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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中温生物炭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1）

采用红松松针作为生物质前驱体，蒸馏水清洗3~
5遍后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2）在N2

保护的情况下，以20~30 ℃/min的升温速率达到

400~6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8~10 h，得到

松针生物炭；（3）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

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

针中温生物炭。本发明利用生物炭的空穴结构和

表面富含的羰基、羧基、羟基和内酯基等含氧基

团及生物炭自身的持久性自由基活化过氧化物，

在高效活化过氧化物产生活性自由基降解有机

污染物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离子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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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温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1）采用红松松针作为生物

质前驱体，蒸馏水清洗3~5遍后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2）在N2保护的情况下，以

20~30  ℃/min的升温速率达到400~6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8~10  h，得到松针生物炭；

（3）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中温

生物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温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的温度控制在60 

℃。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温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升温速率为

20  ℃/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中温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裂解温度为

500  ℃。

5.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制备方法制得的生物炭。

6.权利要求5所述中温制备生物炭在制备吸附降解氯苯、二恶烷和三氯乙烯产品中的

应用。

7.一种去除有机污染物的产品，其特征在于有效成分为过氧化氢或过硫酸盐中的至少

一种与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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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温生物炭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温生物炭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生物炭是指生物质原材料（如松针、秸秆和稻壳等）在限氧的条件下经一定的温度

（一般低于700  ℃）裂解产生的多孔富炭的固体。自国外学者于2006年提出生物炭可作为新

型的绿色修复材料后，生物炭的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

[0005] 作为富炭的层状多孔材料，生物炭具有来源广、制备简单、比表面积大、孔隙结构

和表面官能团丰富等特点。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成功将生物炭应用于环境污染物的吸附。

最近的研究表明，生物炭的空穴结构和表面富含的羰基、羧基、羟基和内酯基等含氧基团等

可以活化过氧化物（过氧化氢，H2O2或过硫酸盐，Na2S2O8）产生活性自由基降解有机污染物。

此外，生物炭自身的持久性自由基也能活化过氧化物产生活性自由基。生物炭活化自由的

能力与制备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官能团含量、空穴的数量等因素有关。

[0006] 因此，针对传统的金属离子或金属固体材料活化过氧化物引起的金属离子二次污

染问题，本发明采用中温制备红松松针生物炭活化过氧化物。相比于其它生物质前驱体，红

松松针具有来源广泛、价格便宜的优点。此外，红松松针制备的生物炭碱性较弱（pH为  7.5~
8.0），层状孔隙结构，比表面积大，富含羧基−COOH  和羰基C=O等含氧官能团，表面活性自由

基含量高。红松松针生物炭在高效活化过氧化物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同时，可有效避免金属

离子的二次污染。

[0007]

发明内容

[0008] 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传统的金属离子或金属固体材料活化过氧化物引起的金属

离子二次污染问题，本发明一种中温生物炭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利用生物炭的空穴结构

和表面富含的羰基、羧基、羟基和内酯基等含氧基团及生物炭自身的持久性自由基活化过

氧化物，在高效活化过氧化物产生活性自由基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离子

的二次污染。

[0009] 技术方案：一种中温生物炭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1）采用红松松针作为生

物质前驱体，蒸馏水清洗3~5遍后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2）在N2保护的情况下，

以20~30  ℃/min的升温速率达到400~6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8~10  h，得到松针生物

炭；（3）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中

温生物炭。

[0010] 优选的，上述烘干的温度控制在60  ℃。

[0011] 优选的，步骤（1）中，升温速率为2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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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的，步骤（1）中，裂解温度为500  ℃。

[0013] 上述制备方法制得的生物炭。

[0014] 上述中温制备生物炭在制备吸附降解氯苯、二恶烷和三氯乙烯产品中的应用。

[0015] 一种去除有机污染物的产品，有效成分为过氧化氢或过硫酸盐中的至少一种与所

述的生物炭。

[0016] 有益效果：（1）本发明一种中温生物炭制备方法，原料易得，方法简单，条件可控；

（2）一种中温生物炭制备方法，生物炭空穴结构多，表面富含含氧基团，且活性自由基含量

高；（3）本发明一种中温制备生物炭活化过氧化物降解有机污染物，制备的生物炭吸附有机

物性能优良，在过氧化物存在时，可实现有机污染物快速降解。

[0017]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500  ℃制备生物炭扫描电镜（SEM）图；

图2为300~600  ℃制备生物炭红外光谱（FT-IR）图；

图3为300~600  ℃制备生物炭拉曼光谱（Raman）图；

图4为300~600  ℃制备生物炭持久性自由基（PFRS）图。

[0019]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0021] 实施例1

取10  g红松松针，蒸馏水清洗3~5遍后60  ℃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在N2保护

的情况下，以20  ℃/min的升温速率达到400℃，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8  h，得到松针生物炭。

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生物炭。

[0022] 实施例1制备的生物炭活化过氧化氢降解水溶液中氯苯:

在20  mL浓度为20.0 μmol/L的氯苯溶液中加入20.0  mg裂解温度为400  ℃的生物炭，

用硫酸调节上述溶液的初始溶液pH为4.0。在室温25  ℃条件下搅拌5  h，氯苯吸附饱和后再

加入2  mol/L的过氧化氢，继续反应24  h。反应后，取一定量的溶液，加入乙醇淬灭反应后过

滤分离，采用GC-MS检测溶液中氯苯的浓度。

[0023] 结果表明，氯苯吸附5  h后，裂解温度为4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吸附去除率为

37.0%；加入过氧化氢反应24  h后，裂解温度为4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去除率为64.3%。

[0024] 实施例2

取10  g红松松针，蒸馏水清洗3~5遍后60  ℃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在N2保护

的情况下，以25  ℃/min的升温速率达到5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9  h，得到松针生物

炭。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生物

炭。

[0025] 实施例2制备的生物炭活化过氧化氢降解水溶液中氯苯:

在20  mL浓度为20.0 μmol/L的氯苯溶液中加入20.0  mg裂解温度为500℃的生物炭，用

硫酸调节上述溶液的初始溶液pH为4.0。在室温25  ℃条件下搅拌5  h，氯苯吸附饱和后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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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2  mol/L的过氧化氢，继续反应24  h。反应后，取一定量的溶液，加入乙醇淬灭反应后过滤

分离，采用GC-MS检测溶液中氯苯的浓度。同时，将用正己烷萃取生物炭吸附的氯苯，采用

GC-MS检测正己烷中氯苯的浓度。

[0026] 结果表明，氯苯吸附5  h后，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吸附去除率为

43.3%；加入过氧化氢反应24  h后，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去除率为99.4%。正

己烷中氯苯的浓度为未检出，表明氯苯完全被降解。

[0027] 实施例3

取10  g红松松针，蒸馏水清洗3~5遍后60  ℃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在N2保护

的情况下，以30  ℃/min的升温速率下达到6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10  h，得到松针生

物炭。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生

物炭。

[0028] 实施例3制备的生物炭活化过氧化氢降解水溶液中氯苯:

在20  mL浓度为20.0 μmol/L的氯苯溶液中加入20.0  mg裂解温度为600  ℃的生物炭，

用硫酸调节上述溶液的初始溶液pH为4.0。在室温25  ℃条件下搅拌5小时，氯苯吸附饱和后

再加入2  mol/L的过氧化氢，继续反应24  h。反应后，取一定量的溶液，加入乙醇淬灭反应后

过滤分离，采用GC-MS检测溶液中氯苯的浓度。

[0029] 结果表明，氯苯吸附5  h后，裂解温度为6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吸附去除率为

50.7%；加入过氧化氢反应24  h后，裂解温度为6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去除率达到66.5%。

[0030] 实施例4

取10  g红松松针，蒸馏水清洗3~5遍后60  ℃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在N2保护

的情况下，以30  ℃/min的升温速率达到5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8  h，得到松针生物

炭。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生物

炭。

[0031] 实施例4制备的生物炭活化过硫酸钠降解水溶液中二恶烷:

在20  mL浓度为20.0 μmol/L的二恶烷溶液中加入20.0  mg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

炭，用硫酸调节上述溶液的初始溶液pH为4.0。在室温25  ℃条件下搅拌5  h，二恶烷吸附饱

和后再加入2  mol/L的过硫酸钠，继续反应24小时。反应后，取一定量的溶液，加入乙醇淬灭

反应后过滤分离，采用GC-MS检测溶液中氯苯的浓度。

[0032] 结果表明，二恶烷吸附5  h后，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吸附去除率为

8.8%；加入过硫酸钠反应24  h后，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去除率达到53.5%。

[0033] 实施例5

取10  g红松松针，蒸馏水清洗3~5遍后60  ℃烘干。将松针粉碎后放入管式炉，在N2保护

的情况下，以30℃/min的升温速率达到500  ℃，在该温度下裂解反应10  h，得到松针生物

炭。将上述制备的松针生物炭用蒸馏水清洗3~5次，至pH为中性，过滤干燥后得到松针生物

炭。

[0034] 实施例5制备的生物炭活化过硫酸钠降解水溶液中三氯乙烯:

在20  mL浓度为20.0 μmol/L的三氯乙烯溶液中加入20.0  mg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

炭，用硫酸调节上述溶液的初始溶液pH为4.0。在室温25  ℃条件下搅拌5  h，三氯乙烯吸附

饱和后再加入2  mol/L的过硫酸钠，继续反应24  h。反应后，取一定量的溶液，加入乙醇淬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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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后过滤分离，采用GC-MS检测溶液中氯苯的浓度。

[0035] 结果表明，三氯乙烯吸附5  h后，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吸附去除率

为44 .8%；加入过硫酸钠反应24  h后，裂解温度为500  ℃的生物炭对氯苯的去除率达到

100%。

[0036] 表1不同裂解温度制备生物炭活化过氧化物降解有机污染物

生物炭裂解温度 氧化剂 污染物 吸附去除率 降解去除率

400 ℃ 过氧化氢 氯苯 37.0% 64.3%

500 ℃ 过氧化氢 氯苯 43.3% 99.4%

600 ℃ 过氧化氢 氯苯 50.7% 66.5%

500 ℃ 过硫酸钠 二恶烷 8.8% 53.5%

500 ℃ 过硫酸钠 三氯乙烯 44.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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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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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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