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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樟叶渣制备活性炭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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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院以油樟叶渣为原料采用磷酸活化法制备活性炭袁研究了浸渍比尧升温速度尧活化温度尧活化时间等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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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援 悦澡葬燥 藻曾 匀援 宰援 蕴蚤冤系樟科樟属的珍贵树种袁常绿

乔木袁为中国特产袁主产宜宾市袁亦称宜宾油樟遥 油

樟具有生长快尧干形通直尧材质好尧萌芽力强等特

点咱员暂 遥 由于油樟精油含量高袁因此是一种重要的经

济树种袁其叶尧枝尧根尧茎尧花尧果富含芳香油袁鲜叶含

油量达 猿郾 愿豫 耀 源郾 缘豫 袁主要成分桉叶油素高达

缘愿郾 缘缘豫 袁为材尧叶两用的优良速生树种咱圆暂 遥 油樟适

生于酸性或微酸性土壤袁喜温暖湿润气候袁一般分布

在海拔 愿园园 皂 以下的丘陵地带袁其 适高度为海拔

猿园园 皂 耀缘园园 皂咱员暂 遥 四川省宜宾市位于四川南部袁气
候温暖湿润尧土壤肥沃袁非常适合油樟树的生长袁境
内的宜宾县有野油樟王国冶之称袁油樟油产量占全国

苑园豫 以上咱猿暂 遥 现已建成 野天然油樟母本园冶 圆员郾 苑
澡皂圆袁选育了优质油樟母树远 缘园园多株袁油樟种植面积

已达 圆 万 澡皂圆咱源暂 遥



宜宾油樟资源丰富袁年产樟油远 缘园园贼袁年产油樟

叶渣 猿员 万 贼咱源暂 袁油樟叶渣通常被直接焚烧处理或就

地堆放腐烂袁既污染环境同时也带来资源浪费遥 油

樟叶渣中含有丰富的碳源袁含碳量在 源愿豫 左右袁非
常适合用作制备活性炭的原料遥 近年来袁随着活性

炭研究的不断深入袁活性炭应用已经逐渐发展到气

体净化尧废水处理等环保领域袁利用油樟叶渣制备活

性炭袁不仅有利于减少废弃油樟叶渣对环境的污染袁
还可以增加经济效益袁实现变废为宝遥 为此袁本研究

采用磷酸活化法袁以油樟叶渣为原料袁探索制备活性

炭的试验条件袁旨在为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提供

参考遥

员摇 材料与方法

员援 员摇 仪器设备

比表面测定仪 酝蚤糟则燥皂藻则蚤贼蚤糟泽 郧藻皂蚤灶蚤 陨陨渊美国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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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 圆摇 试验材料

油樟叶渣取于宜宾市宜宾县袁切割成 员 糟皂 小

段袁待用遥 其余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遥 油樟叶渣和

混合木屑的元素组分对比见表 员遥 油樟叶渣的灰分

明显低于混合木屑袁碳元素质量分数也高于混合木

屑袁可以判断以油樟叶渣为原料制备活性炭的得率

相对较高遥
表 员 油樟叶渣与锯木屑的组分分析 渊单位院豫 冤

样品 灰分 悦 匀 韵 杂 晕
油樟叶渣 源援 圆员 源愿援 缘缘 苑援 园猿 要 员援 源员 园援 猿缘
混合木屑 怨援 圆缘 源苑援 员源 缘援 远猿 源员援 园园 园援 员缘 园援 怨愿

员援 猿摇 试验方法

员援 猿援 员摇 活性炭的制备遥 准确称取 员园 早 原料袁按照

不同浸渍比渊油樟叶渣与 匀猿孕园源 质量比冤加入质量

分数为 愿园豫 的磷酸袁员缘园益预活化 远园 皂蚤灶遥 将混合

料放入活化炉袁以不同升温速度加热至不同活化温

度尧活化时间进行活化遥 水洗至中性袁烘干袁得到油

樟叶渣基活性炭遥
员援 猿援 圆摇 活性炭样品性能分析遥
员援 猿援 圆援 员摇 常规指标检验袁按照 郧月 辕 栽员圆源怨远援 员 耀 圆圆 原
员怨怨怨叶木质活性炭试验方法曳进行遥
员援 猿援 圆援 圆摇 元素分析袁将油樟叶渣放入元素分析仪中

测定样品中各指标元素与混合木屑的指标元素进行

比较遥
员援 猿援 圆援 猿摇 比表面积的表征袁采用比表面测定仪测

定遥

圆摇 结果与讨论

在化学法制备活性炭工艺条件中袁活化剂与原

料的浸渍比尧活化升温速度尧活化温度以及活化时间

都会对活性炭样品的性能有影响遥 试验采用固定 猿
个因素袁改变第 源 个因素的实验方案袁考察了浸渍

比尧活化升温速度尧活化温度尧活化时间对活性炭性

能的影响遥
圆援 员摇 浸渍比的影响

在磷酸溶液浓度 愿园豫 尧活化升温速度 缘益 窑
皂蚤灶 原员尧活化温度 源园园益袁活化时间 远园 皂蚤灶 条件下袁考
查浸渍比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袁结
果见表 圆遥

表 圆摇 浸渍比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

浸渍比
产品得率渊豫 冤

比表积
渊皂圆窑早 原员 冤

亚甲基蓝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碘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员颐 员 猿员援 源 愿苑猿 员园缘 苑愿远
员颐 圆 猿远援 圆 员员猿源 员缘园 怨员圆
员颐 猿 猿苑援 源 员员远缘 员猿缘 怨苑远
员颐 源 猿猿援 员 员园远苑 员圆园 怨猿源

随着浸渍比的增加袁活性炭产品的得率和吸附

能力都在增加遥 当浸渍比从 员颐 员增加到 员颐 圆时袁得率

的增加速率较大曰随着浸渍比的继续增加袁产品得率

仍在增加袁但增加趋势较缓遥 说明活化剂量的增加

有利于活化剂溶液对原料的充分浸渍袁减少了挥发

成分的生成袁使更多的有机碳活化生成活性炭遥 从

表 圆 还可以看出袁随着浸渍比的增加渊即磷酸量的

增加冤袁有利于活性炭产品吸附能力的提高袁浸渍比

大于 员 颐 猿后袁活性炭的得率有所降低遥 这主要是因

为高浸渍比的磷酸在高温下活化时袁磷酸对炭体的

侵蚀作用强烈袁使得物料中大量的氢和氧以水蒸气

的形式流失袁降低了活性炭的得率遥 进入原料内部

的磷酸一方面作为催化剂使原料中大分子键断裂袁
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缩聚和环化参与键的交联袁在
加速碳键断裂的同时抑制焦油的产生袁导致产生了

大量的空隙结构咱缘暂 遥
圆援 圆摇 活化升温速度的影响

在磷酸溶液浓度 愿园豫 尧浸渍比 员 颐 猿尧活化温度

源园园益袁活化时间 远园 皂蚤灶 条件下袁考查升温速度对活

远源 摇 摇 四摇 川摇 林摇 业摇 科摇 技 猿苑 卷



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猿遥
表 猿摇 升温速度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

升温速度
渊益窑皂蚤灶 原员 冤

产品得率
渊豫 冤

比表积
渊皂圆窑早 原员 冤

亚甲基蓝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碘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猿 猿远援 苑 员员源苑 员远缘 怨员缘
远 猿苑援 缘 员员猿源 员缘园 怨缘园
怨 猿猿援 源 员员员缘 员园缘 怨猿远
员圆 圆怨援 缘 员园远苑 怨园 怨圆苑

随着升温速度的增加袁产品得率和碘吸附先升

后降袁比表面积和亚甲基蓝吸附值呈缓慢下降趋势袁
升温速度大于 远益窑皂蚤灶 原员时袁产品得率明显下降遥
圆援 猿摇 活化温度的影响

在磷酸溶液浓度 愿园豫 尧浸渍比 员 颐 猿尧升温速度

缘益窑皂蚤灶 原员尧活化时间 远园 皂蚤灶 条件下袁考查活化温

度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源遥
表 源摇 活化温度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

活化温度
渊益冤

产品得率
渊豫 冤

比表积
渊皂圆窑早 原员 冤

亚甲基蓝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碘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猿愿园 猿愿援 猿 愿员远 员园缘 怨员缘
源园园 猿远援 苑 员员缘猿 员缘园 怨源员
源圆园 猿缘援 缘 员员苑缘 员猿缘 怨远猿
源源园 圆怨援 园 员园远苑 员圆园 怨猿缘

随着活化温度的增加袁比表面积及吸附性能增

加袁但产品得率下降曰当活化温度大于 源圆园益袁比表

面积及吸附性均开始下降袁这是因为活化温度越高袁
活化反应进行得越充分袁原料不断分解袁碳结构不断

受到侵蚀袁产生大量的孔结构遥 但是随着活化温度

的继续升高袁因碳结构的过度侵蚀造成已经产生的

孔道之间发生坍塌袁相互贯通袁形成通道袁吸附性能

减弱咱缘暂 遥
圆援 源摇 活化时间的影响

在磷酸溶液浓度 愿园豫 尧浸渍比 员颐 猿尧活化升温速

度 缘益窑皂蚤灶 原员尧活化温度 源园园益条件下袁考查活化时

间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袁结果见表

缘遥
表 缘摇 活化时间对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的影响

活化时间渊皂蚤灶冤 产品得率渊豫 冤
比表积

渊皂圆窑早 原员 冤
亚甲基蓝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碘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源园 源园援 圆 愿园缘 怨园 愿园猿
远园 猿愿援 猿 员园猿圆 员远缘 怨源员
愿园 猿缘援 缘 怨愿猿 员猿缘 怨苑远
员园园 猿园援 员 怨员圆 员园缘 怨源苑

随着活化时间的增加袁产品得率下降尧比表面积

及吸附性能先升后降遥 活化时间越长袁会增加碳的

烧失袁导致得率减少袁活化时间延长与升高活化温度

原理相似袁活化时间太长均会导致比表面积及吸附

性能的明显下降袁当活化时间大于 远园 皂蚤灶 时袁产品

得率尧比表面积及吸附性均开始下降遥
综上所述袁 佳试验条件为院浸渍比为 员 颐 猿袁升

温速率为 远益窑皂蚤灶遥 原 员袁在活化温度 源圆园益袁活化

时间为 远园 皂蚤灶遥 以此条件进行 猿 次验证试验结果见

表 远遥
表 远摇 最佳试验条件活性炭产品得率及吸附性能

序号
产品得率渊豫 冤

比表积
渊皂圆窑早 原员 冤

亚甲基蓝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碘吸附值
渊皂早窑早 原员 冤

员 猿远援 苑 员员园怨 员远缘 怨猿员
圆 猿远援 源 员园愿远 员缘园 怨猿愿
猿 猿远援 缘 员员圆猿 员远缘 怨猿缘

平均值 猿远援 缘 员员园苑 员远园 怨猿缘

猿摇 结论

渊员冤本试验以油樟叶渣为原料袁采用磷酸为活

化剂制备油樟叶渣基活性炭袁研究表明袁磷酸与原料

的浸渍比尧活化温度尧升温速度尧活化时间对制备的

活性炭性能均有显著影响袁 佳试验条件为院浸渍比

员颐 猿尧活化温度 源圆园益尧升温速度 远益窑皂蚤灶 原员尧活化时

间 远园 皂蚤灶 遥
渊圆冤研究结果表明袁油樟叶渣完全可以作为制

备优质活性炭的原料遥 制备的活性炭得率在 猿缘豫
以上袁与木屑活性炭的得率基本一致袁产品的吸附性

能也达到了木质活性炭国家标准 郧月 辕 栽员猿愿园猿援 源要
员怨怨怨 中亚甲基蓝吸附值尧碘吸附值的质量要求袁不
仅有利于拓宽活性炭的原料来源袁减少活性炭对木

屑原料的依赖袁还可以减轻四川省宜宾地区 猿员 万 贼
废弃油樟叶渣污染环境的压力袁实现变废为宝袁增加

经济效益尧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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