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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

植物猫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混合后经成

型、冷却、破碎、筛分得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

树脂50～80份、玉米粉10～20份、天然植物粘结

剂1～5份、二氧化硅1～5份、KOH改性甘蔗渣活性

炭1～5份和水，所述水的质量占混合后的物料总

质量的12～18％；所述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是

甘蔗渣经过碱性浸渍后，进行高温煅烧得到。本

发明的猫砂，其粉尘量少，具有优异的吸附异味

的能力和强吸水性能，结团性能优良，且带有天

然甘蔗清甜的香气，气味宜人，脚感舒适，天然环

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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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混

合后经成型、冷却、破碎、筛分得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50～80份、玉米粉10～20份、

天然植物粘结剂1～5份、二氧化硅1～5份、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1～5份和水，所述水的质

量占混合后的物料总质量的12～18％；

所述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1)将甘蔗渣在常温下进行碱性浸渍，浸渍时间为20～30h，浸渍期间不断搅拌，浸渍后

在100～110℃下烘干；所述碱性浸渍的浸渍液为1～4mol/L的KOH水溶液，所述KOH水溶液与

甘蔗渣的质量比为1～3:1；

(2)将浸渍烘干后的甘蔗渣置于高温中煅烧，煅烧温度为550～600℃，煅烧时间为70～

90min；

(3)煅烧后洗涤，并在90～110℃下烘干；

所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S1.对甘蔗渣进行预处理：将甘蔗渣置于碱性高温环境中蒸煮，预处理后烘干进行粉碎

处理；所述预处理条件为：碱性环境为3～5mol/L的NaOH水溶液，温度为110～120℃，时间为

1～1.5h；

S2.将步骤S1得到的甘蔗渣粉末改性制备高吸水性树脂：以甘蔗渣、高岭土和丙烯酸为

主要原料，过硫酸铵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釆用溶液接枝聚合的方

法合成高吸水性树脂；所述改性的条件为：所述丙烯酸与氢氧化钠水溶液的中和度为60％

～75％，过硫酸铵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0％～15％，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与甘蔗渣的

质量比值为3％～6％，丙烯酸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8％～15％，高岭土与甘蔗渣的质量比

值为3％～6％，由此配比制备的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为450～556g/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其特征在于，所述甘蔗

渣的粒径为80～1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其特征在于，所述玉米

粉为普通玉米粉和改性玉米淀粉的混合，所述普通玉米粉与改性玉米淀粉的质量比值为

0.49～0.5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

植物粘结剂为瓜尔胶和黄秋葵果胶的混合，所述瓜尔胶与黄秋葵果胶的质量比为1:1～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1)配料：将所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玉米粉、天然植物粘结剂、二氧化硅、KOH改

性甘蔗渣活性炭和水进行充分混合；

2)成型：将混合后的物料置于成型设备中，得到圆柱体成型产物；

3)冷却：将成型产物平铺在地面上直至冷却到室温；

4)破碎：将冷却后的成型产物用破碎机破碎，成型产物经过破碎后，形成不规整的圆柱

体；

5)筛分：对破碎后的成型产物进行筛选，筛选粒径为2～2.5mm，长度为10～20mm的颗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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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宠物排泄物的清洁用品，尤其是一种宠物猫专用猫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们生活也高速有效，与此同时，高节奏的社会氛围，无

形中给人们带来压力，庞大的立体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大大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使得

宠物经济近年来迅猛增长，其中宠物猫犹豫饲养方式便捷的优势，比如：工作出差时，在食

物和水充足的条件下，可以单独放在家中；工作繁忙时，猫不需要饲主过多的陪伴，只要喂

点猫粮再清理一下猫砂盆；猫咪很干净，不会有体味等，因此，成为很多饲主的首选。宠物猫

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般会惧怕陌生环境，主要饲养在室内，因此，解决猫咪排泄问题成

为饲主的重要考虑之一。猫砂的问世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目前猫砂市场中各类猫砂

良莠不齐，饲主在选择猫砂时，主要关注结团性、吸水性、吸附异味能力、粉尘性以及安全问

题。

[0003] 猫砂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和发展，在市面上常见的猫砂品种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

膨润土猫砂、硅胶猫砂、木屑猫砂、纸屑猫砂、豆腐猫砂等等。其中膨润土猫砂吸水性好、结

团性好但是不能冲入抽水马桶，猫咪误食会有危害以及除臭性差等；硅胶猫砂吸收能力超

强，方便及时清理，但是异味重，误食容易产生危害；木屑猫砂天然不刺激，吸附性能好但是

容易受潮、并容易产生寄生跳蚤等；纸屑猫砂柔软，颗粒小，尿湿后颜色呈灰色，好辨认且可

以直接倒入马桶冲，但是吸水性差、结团性差；豆腐猫砂吸水性、结团性较好但是容易黏底

给清理带来不便，吸附性一般。消费者在选择时带来很大的困扰。

[0004] 甘蔗渣是制糖工业中的副产品之一，开发甘蔗渣附加值利用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

糖业二次创业精神。大部分甘蔗渣材料被用作糖和乙醇加工厂的主要能源，包括先进的热

电联产设备中的生物电。然而，作为生物精炼厂的可持续资源，特别是用于生产乙醇、动物

饲料、呋喃化合物、用于结构材料的纤维、复合材料、纸浆和纸张仍有剩余。

[0005] 中国是世界最大甘蔗生产国之一，生产蔗糖与产生废弃甘蔗渣的比例为1:3。我国

的蔗渣资源丰富，为更有效利用糖资源废弃物，本发明将甘蔗渣用于猫砂产品的更优化开

发。利用甘蔗渣本身良好的天然性质，加以适当的改性使其具有较好的吸水性、结团性、吸

附性以及方便处理，可以直接由抽水马桶冲走。在糖资源的综合利用方面也提供了一种新

方向，很好的解决了糖业废物的再开发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其粉尘量少，具

有优异的吸附异味的能力和强吸水性能，结团性能优良，且带有天然甘蔗清甜的香气，气味

宜人，脚感舒适，天然环保安全。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 一种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混合后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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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冷却、破碎、筛分得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50～80份、玉米粉10～20份、天然植物

粘结剂1～5份、二氧化硅1～5份、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1～5份和水，所述水的质量占混合

后的物料总质量的12～18％；

[0009] 所述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0010] (1)将甘蔗渣在常温下进行碱性浸渍，浸渍时间为20～30h，浸渍期间不断搅拌，浸

渍后在100～110℃下烘干；所述碱性浸渍的浸渍液为1～4mol/L的KOH水溶液，所述KOH水溶

液与甘蔗渣的质量比为1～3:1；

[0011] (2)将浸渍烘干后的甘蔗渣置于高温中煅烧，煅烧温度为550～600℃，煅烧时间为

70～90min；

[0012] (3)煅烧后洗涤，并在90～110℃下烘干；

[0013] 所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0014] S1.对甘蔗渣进行预处理：将甘蔗渣置于碱性高温环境中蒸煮，预处理后烘干进行

粉碎处理；所述预处理条件为：碱性环境为3～5mol/L的NaOH水溶液，温度为110～120℃，时

间为1～1.5h；

[0015] S2.将步骤S1得到的甘蔗渣粉末改性制备高吸水性树脂：以甘蔗渣、高岭土和丙烯

酸为主要原料，过硫酸铵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釆用溶液接枝聚合

的方法合成高吸水性树脂；所述改性的条件为：所述丙烯酸与氢氧化钠水溶液的中和度为

60％～75％，过硫酸铵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0％～15％，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与甘蔗

渣的质量比值为3％～6％，丙烯酸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8％～15％，高岭土与甘蔗渣的质

量比值为3％～6％，由此最佳配比制备的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为450～556g/g。

[0016] 优选地，所述甘蔗渣的粒径为80～100目。甘蔗渣的粒径过粗决定了制备猫砂过程

中，不易压制成型，而过细，则在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粉尘。

[0017] 优选地，所述玉米粉为普通玉米粉和改性玉米淀粉的混合，所述普通玉米粉与改

性玉米淀粉的质量比值为0.49～0.54。玉米粉成分可增加猫砂吸水后的结团性能。

[0018] 优选地，所述天然植物粘结剂为瓜尔胶和黄秋葵果胶的混合，所述瓜尔胶与黄秋

葵果胶的质量比为1:1～5。本发明采用的天然植物粘结剂的粘结效果好，不容易产生粉尘，

保护猫咪的呼吸系统，同时保证猫砂产品天然安全，相较于单一的结团粘结剂，本发明的复

合型粘结剂的结团效果更好，同时更经济。

[0019] 所述的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0020] 1)配料：将所述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玉米粉、天然植物粘结剂、二氧化硅、

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和水进行充分混合；

[0021] 2)成型：将混合后的物料置于成型设备中，得到圆柱体成型产物；

[0022] 3)冷却：将成型产物平铺在地面上直至冷却到室温；

[0023] 4)破碎：将冷却后的成型产物用破碎机破碎，成型产物经过破碎后，形成不规整的

圆柱体；

[0024] 5)筛分：对破碎后的成型产物进行筛选，筛选粒径为2～2.5mm，长度为10～20mm的

颗粒。该粒度的猫砂颗粒符合猫爪间隙，猫脚感舒适，且结团强度好。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6] ⑴本发明将甘蔗渣经过碱性浸渍后，再经过高温煅烧形成多孔活性炭。猫尿液中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11972300 A

4



的主要挥发化合物为3-硫基-3-甲基-1-丁醇(MMB)，MMB呈现弱酸性，易与碱性物质发生化

学反应，因此，碱性浸渍改性煅烧活性炭的方法有利于对MMB的吸附。将本发明的猫砂用于

吸附猫砂盆中的异味，效果显著，吸附性能优于市售的优质猫砂。

[0027] ⑵本发明对制糖工业副产物甘蔗渣进行预处理，碱性条件下通过高温处理，可以

破坏甘蔗渣中的木质素以及对其微观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使甘蔗渣纤维疏松，纤维

的比表面积增大，之后再进行改性处理，使甘蔗渣改性成为高聚物，其内部结构发生进一步

的改变，纤维内部的结构更加疏松多孔，既有利于吸水性能和吸水后结团性能的提高，又有

利于吸附异味。最终制备的猫砂具有高吸水性能，可以快速吸走猫咪的粘液和粪便中的水

分，结团性能更佳，且能有效吸收臭味。

[0028] ⑶猫砂中的玉米粉成分可增加其吸水后的结团性能。

[0029] ⑷猫砂中的二氧化硅可有助于猫砂产品的抗结性，保障未使用猫砂的质量和储存

期等。

[0030] ⑸本发明采用的是天然植物粘结剂，粘结效果好，不容易产生粉尘，保护猫咪的呼

吸系统，同时保证猫砂产品天然安全，相较于单一的结团粘结剂，本发明的复合型粘结剂的

结团效果更好，同时更经济。

[0031] ⑹本发明的猫砂为不规则的圆柱体，粒径为2～2.5mm，颗粒长度为10～20mm，该粒

度的猫砂颗粒符合猫爪间隙，猫脚感舒适，且结团强度好。

[0032] ⑺本发明的猫砂在清洁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直接冲入抽水马桶，不会堵塞

马桶。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实施例1、2、3，对比例1、2制备的猫砂产品吸附MMB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的制备，步骤如下：

[0036] (1)将甘蔗渣粉碎至粒径为80目，然后对甘蔗渣进行碱性浸渍，在常温下浸渍时间

为20h，浸渍期间不断搅拌，浸渍后在100℃下烘干；所述碱性浸渍的浸渍液为1mol/L的KOH

水溶液，所述KOH水溶液与甘蔗渣的质量比为1:1；

[0037] (2)将浸渍烘干后的甘蔗渣置于马弗炉中高温煅烧，煅烧温度为550℃，煅烧时间

为70min；

[0038] (3)将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用蒸馏水洗涤至中性，并在90℃下烘干。

[0039] (二)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步骤如下：

[0040] S1.将甘蔗渣粉碎至粒径为80目，然后进行预处理：将甘蔗渣置于碱性高温环境中

蒸煮，预处理后烘干进行粉碎处理；所述预处理条件为：碱性环境为3mol/L的NaOH水溶液，

温度为110℃，时间为60min；

[0041] S2.将步骤S1得到的甘蔗渣粉末改性制备高吸水性树脂：以甘蔗渣、高岭土和丙烯

酸为主要原料，过硫酸铵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釆用溶液接枝聚合

的方法合成高吸水性树脂；所述改性的条件为：采用氢氧化钠水溶液将丙烯酸中和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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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60％，过硫酸铵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0％，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与甘蔗渣的质量

比值为3％，丙烯酸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8％，高岭土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3％，由此配

比制备的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为450g/g。

[0042] (三)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的制备，步骤如下：

[0043] 1)配料：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进行备料：

[0044] 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50份；

[0045] 玉米粉：普通玉米粉3.3份和改性玉米淀粉6.7份共10份；

[0046] 天然植物粘结剂：瓜尔胶和黄秋葵果胶共1份，瓜尔胶与黄秋葵果胶的质量比为1:

1；

[0047] 二氧化硅1份；

[0048] 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1份；

[0049] 水：水的质量占混合后的物料总质量的12％；

[0050] 将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玉米粉、天然植物粘结剂、二氧化硅、KOH改性甘蔗渣

活性炭和水进行充分混合。

[0051] 2)成型：将混合后的物料置于成型设备中，得到圆柱体成型产物；通过YC100L-4型

号造粒机进行造粒，获得具有合适形状和紧实度的圆柱体成型产物。

[0052] 3)冷却：将成型产物平铺在地面上直至冷却到室温，以稳定保持其外形。

[0053] 4)破碎：将冷却后的成型产物用破碎机破碎，成型产物经过破碎后，形成不规整的

圆柱体。

[0054] 5)筛分：对破碎后的成型产物进行筛选，筛选粒径为2～2.5mm，长度为10～20mm的

颗粒。该粒度的猫砂颗粒符合猫爪间隙，猫脚感舒适，且结团强度好。

[0055] 实施例2

[0056] (一)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的制备，步骤如下：

[0057] (1)将甘蔗渣粉碎至为粒径100目，然后对甘蔗渣进行碱性浸渍，在常温下浸渍时

间为30h，浸渍期间不断搅拌，浸渍后在1110℃下烘干；所述碱性浸渍的浸渍液为4mol/L的

KOH水溶液，所述KOH水溶液与甘蔗渣的质量比为3:1；

[0058] (2)将浸渍烘干后的甘蔗渣置于马弗炉中高温煅烧，煅烧温度为600℃，煅烧时间

为90min；

[0059] (3)将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用蒸馏水洗涤至中性，并在110℃下烘干。

[0060] (二)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步骤如下：

[0061] S1 .将甘蔗渣粉碎至粒径为100目，然后进行预处理：将甘蔗渣置于碱性高温环境

中蒸煮，预处理后烘干进行粉碎处理；所述预处理条件为：碱性环境为5mol/L的NaOH水溶

液，温度为120℃，时间为90min；

[0062] S2.将步骤S1得到的甘蔗渣粉末改性制备高吸水性树脂：以甘蔗渣、高岭土和丙烯

酸为主要原料，过硫酸铵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釆用溶液接枝聚合

的方法合成高吸水性树脂；所述改性的条件为：采用氢氧化钠水溶液将丙烯酸中和至中和

度为75％，过硫酸铵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5％，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与甘蔗渣的质量

比值为6％，丙烯酸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5％，高岭土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6％，由此配

比制备的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为500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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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三)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的制备，步骤如下：

[0064] 1)配料：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进行备料：

[0065] 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80份；

[0066] 玉米粉：普通玉米粉7份和改性玉米淀粉13份共20份；

[0067] 天然植物粘结剂：瓜尔胶和黄秋葵果胶共5份，瓜尔胶与黄秋葵果胶的质量比为1:

5；

[0068] 二氧化硅5份；

[0069] 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5份；

[0070] 水：水的质量占混合后的物料总质量的18％；

[0071] 将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玉米粉、天然植物粘结剂、二氧化硅、KOH改性甘蔗渣

活性炭和水进行充分混合。

[0072] 2)成型：将混合后的物料置于成型设备中，得到圆柱体成型产物；通过YC100L-4型

号造粒机进行造粒，获得具有合适形状和紧实度的圆柱体成型产物。

[0073] 3)冷却：将成型产物平铺在地面上直至冷却到室温，以稳定保持其外形。

[0074] 4)破碎：将冷却后的成型产物用破碎机破碎，成型产物经过破碎后，形成不规整的

圆柱体。

[0075] 5)筛分：对破碎后的成型产物进行筛选，筛选粒径为2～2.5mm，长度为10～20mm的

颗粒。该粒度的猫砂颗粒符合猫爪间隙，猫脚感舒适，且结团强度好。

[0076] 实施例3

[0077] (一)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的制备，步骤如下：

[0078] (1)将甘蔗渣粉碎至为粒径90目，然后对甘蔗渣进行碱性浸渍，在常温下浸渍时间

为24h，浸渍期间不断搅拌，浸渍后在105℃下烘干；所述碱性浸渍的浸渍液为2mol/L的KOH

水溶液，所述KOH水溶液与甘蔗渣的质量比为2:1；

[0079] (2)将浸渍烘干后的甘蔗渣置于马弗炉中高温煅烧，煅烧温度为565℃，煅烧时间

为80min；

[0080] (3)将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用蒸馏水洗涤至中性，并在105℃下烘干。

[0081] (二)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的制备，步骤如下：

[0082] S1.将甘蔗渣粉碎至粒径为90目，然后进行预处理：将甘蔗渣置于碱性高温环境中

蒸煮，预处理后烘干进行粉碎处理；所述预处理条件为：碱性环境为4mol/L的NaOH水溶液，

温度为115℃，时间为70min；

[0083] S2.将步骤S1得到的甘蔗渣粉末改性制备高吸水性树脂：以甘蔗渣、高岭土和丙烯

酸为主要原料，过硫酸铵为引发剂，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为交联剂，釆用溶液接枝聚合

的方法合成高吸水性树脂；所述改性的条件为：丙烯酸与氢氧化钠水溶液的中和度为65％，

过硫酸铵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2％，N,N’-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

5％，丙烯酸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11％，高岭土与甘蔗渣的质量比值为4％，由此配比制备

的高吸水性树脂吸水倍率为556g/g。

[0084] (三)KOH改性蔗渣活性炭吸附型植物猫砂的制备，步骤如下：

[0085] 1)配料：按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进行备料：

[0086] 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7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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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7] 玉米粉：普通玉米粉5份和改性玉米淀粉10份共15份；

[0088] 天然植物粘结剂：瓜尔胶和黄秋葵果胶共3份，瓜尔胶与黄秋葵果胶的质量比为1:

3；

[0089] 二氧化硅3份；

[0090] 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2份；

[0091] 水：水的质量占混合后的物料总质量的15％；

[0092] 将甘蔗渣改性高吸水性树脂、玉米粉、天然植物粘结剂、二氧化硅、KOH改性甘蔗渣

活性炭和水进行充分混合。

[0093] 2)成型：将混合后的物料置于成型设备中，得到圆柱体成型产物；通过YC100L-4型

号造粒机进行造粒，获得具有合适形状和紧实度的圆柱体成型产物。

[0094] 3)冷却：将成型产物平铺在地面上直至冷却到室温，以稳定保持其外形。

[0095] 4)破碎：将冷却后的成型产物用破碎机破碎，成型产物经过破碎后，形成不规整的

圆柱体。

[0096] 5)筛分：对破碎后的成型产物进行筛选，筛选粒径为2～2.5mm，长度为10～20mm的

颗粒。该粒度的猫砂颗粒符合猫爪间隙，猫脚感舒适，且结团强度好。

[0097] 对比例1

[0098] 对比例1与实施例3不同的是，对比例1不进行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的制备，在猫

砂的制备过程中不添加活性炭，其他步骤、工艺条件均与实施例3相同。

[0099] 对比例2

[0100] 对比例2与实施例3不同的是，对比例2不进行KOH改性甘蔗渣活性炭的制备，将甘

蔗渣直接置于马弗炉中高温煅烧，煅烧温度为565℃，煅烧时间为80min，其他步骤、工艺条

件均与实施例3相同。

[0101] 表1实施例1、2、3，对比例1、2制备的猫砂产品的性能表征

[0102]

[0103] 吸尿性的计算公式如下：

[0104]

[0105] 式中：M表示完全吸收宠物猫尿液后的猫砂产品重量g；m表示未吸收宠物猫尿液的

猫砂产品重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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