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21 年第 2 期

资源与环境科学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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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热解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清洁尧高效利用的重要技术遥 将污泥与秸秆混合共热解是生物质资源利用的重
要方法袁两者混合热解制备生物炭不仅能同时处理 2 种数量庞大的农业废弃物袁还能有效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带
来的问题遥 本文综述了污泥与秸秆共热解制备生物炭的研究进展袁介绍了共热解产物污泥-秸秆炭对土壤的改良作用
和吸附炭的利用袁以及热解温度尧混合比例尧停留时间尧升温速率尧催化剂添加等热解工艺对污泥-秸秆炭的影响袁并对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技术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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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废弃物通常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被丢弃

同时袁可以杀死污泥中的细菌尧病原体等有毒有害物

的有机物质袁如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遥 我国是农业

质袁也可以将有机质转变为新能源如生物油尧热解气袁

大国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农业废弃物袁但由于长期重

甚至将污泥中的有害重金属以稳定的状态固化在生

使用尧轻回收袁大部分农业废弃物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遥

物炭中袁从而降低污泥对土地和环境的利用风险遥 其

近年来袁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人们对于生态环

中袁共热解的产物污泥-秸秆炭具有比表面积大袁表面

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袁资源化利用农业废弃物引起了国

富含羧基尧 羟基等活性官能团袁N尧P尧K 等营养元素丰

内学者的广泛关注遥 热解技术是处理农业废弃物的主

富袁孔隙发达的特征遥 污泥-秸秆炭能够吸附环境中的

要途径之一袁污水污泥和农作物秸秆作为农业废弃物

有机污染物袁起到环境修复的作用曰也可用于土壤改

的代表袁由于各自的不同属性袁通过热解技术共同处

良袁有助于改善土壤理化性质袁提高土壤保水尧保肥能

理即可发挥其自身价值袁 亦可以实现二者优势互补袁

力遥 目前袁污泥和秸秆共同热转化已成为环境保护领

是目前处理污水污泥和农作物秸秆的热点遥 污水污泥

域的研究热点方向遥 因此袁针对污泥与秸秆共热解制

中含有许多病原微生物尧有毒有害有机物袁而且体积

备生物炭及改良土壤的方面袁近年来国内外开展了大

庞大袁并且伴有恶臭气味 袁利用热解技术可以固化污

量的研究遥

[1]

泥中的重金属袁显著减少二噁英排放袁在热解的同时
加入农作物秸秆可以调节彼此的含水率袁 实现连续
进料袁并且农作物秸秆中的碱金属在共热解过程中可

2 污泥与秸秆制备生物炭研究进展
2.1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制备炭基肥

污泥-秸秆生物质炭大多数 pH 值呈碱性袁可以用

以起到催化作用遥 因此袁通过热解技术处理污泥及农

作酸性土壤改良剂遥 近年来袁国内众多学者对此开展

作物秸秆对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及开发具有重要

了大量研究袁 主要集中在污泥-秸秆生物质对土壤的

的意义遥

理化性质的影响方面遥 众多研究均表明袁污泥-秸秆生

1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概述

物炭能有效改善土壤环境袁实现剩余污泥的合理回收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类产物

利用遥 韩剑宏等[5]研究不同温度制备的污泥-玉米秸秆

渊焦油尧热解气尧生物炭冤产率和品质的影响上[2-3]袁或者

共热解过程中反应动力学规律及反应的协同性上 [4]遥

明院热解温度越高袁生物质炭微观结构越发达袁比表面

根据前人报道袁污泥和秸秆共热解在有效处理两者的

积越大袁C 含量增加袁但是 O尧H 和 N 含量降低曰土壤中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渊2017YFD0800802-05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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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炭添加量对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影响袁结果表

有机碳含量增加袁但土壤中总氮尧总磷尧有效磷尧速效
钾含量减小袁且生物质炭对土壤 pH 值影响不大遥 卢再

亮等[6]研究了污泥和污泥生物质炭对酸性红壤的改良
效果袁探讨了污泥炭中重金属的环境风险袁以考察污
泥生物质炭在红壤地区农用的可行性遥 结果表明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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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和污泥炭中含有一定量的碱袁添加污泥和污泥炭均

志源等[11]研究不同比例污泥与玉米秸秆共热解条件对

可提高红壤的 pH 值袁 但污泥中有机氮的矿化和铵态

炭品质的影响袁结果表明袁随着热解温度的提高袁玉米

氮的硝化会引起红壤 pH 值的波动袁90 d 培养试验结

束时袁 在 500 益和 700 益下制备的污泥炭的改良效果
远高于污泥遥

秸秆的质量比与炭粉的产率成负相关袁700 益时袁纯污

泥热解的炭粉得率最佳袁质量比为 45%的秸秆是共热

解最佳比例遥 王志朴等[12]研究表明袁热解温度尧时间和

但也有研究表明袁使用污泥制备的生物炭虽然能

配比对污泥-小麦秸秆生物炭吸附能力均有显著影

减少污泥直接农用带来的环境风险袁但其有机碳含量

响袁最佳热解温度为 503.19 益尧热解时间为 120 min尧

[7]

低袁改良效果欠佳遥 刘凯传等 研究了污泥-秸秆生物
炭对土壤性质和黑麦草生长的影响袁结果表明院随着
秸秆质量比的增加袁生物炭中的有机碳含量尧比表面
积和孔径数量随之增加曰质量比为 30豫秸秆的生物炭

污泥和秸秆配比为 1颐2遥

近些年来袁 学者们对于污泥-秸秆共热解过程中

加入催化剂的研究越来越多袁许多催化剂被学者挖掘
并报道遥王忠科等[13]以乙酸钾为催化剂用污泥-花生壳

具有最大的吸附潜力曰 污泥-秸秆生物炭的施加提高

共热解制备生物炭袁结果表明院花生壳添加量对生物

了土壤的阳离子交换量尧微生物量以及碳尧碱解氮和

炭碘吸附值的影响最显著曰 热解温度和热解时间尧催

速效磷的含量袁以 3%~4豫的施加量最优遥
2.2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制备吸附炭

含碳有机物是污泥的重要部分袁为合理利用污泥
中的碳元素袁研究人员将污泥转化为有吸附性能的活

化剂添加量和热解时间之间交互作用影响显著曰最佳
热解工艺条件 为热解温度 375 益 尧 花生壳添 加量
60%尧催化剂添加量 5%尧热解时间 66 min遥

3 展望

性炭遥 同时袁污泥来源广袁属于待处理污染物袁且大量

污泥与秸秆共热解技术能够在现有热解设备的

研究表明袁由污泥制得的活性炭对某些污染物的吸附

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袁对减少化石燃料

能力较强袁故前景较好遥 截至目前袁国内关于污泥与秸

的使用尧提高碳转化率具有重要作用遥 本文综述了国

秆共热解制备吸附炭的研究还处在实验室研究阶段遥

内对污泥与秸秆共热解生成污泥-秸秆生物炭的两大

研究表明袁 影响污泥-秸秆共热解制备活性炭吸附性

方面利用研究进展袁 并且提出了以下未来研究方向遥

能的主要因素有热解工艺尧原料种类尧催化剂等遥 有学

一是根据目标产物的不同袁 通过调控不同的热解条

者通过不同农作物秸秆与污泥共热解袁得出制备活性

件袁改善和开发新的催化剂来提高热解效率尧降低能

炭最佳的农作物秸秆遥 朱赫男等 通过污泥与 4 种秸
[8]

秆在不同热解温度尧时间尧配比条件下制备生物炭袁结
果表明袁热解温度 500 益尧热解时间 2 h尧污泥与玉米秸
秆尧芝麻秸秆配比为 1颐1 时袁污泥与水稻秸秆尧小麦秸

秆配比为 1颐2 时袁制备的生物质炭吸附性能最优遥 最优

耗以及环境污染遥 二是在污泥与秸秆共热解产炭的研
究中袁应该充分利用农作物秸秆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
元素含量高的特点袁深入探究碱金属对两者原料共热
解的催化作用遥 三是污泥与秸秆来源广泛袁类型众多袁
且污泥含水率可控袁 应该根据不同原材料的物理尧化

制备工艺条件下袁4 种生物质炭吸附性能以污泥-小麦

学特征袁探究对应的热解数据袁完善共热解机理袁为今

生物质炭最优袁 其次是污泥-水稻秸秆生物质炭尧污

后工艺路线的设计和热解设备的开发提供数据支撑遥

泥-玉米秸秆生物质炭和污泥-芝麻生物质炭遥

四是实现污泥-秸秆共热解技术流程的合理化尧 应用

有研究表明袁不同热解工艺所得的活性炭性能指
标千差万别遥 邓 辉等[9]研究表明袁利用污泥-棉杆共热
解制备炭袁污泥质量分数尧KOH 浓度尧微波功率尧辐照
时间以及装填量均会显著影响炭的吸附性能尧表面官
能团以及孔结构遥污泥质量分数 30%尧微波功率 280 W尧

化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袁达到热解及联产工艺的有
效结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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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佳试验条件下对 COD 的吸附去除率为 82%遥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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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菁等院粤桂甘蔗产区不同类型土壤 pH 值及其酸性改良数学方程

R=1遥浅海沉积物发育而成土壤院y=3 391.95x-720.105袁

改良前袁先采集需改良的土壤袁处理后用 pH 计测定其

1 041.96袁相关系数 R=0.990 5遥 从相关系数看袁3 种土

性物质需要量曰或用中性盐或弱酸强碱盐类溶液浸提

相关系数 R=0.999 6遥玄武岩发育而成土壤院y=2 742.6x壤类型相关系数都超过 0.99袁第四纪红土甚至达到 1袁
可见通过数学方程计算酸性土壤需要碱性物质量是

pH 值袁然后加入碱性物质调节至目标 pH 值袁计算碱

土壤袁并用标准碱滴定袁根据消耗的碱量换算为交换
性酸量袁再计算需要施用石灰或其他碱性物质量[4]遥 这

可行的遥

需要一定试验条件且不利于快速测定遥 在缺乏试验条

3 结论与讨论

件情况下袁需要一种简单方法来决定施用碱性物质数

我国甘蔗主要种植在广西尧广东尧云南袁蔗区土壤

量遥 粤桂甘蔗酸性土壤产区可直接应用上面研究结果

大多为酸性袁其中以广西种植面积最大袁达 73.33 万 hm2

来施用碱性物质袁即广西第四纪红土发育而成土壤需

以上[6]袁广西甘蔗产区土壤母质主要为第四纪红土尧石

灰岩等袁第四纪红土所占比例较大遥 广东甘蔗产区土
壤母质主要为玄武岩和浅海沉积物遥 分析测定结果表

要碳酸钙平均值为 4 137 kg/hm2袁浅海沉积物发育而成

土壤需要碳酸钙平均值为 2 043 kg/hm2袁玄武岩发育而

成土壤需要碳酸钙量平均值为 1 092 kg/hm2遥 为精确

明袁广西蔗区第四纪红土发育而成土壤 pH 值最低袁其

施用碱性物质袁可简单测定蔗田土壤 pH 值后袁利用不

围为 4.26~5.10袁 玄武岩发育而成土壤 pH 值范围为

其他碱性物质施用量可通过与碳酸钙换算计得遥

范围为 3.72~3.90袁浅海沉积物发育而成土壤 pH 值范
4.50~5.50遥 甘蔗生长最适土壤 pH 值为 5.5 以上袁由此
可见粤桂甘蔗产区土壤大多需要进行酸性改良袁提高
土壤 pH 值遥 当调节到甘蔗酸害阈值 pH 值 5.5 时袁广

同类型土壤数学方程计算出需要施用碳酸钙的用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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