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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本文主要应用水蒸气活化法将废旧纤维板制备成活性炭材料(FACs)并对其性能进行研究。活性炭材料的性能主要

以比表面积和孔隙特征表征。活性炭材料的比表面积和孔容均随着活化温度的上升而增加，800℃FAC 的比表面积相当于

600℃FAC 比表面积的两倍多，孔径也接近 600℃FAC 的两倍。与之相反，孔径随着活化温度的上升而减小，说明活化温度

升高过程中孔壁存在收缩现象。活性炭材料主要以微孔为主，具有少量中孔和大孔。该材料对于 Cu2+具有良好的吸附效果，

其吸附能力在一定浓度范围和 Cu2+浓度存在线性正相关，是一种优质的重金属吸附材料。 

英文摘要：In this paper, fiberboard-based activated carbons(FACs) were prepared by the steam activation method. The resultant 

FACs were characterized by measuring their respective porosities and pore size distributions. The pore size distributions(PSDs) were 

narrow and peaked at a pore diameter of approximately 0.5nm. Both the surface and area and nature of porosity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activation temperature. In general, the higher the activation temperature was, the greater the surface areas and 

micropore volumes of the resultant FACs were. Nevertheless, the total pore volume (V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the decrease 

of average pore diameter (Davg.). The FACs obtained which showed a higher adsorption capacity to Cu (II) ions are promising 

biosorbents which may be used for the removal of heavy metal ions in the water purification proces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low cost 

and ecofriendly mater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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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要的木质复合材，纤维板在木材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12 年中国纤维板总产量达到 5554 万

立方米[1]，这就导致了每年大量废旧纤维板的产生。目前，废旧纤维板的处理方式以焚烧为主，由于处理

不当产生的二噁英被世界卫生组织界定为一级致癌物，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存在着巨大威胁。纤维板由本

身具有多孔结构的纤维组成，纤维在交叠过程中又形成了大量孔隙。这些特征使得纤维板具有制备多孔材

料的优势。活性炭具有丰富的孔隙结构、巨大的比表面积、强效吸附能力和易再生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与

工业，尤其是工业重金属废水的处理过程[2]。 目前利用废旧纤维板制备活性炭对重金属离子进行吸附的研

究较少。从以废治废、节约成本和环境友好的角度出发，该研究同时解决了废物处理、有害物质排放和处

理中进水废水等问题。本文中，通过水蒸气活法将废旧纤维板制成活性炭，然后测量其孔隙结构和对于 Cu2+

的吸附性能。 

一、 实验材料和方法 

(一)实验材料 

废旧纤维板；碘（GB/T 675），北京化工厂；碘化钾（GB/T 1272），广州市金华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硫代硫酸钠（Na2S2O3·5H2O）（GB/T 637），北京化工厂；可溶性淀粉（HGB 3095），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重铬酸钾（GB 1259），基准试剂，北京化工厂；硫酸，分析纯，北京化工厂；盐酸，分析

纯，北京化工厂。 

BS224S 电子天平（赛多利斯科学仪器有限公司）；S-360 扫描电镜（Cambridge）；Autosorb iQ 比表面

积及孔径分布检测仪（美国康塔公司）；XRD-6000 X 射线衍射仪（日本岛津公司）；炭化炉（北京林业大



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研制）；活化炉（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研制）； FEP20 – FiveEasy Plus™

实验室 pH 计（瑞士梅特勒-托利多公司）；KQ-600DE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THZ-C

型恒温振荡器（太仓市实验设备厂）；电子万用炉（北京市永光明医疗仪器厂）；AA220 原子吸收光谱仪(美

国瓦里安公司) 试验筛（60 目、200 目）。 

(二)实验方法 

1.炭化方法 

将纤维板试样处理为长 10cm、宽 3cm、厚 0.9cm 的长条，便于充分炭化。将试样用天平称重后放入炭

化炉中，设定升温速率均值为 50℃/10 min，终温 600℃，在终温下保温 1 小时，获得炭化产物。由于本实

验不涉及炭化实验中产生的液体及气体分析，故该部分不计入数据处理。实验结束后，待固体产物在炭化

炉内冷却至室温后取出，所得产物命名为纤维板炭化物（fiberboard-based carbon，FBC）。 

2.活化方法 

将 FBC 粉碎为 10mm×10mm×3mm 的小块，按重量平均分为 3 组，每组重量为 10g 左右，称重后分别

置于活化炉（装料量约 10g，内温最高 1000℃）中，水蒸气活化法进行活化。活化分为 3 个目标温度条件，

分别为 600℃、700℃和 800℃，升温速率 4℃/min，水蒸气流速为 4.84g/min，活化时间 1h。 

待活化炉冷却至室温后对所得产物进行称重，所得产物命名为纤维板活性炭（fiberboard activated 

carbon，FAC），计算得率。 

纤维板活性炭的得率指活化后试样的重量与炭化物试样重量的百分比。活性炭得率的多少直接影响活

性炭的综合利用价值，对活性炭的制备具有重要意义。 

试样得率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Y=M/(M0)×100%                                                                   (1) 

式中：Y — 得率，%；M —产物质量，g；M0 — 炭化物质量，g。 

3.碘吸附值检测 

参照 GB/T 12496.8—1999，进行碘吸附值的测试并计算试样的碘吸附值。 

4.比表面积及孔径测定 

采用美国康塔公司生产的 Autosorb iQ 型全自动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检测仪，采用液氮做吸附质。试样

首先在吸附仪的加热器中进行真空脱气处理（300℃下脱气 3h），在 77K 条件下。在仪器的分析部分利用静

态液氮吸附法测定。测定完成之后，利用相应的数学模型根据 N2 吸附-脱附等温线计算试样的比表面积及

孔径分布。 

5.铜离子吸附实验 

利用原子分光光度计(VarianAA220)测定活性炭材料对于 Cu2+的吸附能力。将活性炭材料粉碎后用 60

目筛子筛选，分别投入至浓度为 10、50、100、150、200 和 250mg/L 的 CuSO4 溶液中(溶液的 pH 事先调至

5.2)，形成混合体系。将该混合体系置于 25℃，转速为 200r/min 的摇床上振荡 120 分钟后，对该混合体系

进行过滤，测试滤液中的 Cu2+浓度。 

二、结果与讨论 

  (一)活性炭材料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 

如图 1 所示，三条曲线均为 I 型曲线在相对压力小于 0.1 时，等温线的吸附体积迅速增长，表明刚开

始时试样的吸附填充以微孔为主。在相对压力超过 0.1 后，随着相对压力的增大，吸附体积呈缓慢增长，

在 3 个活性炭试样的曲线中出现了拖尾现象和明显的滞后回环，表明其发生了多分子层吸附或毛细凝聚现

象，预示着试样中的炭化物经水蒸气活性处理后[3]，孔隙以微孔为主，并且含有一定数量的中孔和大孔。

温度为 700 和 800℃的活性炭相比于 600℃的活性炭存在较为明显的滞后回环，这是由于随着温度升高，微

孔在水蒸气的活化作用下不断被拓宽，孔径不断增大，孔结构更为发达[4]。 



 

 

 

 

 

由 N2吸附-脱附等温线得到各样品的孔径分布图如图 3 所示，图中所示孔径分布是各试样按 HK 法绘

制的吸附-脱附等温线测得的孔径分布。在孔径分布曲线上，700℃FAC 在 0.23nm 处出现了孔容高峰，800℃

FAC 在 0.25nm 处出现了孔容的最大值。由此可以看出，2 个试样的孔容主要集中分布于孔径为 0.4-0.6nm

的范围内，活化后样品的孔有少量的中孔存在，但主要由孔径为 0.4-0.6nm 的微孔组成。孔结构的变化，

图 1.FACs 的 N2吸附-脱附曲线 

Fig.1. N2 adsorption-desorption isotherms of FACs 

 

图 2 FACs 的孔结构分布图 

Fig 2. Pore-size distributions of FACs  (△ :FAC-600,□:FAC-700,○:FAC-800,respectively) 



反应了活性炭吸附能力的不同，活性炭作为水处理吸附剂时，要求比表面积较大，且微孔和中孔均较发达。

700℃和 800℃活性炭的孔径峰值显著高于 600℃活性炭，其孔径分布也更为广泛。说明在更高的活化温度

下，孔径的结构改变更为显著，且剧烈的改变发生在 600—700℃之间。 

(二)活性炭材料各项表征 

如表 1 所示：在 600℃、700℃、800℃温度条件下活化制得活性炭的得率随着温度的升高逐渐降低，

在温度升高至 800℃时得率大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炭与水蒸气的反应是一个吸热反应，炭与水蒸气的

反应速率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快，活化温度提高，活性炭的烧失率就会增大，即得率降低[3]。 

选取水蒸气含量为 45%的活性炭，其得率随着温度的上升显著下降，与之相对的是比表面积和碘吸附

值的提高。由于温度升高，反应条件剧烈，水蒸气的冲击力更为强大，使得活性炭的孔隙增多，孔容增加，

比表面积增大。 

随着温度升高，试样的碘吸附值逐渐增大，尤其是 800℃FAC 的碘吸附值 989.278mg/g，达到木质净水

用活性炭一级品 900mg/g，接近优级品 1000mg/g。 

根据对碘分子吸附的最小孔隙直径为 1.0nm 的观点[4]，推测 800℃下制得的活性炭微孔结构比较发达。

该条件下得率为 33.88%，可以运用于工业生产。 

选取 700℃水蒸气含量为 45%条件下制备的活性炭，其得率随着温度的上升显著下降，与之相对的是

比表面积和碘吸附值的提高。由于温度升高，反应条件剧烈，水蒸气的冲击力更为强大，使得活性炭的孔

隙增多，孔容增加，比表面积增大。800℃FAC 的 比表面积达到 1057.316 m2/g，为 600℃FAC 的比表面积

的两倍多。800℃FAC 的孔容也接近 600℃FAC 的两倍。与之相对的则是 FAC 的孔径随着温度的升高逐渐

减小，这也可以理解为活性炭的孔隙由大孔和中孔向微孔逐渐过渡。由于活性炭 95%的比表面积都集中分

布在微孔上，微孔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活性炭的吸附性能。由该图表综合分析可知，随着温度的提高，

活化条件的家具，活性炭的吸附性能逐渐提升。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在加热过程中保护样品不会因为温度

过高而被烧失，当温度上升至 900℃或更高时，制得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孔容会更大，微孔分布也更为集

中，活性炭的综合性能更为优越。 

表 1.FACs 的孔结构 

Table.1 Pore characteristics of FACs 

Sample Yield(%) SBET(m2/g) Vt(cm2/g) Da(nm) IAV(mg/g) 

FAC-600℃ 88.53 465.332 0.37 3.24 210.659 

FAC-700℃ 74.62 724.026 0.43 2.06 530.964 

FAC-800℃ 33.88 1057.316 0.69 1.44 989.278 

 

SBET,比表面积; Vt, 总孔容; Davg, 平均孔径; IAV , 碘吸附值. 

   

(三)活性炭的铜离子吸附性能 

如图 3 所示，选取 800℃FAC 对 Cu2+进行吸附，可以看出被 800℃FAC 吸附的铜离子数量和铜离子浓

度成线性正相关，吸附能力可达 50mg/g，较先前研究中吸附剂的吸附能力有显著提升[7,8]。该结果表明 FACs

用于重金属吸附有着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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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1.制得活性炭的比表面积和碘吸附值和温度呈正相关，800℃条件下制备的 FAC 其碘吸附值达到木质净水

用活性炭一级品品质。 

2.制得活性炭存在少量中孔，主要由孔径 0.5nm 以下的微孔组成。随着温度的上升，总孔容增大，孔径减

小，说明在活化过程中孔壁出现收缩。 

3.制得活性炭吸附 Cu2+，当 Cu2+浓度在 250mg/L 以下时，随着 Cu2+浓度的增加，活性炭材料对 Cu2+的吸附

能力随之增强并呈线性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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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800℃FAC 对铜离子的吸附效果 

Fig. 3 Adsorption capacity of FAC-800 for Cu2+ 

(pH=5.2,time=120min,temperature=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