本发明将磷从污水中循环

到农田并促进小麦对磷的利用效率，实现了减磷增效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小球藻对污水中磷的去除率以及自身生物量的积累。DW:干重。

[0025] 图2是使用成分为1-5mg/L的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絮凝剂(pH＝3)对小

球藻的絮凝效率以及水体中Zeta电位的变化。

[0026] 图3是不同温度和反应溶液对水热炭产率的影响。CVLW：在相对低温(180℃)和以

去离子水为反应介质烧制的小球藻水热炭；CVHW：在相对高温(240℃)和以去离子水为反应

介质烧制的小球藻水热炭；CVLCA:在相对低温(180℃)和以2％柠檬酸为反应介质烧制的小

球藻水热炭；CVHCA:在相对高温(240℃)和以2％柠檬酸为反应介质烧制的小球藻水热炭。

[0027] 图4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的FTIR(傅立叶红外光谱仪)光谱。

[0028] 图5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的磷分级。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的Duncan测试，在P≤

0.05(n＝3)时，每列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总磷含量的显著差异，用小写字母表示有效磷含

量的显著差异。

[0029] 图6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施加到麦田后对土壤有效磷分级的影响。根据单因素方

差分析的Duncan测试，在P≤0.05(n＝3)时，每列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分蘖期的显著差异，

用小写字母表示拔节期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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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7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施加到麦田后对土壤稳定态磷分级的影响。根据单因素

方差分析的Duncan测试，在P≤0.05(n＝3)时，每列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分蘖期的显著差

异，用小写字母表示拔节期的显著差异。

[0031] 图8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施加到麦田后对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和磷的影响。根据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Duncan测试，在P≤0.05(n＝3)时，每列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分蘖期的显

著差异，用小写字母表示拔节期的显著差异。

[0032] 图9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施加到麦田后对土壤酸性和碱性磷酸酶的活性的影响。

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的Duncan测试，在P≤0.05(n＝3)时，每列用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分蘖期

的显著差异，用小写字母表示拔节期的显著差异。

[0033] 图10是不同小球藻水热炭施加到麦田后对小麦植株磷肥的利用效率和籽粒产量

的影响。每列用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5] 将购买来的小球藻(CCAP  211/12)在充满来自于养鸡场的污水的反应器中培养，

反应器中持续的曝气，保持25℃恒温以及每天14小时150μmol/m2/s的光照强度。培养两周。

生物量的积累和磷的去除效率如图1所示，在两周之内小球藻生物量达到最高(8.14g  L-1)，

增加了8.14倍，对总磷的去除效率达到88.4％。

[0036] 将培养后的小球藻絮凝，絮凝剂为1-5mg/L的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混合

溶液(pH＝3)。所述壳聚糖、冰醋酸和聚合氯化铝的浓度相同。用玻璃棒搅拌1-3分钟，絮凝

效果如图2所示。针对不同浓度的小球藻，絮凝剂的浓度有所波动，但是所选絮凝剂可以在

1-5mg/L的范围内对小球藻有效的絮凝沉淀，絮凝率达到98％以上，溶液中Zeta电位接近0。

[0037] 过滤收集絮凝后的小球藻，将这些湿小球藻与去离子水或者2％柠檬酸溶液以1:3

(w/v)的比例混合；将这些混合物置于高压反应釜中，分别在180℃(低温)和240℃(高温)及

其自然生成的压力下(约为5-10MPa)水热炭化1小时，得到四种富磷小球藻水热炭材料，包

括CVLW(在180℃和以去离子水为反应介质烧制的小球藻水热炭)，CVHW(在240℃和以去离

子水为反应介质烧制的小球藻水热炭)，CVLCA(在180℃和以2％柠檬酸为反应介质烧制的

小球藻水热炭)和CVHCA(在240℃和以2％柠檬酸为反应介质烧制的小球藻水热炭)。

[0038] 将水热反应釜自然冷却后取出这四种小球藻水热炭材料，干燥备用，称重计算相

对于原始小球藻的水热炭产率，如图3所示。相对于其他三种水热炭CVLW，CVHW，CVLCA，相对

高温(240℃)和以2％柠檬酸作为反应介质烧制的CVHCA有效的增加了23.2％，39.9％和

26.3％的水热炭产率。

[0039] 之后对这四种水热炭的特性进行表征。表1列出了CVLW、CVHW、CVLCA和CVHCA的理

化特性，其中列出了pH和主要元素，包括碳、氢、硫、氮等元素。与CVLW和CVHW相比，柠檬酸作

为介质的CVLCA和CVHCA明显减少了0.90-1.57个pH单位，同时略微减少碳和氮的含量但略

微增加了氢和硫含量。在图4中，水热炭的FTIR红外光谱揭示了表面官能团的差异。有四个

含磷基团被发现，包括1301 .7cm-1波数处的自由P＝O、1186.0cm-1波数处的P-O-CH2R的烷

基，981.6cm-1波数处的结合P-O-P基，以及819.6cm-1波数处的P-O-CH2R的P-O的拉伸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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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与CVLW、CVHW、CVLCA相比，CVHCA的这些含磷基团的峰值强度显著增强。另外，对这四种

水热炭的磷分级测定表明(图5)，柠檬酸作为反应介质比水作为介质显著的增加了水热炭

中有效磷的浓度。同时相对于CVLCA，CVHCA增加了24.0％的有效磷浓度，说明了CVHCA作为

肥料可以提供更多的有效磷供植物利用。

[0040] 表1.水热炭的理化特性(n＝3)

[0041]

[0042] 将四种小球藻水热炭材料磨碎并通过2毫米的筛子备用。另外将土壤风干并磨碎，

也通过2毫米的筛子。对照组不施加任何水热炭，施肥量为180kg  N  ha-1的尿素，60kg  P2O5 

ha-1的过磷酸钙和60kg  K2O  ha-1的氯化钾。四个水热炭处理中，将土壤与水热炭按等同于含

磷量60kg  P2O5  ha-1的比例混合，并再向田间施加与差额的尿素和氯化钾配平标准化肥施

加量。每个塑料盆内装入10kg土壤(对照)或者与水热炭混合的土壤，然后在每个盆内栽培

单株小麦，所有处理均重复三次。分别在小麦的分蘖期和成熟期对土壤和植株取样进行分

析。

[0043] 结果表明，四种水热炭施入土壤后，如图6所示，在小麦的分蘖期土壤中包括树脂

交换态磷和NaOH提取态无机磷的浓度相对于对照组均显著下降，但是在小麦的成熟期检测

到了完全相反的趋势。同时相比于CVLW、CVHW、CVLCA三个处理，CVHCA显著提升了成熟期土

壤树脂交换态磷和NaHCO3提取态无机磷的浓度。另一方面，如图7所示，相比于对照四种水

热炭在不同时期均不同程度的增加了稳定态的磷浓度，包括NaHCO3提取态有机磷、NaOH溶

性无机磷、NaOH溶性有机磷，但是在成熟期四种水热炭都减少了HCl吸附态磷和残留磷，这

可能是由于植物吸收和微生物的活动所导致的不同形态磷之间的转化。而且，如图8所示，

由于水热炭的加入，土壤微生物固定的碳含量无论在分蘖期还是成熟期都显著增加。不同

的是，在分蘖期微生物所固定的磷由于水热炭的加入而有所增加，而在成熟期相比于对照

四种水热炭的的微生物固定的磷显著减少。因此总体来看，这些结果说明了随着小麦的生

长和时间的推移，对照组中最初施加的磷化肥(过磷酸钙)中的有效磷逐渐减少，这些减少

的有效磷在没有被小麦吸收利用之前已经被土壤微生物或者土壤矿物固定而不能持续的

被植物吸收。相对而言，小球藻水热炭的有效磷含量虽然低于磷化肥，但是水热炭中的磷可

以缓慢释放入土壤中供小麦长期利用。这种缓释作用满足了小麦生长的长期需求。而四种

小球藻水热炭中，在成熟期CVHCA对土壤有效磷浓度的促进最为明显，相对于对照提升了

4.04倍的树脂交换态磷和91.1％的NaOH提取态无机磷，相对于CVLW、CVHW、CVLCA分别提升

了53.04％,72.0％以及39.8％的树脂交换态磷，以及27.2％，23.6％和15.7％的NaHCO3提

取态无机磷浓度。同时相比于对照，四种水热炭加入后在成熟期土壤稳定态磷和微生物固

定的磷浓度有所下降，尤其是CVHCA处理。

[0044] 另外，水热炭中含有丰富的小分子有机物，这些可以促进微生物的活性并释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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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活性酶，其中就包括了磷酸酶。如图9所示，四种水热炭的加入不同程度的促进了酸性

磷酸酶和碱性磷酸酶的浓度，尤其是在成熟期。而且相比于水洗的小球藻水热炭CVLW和

CVHW，以柠檬酸为介质的水热炭CVLCA和CVHCA对土壤碱性磷酸酶的活性有更强的促进作

用。磷酸酶活性的增加有利于有效磷的生成。

[0045] 因此，CVHCA的添加最终促进了小麦对磷肥的利用效率。相比于对照组，四种水热

炭中只有CVHCA处理显著增加了小麦的磷肥利用率，达到了32.2％。同时，也只有CVHCA显著

增加了籽粒的产量，达到了19.4％。这两个积极结果证明了本项发明可以实现以小球藻为

媒介将污水中的磷转移到农田中来提高作物的磷肥利用率，并且CVHCA这种富磷小球藻材

料可以作为肥料实现农田的减磷增效，对磷化肥实现一定程度的替代，从而缓解磷肥原料

不足以及磷流失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双重问题。

[004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上述实施例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的方式所获得的

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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