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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及制

备方法。制备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原料包括以

下重量份数的物质：无烟煤100、水5-10、煤焦油

30-40、煤沥青4-10；无烟煤为磨粉后的无烟煤

粉，其粒径为D90＜75μm，灰分＜3.5wt％，挥发

分＜9wt％；煤焦油中，灰分＜0.5wt％，沥青含量

为50-60wt％；煤沥青中，灰分＜1wt％，软化温度

为95-120℃。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混捏压条、

炭化、一次活化、二次活化、洗涤和干燥。该煤基

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强度高，对醋酸锌的吸附量

高；该制备方法能够提高活化产率和产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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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原料包括

以下重量份数的物质：

所述无烟煤为磨粉后的无烟煤粉，其粒径为D90＜75μm，灰分＜3.5wt％，挥发分＜

9wt％；

所述煤焦油中，灰分＜0.5wt％，沥青含量为50-60wt％；

所述煤沥青中，灰分＜1wt％，软化温度为95-1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煤基醋酸乙烯载

体炭的原料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5-2的催化剂，所述催化剂为碳酸钾类复合催化剂或碳酸

钠类复合催化剂；优选地，所述催化剂为磨粉后的催化剂粉末，其粒径为D90＜75μ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酸钾类复合催化剂

为碳酸钾和氢氧化钾的混合物，且碳酸钾与氢氧化钾的质量比为10:(1-5)；所述碳酸钠类

复合催化剂为碳酸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物，且碳酸钠与氢氧化钠的质量比为10:(1-5)。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煤基

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原料还包括重量份数为3-5的烟煤，所述烟煤为磨粉后的烟煤粉，其粒径

为D90＜75μm，灰分＜6wt％，挥发分＜28wt％。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其特征在于，所述烟煤为贫瘦煤、焦煤

和1/3焦煤中的任一种或多种；优选地，所述贫瘦煤为弱黏煤；优选地，所述烟煤为弱黏煤和

焦煤的混合煤，且弱黏煤和焦煤的质量比为(0.5-2)：1。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混捏压条

将所述原料按照相应的重量份数进行混合，并将混合后的物料混捏成煤膏，然后将煤

膏挤压成型，得到炭条；

(2)炭化

无氧状态下，对步骤(1)得到的炭条进行加热炭化，得到炭化料；

(3)活化

将步骤(2)得到的炭化料进行一次活化，然后将一次活化料降温后再进行二次活化，得

到二次活化料；

(4)洗涤和干燥

将步骤(3)得到的二次活化料依次进行酸洗、水洗和干燥，得到最终产品。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炭化温度为650-750

℃，炭化后所得炭化料的挥发分为8-12wt％，优选炭化时间为25-50min。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一次活化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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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50℃，一次活化时间为10-25min。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将一次活化料降温至

30-100℃后送去进行二次活化，二次活化温度为910-960℃，二次活化时间为20-30min。

10.根据权利要求6-9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酸洗是

将所述二次活化料置于浓度为5-15wt％的酸溶液中浸泡5-20h，所述酸溶液与所述二次活

化料的体积比为(2-3):1；所用的酸为硫酸、硝酸和盐酸中的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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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制备领域，特别是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醋酸乙烯的合成主要以乙炔法为主。该法是通过电石制备乙炔，将醋酸锌负

载在固体载体炭上，乙炔与醋酸在醋酸锌的催化作用下生成醋酸乙烯。活性炭具有高比表

面积、电子性质特殊、表面官能团可调、可容纳活性金属和助剂等特点，通过活性炭(AC)为

载体制备各类负载型金属催化剂，可以制备多种催化剂载体炭，近年来在催化领域中的应

用呈现增长趋势。然而，催化剂载体炭需具备低灰、高比表面积、高强度、有害金属离子少等

特点。目前，工业上普遍采用椰壳、果壳、木屑等为原料生产固体载体炭，工艺成熟，但成本

较高，催化剂消耗较大。而普通的煤种活性炭无法满足对催化剂载体炭前述要求，且由于煤

质活性炭相对于木质活性炭难于活化，制备出的炭耐磨强度和乙酸吸附量较低，使用过程

中损耗较大。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该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

的强度高，对醋酸锌的吸附量高；

[0004]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

能够提高活化产率和产品性能。

[0005] 为实现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制备所述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原料包括以下重量份

数的物质：

[0007]

[0008]

[0009] 所述无烟煤为磨粉后的无烟煤粉，其粒径为D90＜75μm，优选D90＜60μm，优选D90

＜50μm；灰分＜3.5wt％，优选灰分＜2.5wt％，优选灰分＜2wt％，比如为1.8wt％、1.5wt％、

1.2wt％、1wt％、0.8wt％或0.6wt％；挥发分＜9wt％，优选挥发分＜8wt％，比如为7wt％、

6wt％、5wt％或4wt％；优选地，所述无烟煤中，水分＜5wt％；

[0010] 所述煤焦油中，灰分＜0.5wt％，比如为0.4wt％、0.3wt％、0.2wt％、0.1wt％；沥青

含量为50-60wt％，优选为52-58wt％，比如为53wt％、54wt％、55wt％、56wt％或57wt％；

[0011] 所述煤沥青中，灰分＜1wt％，比如为0.8wt％、0.6wt％、0.4wt％或0.2wt％；软化

温度为95-120℃，优选为100-110℃，比如103℃、106℃或者108℃。

[0012] 本发明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通过在原料中添加煤焦油和煤沥青，并将煤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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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煤沥青与无烟煤和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从而提高煤膏的成型性，并提高炭条的成型

性和外观，使其表面光滑、无纵横裂纹、无块状物料、不结团；并利用煤沥青烧失后能生成骨

架结构的特点，提高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产品的强度；对醋酸锌的吸附量高。

[0013] 优选地，所述无烟煤为太西无烟煤。

[0014] 太西无烟煤的灰分小，挥发分也小，且其中微量金属的含量较高，特别是硅和铝的

含量较多，其中二氧化硅、三氧化铝和氧化钙的总含量占70wt％以上，从而有助于在炭化后

生成具有配位键的骨架结构，提高活性位点的数量，且所获得的产品中3-5nm的孔隙比较

多，有利于提高所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强度和催化活性；而太西无烟煤中的铁、锰

等有害金属氧化物含量低，通过酸洗即可除去其中的有害金属氧化物。

[0015] 优选地，制备所述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原料还包括重量份数为0.5-2的催化剂，

优选为1-1.5，比如为1.1、1.2、1.3、1.4、1.5；所述催化剂为碳酸钾类复合催化剂或碳酸钠

类复合催化剂，优选碳酸钾类复合催化剂。

[0016] 钾盐或钠盐有助于炭条的活化反应。特别是钾盐，由于其具有助燃作用，效果更

好。

[0017] 本发明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催化剂，使其中的有效组分均

匀分布在物料内部，增加其活性位点；由于活化反应是由内及外的催化机制，活化时，物料

内部能垒降低，其内外活化环境的差异减小，内部微孔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生长，使整个活

化反应时间缩短，减少外部过烧现象，使最终产品的微孔分布均匀，吸附性能显著提高。因

此，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催化剂，能够在活化过程中控制活化过程中的孔隙生长，包括孔隙生

长速度和孔隙大小，改善孔隙结构，进而使所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具有较多活性位

点，同时，也使其具有较高的强度。

[0018]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为磨粉后的催化剂粉末，其粒径为D90＜75μm。

[0019] 优选地，所述碳酸钾类复合催化剂为碳酸钾和氢氧化钾的混合物，且碳酸钾与氢

氧化钾的质量比为10:(1-5)，优选10:(1.5-4)，比如10:2、10:2.5、10:3或者10:3.5。

[0020] 优选地，所述碳酸钠类复合催化剂为碳酸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物，且碳酸钠与氢

氧化钠的质量比为10:(1-5)，优选10:(1.5-4)，比如10:2、10:2.5、10:3或者10:3.5。

[0021] 优选地，制备所述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原料还包括重量份数为3-5的烟煤，所述

烟煤为磨粉后的烟煤粉，其粒径为D90＜75μm，灰分＜6wt％，优选灰分＜5wt％，比如为

4wt％、3wt％、2.5wt％、2wt％、1.5wt％、1.2wt％、1wt％、0.8wt％或0.5wt％；挥发分＜

28wt％，优选挥发分＜26wt％，比如为23wt％，22wt％。烟煤是一种挥发分＞20wt％的煤，因

此本发明虽然只限定了其挥发分＜28wt％，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其挥发分是在20-28wt％

之间的。

[0022] 优选地，所述烟煤为贫瘦煤、焦煤和1/3焦煤中的任一种或多种。

[0023] 优选地，所述贫瘦煤为弱黏煤。

[0024] 优选地，所述烟煤为弱黏煤和焦煤的混合煤，且弱黏煤和焦煤的质量比为(0.5-

2)：1，比如0.8:1、1:1、1.3:1、1.5:1或1.8:1。

[0025] 优选地，所述贫瘦煤为灵武煤，所述焦煤为1/3焦煤

[0026] 本发明中，粒径为D90＜75μm，是指按质量计，D90＜75μm。粒径通过筛分法获得。

[0027] 为实现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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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一种如前所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混捏压条

[0030] 将所述原料按照相应的重量份数进行混合，并将混合后的物料混捏成煤膏，然后

将煤膏挤压成型，得到炭条；

[0031] 一般是在混捏搅拌设备(比如双轴搅拌混捏机)中进行混捏以获得均匀的煤膏，在

液压成型机或者螺旋挤压机上挤压成型以获得密实度较高的；

[0032] (2)炭化

[0033] 无氧状态下，对步骤(1)得到的炭条进行加热炭化，得到炭化料；

[0034] 炭化是在低温下进行煤及煤沥青的热分解和固化，以及煤焦油中低分子物质的挥

发；炭化过程能够除去炭条中的挥发分，并使炭条硬化，从而增加其强度，并形成初步孔隙

以利于后续活化过程的有效进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最终产品的孔隙结构；

[0035] (3)活化

[0036] 将步骤(2)得到的炭化料进行一次活化，然后将一次活化料降温后再进行二次活

化，得到二次活化料；

[0037] 活化是在活化炉中进行，活化时还应向活化炉中通入活化剂(比如水蒸气)以对活

化炉中的炭化料进行活化造孔；

[0038] 采用二次活化工艺进行梯次活化，可大幅提高活化产率和产品性能；

[0039] (4)洗涤和干燥

[0040] 将步骤(3)得到的二次活化料依次进行酸洗、水洗和干燥，得到最终产品；

[0041] 酸洗能够降低其中的灰分，洗去其中的有害金属离子，比如降低其中的铜离子含

量和铁离子含量。酸洗方法可以为用酸溶液冲洗或浸泡，优选浸泡酸洗，以对二次活化料的

酸洗更均匀。

[0042]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酸洗是将所述二次活化料置于浓度为5-15wt％(优选为

7-12wt％，比如为9wt％、10wt％或者11wt％)的酸溶液中浸泡5-20h(优选为8-15h，比如10h

或者12h)，所述酸溶液与所述二次活化料的体积比为(2-3):1，比如2.1:1、2.3:1、2.5:1、

2.7:1或2.9:1；所用的酸为硫酸、硝酸和盐酸中的任一种，优选盐酸。

[0043] 对浸泡酸洗进行上述限定，有助于对二次活化料进行冲洗浸泡酸洗，从而充分去

除其中的有害金属离子。

[0044] 水洗可以为冲洗或浸泡洗，优选水洗，以利于将其中酸洗后未脱除的金属离子脱

除。

[0045]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水洗是用水冲洗1-5次，每次冲洗3-10h，比如5h或者7h。

[0046] 干燥可以为自然晾干或烘干。

[0047]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步骤(1)所得的炭条可在晾晒固化后再进行炭化。

[0048]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混捏温度为70-90℃，优选为75-85℃，比如78℃、80℃或

者82℃；混捏时间为8-20min，比如12min或16min，从而获得物料混合均匀、成型性能好的煤

膏。

[0049]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炭化温度为650-750℃，优选为680-730℃，比如690℃、

700℃、710℃或者720℃，炭化后所得炭化料的挥发分为8-12wt％；优选炭化时间为25-

50min，进一步优选为30-45min，比如34min、38min、40min或者42min，从而获得强度高、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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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初步孔隙的炭化料，以利于后续活化步骤得到较好的活化料；炭化后所得炭化料的强度

达到95％。

[0050]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一次活化温度为900-950℃，优选为915-930℃，比如920

℃或者925℃；一次活化时间为10-25min，优选为20-25min，比如22min。

[0051]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将一次活化料降温至30-100℃后送去进行二次活化，二

次活化温度为910-960℃，优选为940-960℃，比如940℃、945℃或者950℃；二次活化时间为

20-30min，优选为20-25min，比如21min。所述步骤(3)中，采用二次活化工艺，所得二次活化

料的装填密度为370～450g/mL。

[0052]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前述的制备方法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

[0053] 本发明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及制备方法，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4] (1)本发明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通过在原料中添加煤焦油和煤沥青，并将煤焦

油和煤沥青与无烟煤和水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从而提高煤膏的成型性，并提高炭条的成

型性和外观，使其表面光滑、无纵横裂纹、无块状物料、不结团；并利用煤沥青烧失后能生成

骨架结构的特点，提高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产品的强度；对醋酸锌的吸附量高；

[0055] (2)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催化剂，从而能够控制活化过程中的孔隙生长，进而在保证

所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具有较好活性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强度；

[0056] (3)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成型的炭条直接高温炭化，无需烤硬等步骤；采用二次活

化工艺进行梯次活化，可大幅提高活化产率和产品性能；仅需一次酸洗工艺即可有效洗去

其中的有害金属离子，降低其中的有害金属离子含量，有效避免所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

体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催化剂中毒；

[0057] (4)利用前述制备方法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催化活性和强度高，对醋酸锌

的吸附性能好，吸附量高；

[0058] (5)一般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其强度仅能达到90wt％，本发明的煤基醋酸乙烯

载体炭，其强度能达到95wt％。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效果做进一步说明。以下实施方

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内容，发明并不仅限于下述实施方式或实施例。应用本发明的构思

对本发明进行的简单改变都在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

[0060]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原料均为分析纯，购自天津市致远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所用无

烟煤为太西无烟煤。

[0061] 实施例1

[0062] 将灰分小于3wt％的太西无烟煤磨粉至D90＜75μm，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和煤沥

青按100:6:33:6的重量比在双轴搅拌混捏机中混捏均匀成煤膏，然后在液压成型机上挤压

成炭条；炭条经晾晒固化后，进入炭化炉于650℃进行炭化；所得炭化料送入活化炉，并通入

高温水蒸汽，在910℃下进行一次活化15min，得到一次活化料，然后将一次活化料冷却至30

℃，然后再重新送入活化炉中，并通入高温水蒸汽，在950℃下进行二次活化，二次活化时间

为25min，得到二次活化料；所得二次活化料用浓度为5wt％、体积为其2.5倍的盐酸(即，二

次活化料与盐酸的体积比为2.5:1)浸泡5h，后用水冲洗2次，每次冲洗5h，然后经烘干、筛分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10182804 A

7



后得到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A，产品A的灰分为5.6wt％，乙酸吸附量为511mg/g，

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15g/100ml，强度为93wt％。

[0063] 实施例2

[0064] 与实施例1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0065] 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和煤沥青的重量比为100:6:33:10。

[0066]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B，产品B的灰分为5.1wt％，乙酸吸附量

为535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29g/100ml，强度为95wt％。

[0067] 实施例3

[0068] 与实施例1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0069] 一次活化时间为20min，二次活化时间为30min。

[0070]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C，产品C的灰分为5.1wt％，乙酸吸附量

为548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39g/100ml，强度为94wt％。

[0071] 实施例4

[0072] 与实施例1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0073] 原料为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煤沥青和催化剂，且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煤沥

青和催化剂的重量比为100:6:33:10:1，催化剂为碳酸钾和氢氧化钾的混合物，其中碳酸钾

与氢氧化钾的质量比为10:2。

[0074]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D，产品D的灰分为5.1wt％，乙酸吸附量

为589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78g/100ml，强度为94wt％。

[0075] 实施例5

[0076] 与实施例4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0077] 原料为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煤沥青、催化剂和焦煤，且太西无烟煤、水、煤焦

油、煤沥青、催化剂和焦煤的重量比为100:6:33:10:1:5。

[0078]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E，产品E的灰分为5.3wt％，乙酸吸附量

为581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84g/100ml，强度为95wt％。

[0079] 实施例6

[0080] 与实施例5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0081] 原料为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煤沥青、催化剂、灵武煤和焦煤，且太西无烟煤、

水、煤焦油、煤沥青、催化剂和灵武煤的重量比为100:6:33:10:1:2.5:2.5。

[0082]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F，产品F的灰分为5.7wt％，乙酸吸附量

为587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89g/100ml，强度为96wt％。

[0083] 实施例7

[0084] 与实施例4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0085] 太西无烟煤、水、煤焦油、煤沥青和催化剂的重量比为100:6:33:10:2，催化剂为碳

酸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物，其中碳酸钠与氢氧化钠的质量比为10:5。

[0086]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G，产品G的灰分为5.1wt％，乙酸吸附量

为562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5.81g/100ml，强度为95wt％。

[0087] 对比例1

[0088] 与实施例2相比，仅有以下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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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9] 活化料不经酸洗。

[0090] 其得到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记为产品H，产品H的灰分为11.8wt％，乙酸吸附量

为556mg/g，乙酸锌的吸附量为4.95g/100ml，强度为95wt％。

[0091] 结果比较

[0092] 实施例2得到的产品B和对比例1得到的产品F的比较如表1所示。

[0093] 表1产品B和产品F的比较

[0094]

[0095]

[0096] 根据表1可以看出，酸洗能够降低所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产品的灰分，增加

其外比表面积以及3-5nm孔容比例，增大其对醋酸锌的吸附值，提高其催化性能；虽然酸洗

后所制得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产品中，堆积重和强度略有降低，但是能够满足使用要求，

不影响使用。

[0097] 一般要求活性炭微孔直径不小于醋酸锌、醋酸、乙炔和醋酸乙烯分子平均直径总

和的1-2倍，最佳孔径分布范围是在 即3-5nm，处于这个范围内的孔径越多，其对

醋酸锌等的吸附和脱吸附就越容易，使其其能够循环利用，更适合作为载体使用。而根据表

1中3-5nm孔容比例(v％)的数值可知，酸洗后，3-5nm孔容比例(v％)增大，说明酸洗后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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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基醋酸乙烯载体炭产品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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