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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秸秆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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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两种作物秸秆生物炭对废水中镉的吸附，利用系统的吸附试验，分析稻秸秆与麦秸秆在不同温
度下热解制得的生物炭对废水中镉的吸附性能和作用机理。结果显示，600 oC 热解得到的稻秸秆生物炭对镉的吸附
效果最好，理论最大单层吸附量可达 250 mg·g-1，吸附动力学研究显示在 60 min 内可将溶液镉浓度由 101.60 mg·L-1
降低至 2.65 mg·L-1，去除率达到 97.39%。600 ℃下制得的稻秸秆生物炭对镉污染废水的快速净化主要是通过生物
炭表面的物理吸附和化学作用共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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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admium adsorp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wo kinds of straw biochar
SHEN Xiancheng1,SIMA Xiaofeng1,2,MENG Yu1, WU Dongbiao1,YU Peng1,LI Kun1
(1.Anhui Urban Construction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Hefei 230051; 2.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Abstract: The research aimed to explore the adsorption of cadmium from wastewater by biochar of two crops
straw. The systematic adsorp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adsorption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of cadmium in wastewater from biochar prepared by pyrolysis of rice straw and wheat straw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
The theoretical maximum adsorption capacity of cadmium to rice straw biochar prepared at 600 ℃ is 250 mg·g-1.
And the adsorption kinetics study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 of cadmium in the solution could be reduced from
101.60 mg·L-1 to 2.65 mg·L-1 within 60 min, which the removal rate reached 97.39%.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rapid purification of cadmium polluted wastewater by rice straw biochar prepared at 600 ℃ is mainly accomplished
by physical adsorption and chemical mechanisms on the surface of bio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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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矿石开采、化
工和电镀等行业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水导致水体
镉（Cd）污染严重[1]。通过水和食物链进入生物系
统的 Cd 经逐级放大后对生物体内的代谢系统有不
可逆转的毒害作用[2]。传统净化含镉废水的离子交
换、化学沉淀、反渗透及膜分离等方法因高成本和
高复杂性限制了其在工程上的应用[3]。生物炭对镉
污染废水具有吸附性能好、见效快、操作简单、材
料来源广和成本低等特点，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
关注[3~5]。
生物炭是生物质在缺氧下经高温热解后得到的
富碳颗粒[6]，其孔隙结构发达、比表面积大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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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官能团丰富，且在水环境中能够稳定存在[7-8]。
研究表明生物炭巨大的比表面积可促进对 Cd 的表
面吸附[9]，丰富的含氧官能团可与 Cd2+发生络合和
共沉淀作用[10]。热解温度和生物质原料是影响生物
炭孔隙结构和表面理化性质的两大重要因素[11-12]。
一般来说，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孔隙结构和 pH 等
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而增加，这些因素有利于生物
炭对 Cd 的吸附，但是高温同样降低生物炭的表面
官能团数量，削弱对 Cd 的吸附[11,13]。因此，探索
热解条件是提高生物炭吸附镉的重要因素。水稻和
小麦是我国重要的农作物，如何有效利用每年产生
的巨量稻秸秆与麦秸秆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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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系统的吸附试验，研究稻秸秆和麦
秸秆在不同温度下热解得到的生物炭材料对水溶液
中 Cd 的去除效果，以期为废弃作物秸秆资源化应
用于 Cd 污染废水的高效净化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
支撑。

1
1.1

材料与方法

材料与仪器
稻秸秆和麦秸秆分别取自安徽六安农田和安徽
淮北农田，去离子水洗净，105 ℃烘干至恒重，粉
碎过 120 目筛后备用。
生物炭通过马弗炉制备，具体操作步骤为：将
过筛后的生物质粉末放入坩埚中，使其充满整个坩
埚并压实，加盖密封，于缺氧条件下保持目标温度
（400 ℃、500 ℃和 600 ℃）2 h 后关闭电源，继续
保持缺氧状态直至温度降至室温，得到的碳化产物
经研磨后为最终样品[14]。生物炭根据原料和热解温
度分别命名为 WC-400、WC-500、WC-600、RC-400、
RC-500、RC-600，WC 表示麦秸秆生物炭，RC 表
示稻秸秆生物炭，数字代表热解温度。利用元素分
析仪（Vario EL Ⅲ，Elementar，德国）测定材料中
C、H、N 和 O 元素的含量，采用物理化学吸附仪
（Tristar Ⅱ 3020，Micromeritics，美国）利用 N2
吸脱附法测定生物炭的孔结构参数。
试验所用到的化学药品均购自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试验用水为去离子水。
1.2 项目测定与方法
1.2.1 pH 测定 生物炭样品的 pH 值由 pH 计测定，
分别称取 1.00 g 生物炭，按 1∶20 的固液比加入去
离子水，25 ℃下以 180 r·min-1 振荡 1 h 后，测定样
品溶液的 pH 值，每个样品设置 2 个重复[15]。
1.2.2 灰分含量测定 生物炭样品的灰分含量利用
灼烧法测定，分别称取 2.5 g 生物炭置于马弗炉中，
于 700 ℃下灰化至恒重，灰分含量依据公式（1）
进行计算：
（1）
X=（m3-m1）/m2×100%
式中：m1 为坩埚质量；m2 为生物碳试样的质量；
m3 为灰化后灰分和坩埚的总质量。试验中每组样品
设置 2 个重复。
1.3 试验设计
100 mg 的生物炭分别加入 50 mL 的 Cd 溶液中，
以 0.01 mol·L-1 的 NaCl 作为背景电解质，于 25 ℃、
180 r·min-1 条件下避光恒温振荡。
每组试验均设置 2 个重复，样品经处理后由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测定 Cd 含量，每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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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重复 3 次并取平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1.3.1 吸附动力学试验 Cd 的初始质量浓度为 100
mg·L-1，Cd 溶液的 pH 为 6.40。吸附振荡时，分别
于 0 min、10 min、30 min、60 min、120 min、240 min、
360 min 和 480 min 取样 2 mL，过 0.45 μm 的水膜
后，吸取 1 mL 水样经 4%的稀盐酸稀释 5 倍后保存
于 4oC 冰箱中至测样。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量 qe 按公式（2）计算：
qe=V（C0-Ce）/m
（2）
式中 qe 为单位质量生物炭吸附溶液中 Cd 的量
（mg·g-1）
；C0 为初始溶液的 Cd 质量浓度（mg·L-1）；
；V 为溶液
Ce 为取样溶液的 Cd 质量浓度（mg·L-1）
的初始体积，本研究为 50 mL；m 为生物炭的初始
质量，本研究为 100 mg。
1.3.2 吸附等温线试验 Cd 的初始质量浓度分别
800 mg·L-1、
400 mg·L-1、
200 mg·L-1、
为 1 400 mg·L-1、
100 mg·L-1、0 mg·L-1，Cd 溶液的 pH 为 6.30～6.70，
吸附振荡 24 h 后取样过 0.45 μm 的水膜，
滤液经 4%
oC 冰箱中至测样。
的稀盐酸适当稀释后保存于 4
按公式（2）计算得到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量 qe，
再用 Langmuir（公式（3）
）和 Freundlich（公式（4））
两种吸附等温线模型对 Cd 的吸附量进行模拟，公
式如下：
（3）
Ce/qe = Ce/qmax + 1/（KL×qmax）
lgqe = lgkf + 1/n × lgCe
（4）
其中 Ce（mg·L-1）和 qe（mg·g-1）分别代表吸
附平衡时水相和固相中 Cd 的浓度，KL 是与吸附自
由能相关的 Langmuir 常数，qmax（mg·g-1）表示对
Cd 的理论最大吸附量；n 与 Kf 分别代表 Freundlich
的吸附系数和线性指数。Langmuir 和 Freundlich 两
种等温线模型的参数分别通过对 Ce/qe 与 Ce，和 lgqe
与 lgCe 作线性图计算得出。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Excel 2007 和 Origin8 软件对所得的数据
进行处理和制图，所有的误差均用标准差（SD）表
示，试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软件 SPSS 13.0，用
one-way ANOVA (analysis of variance, HSD 检验法)
进行显著性差异检验，P≤0.05 时认为差异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原料及温度对生物炭性质的影响
生物炭样品的性质见图 1，原料和热解温度对
生物炭的性质均有影响。图 1（a）显示，热解原料
相同时，生物炭的 pH 值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而增
大。热解温度相同时，稻秸秆生物炭的 pH 值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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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秸秆生物炭，400 oC 时二者差异最显著。
灰分是生物炭的无机组成部分，生物炭样品灰
分含量如图 1（b）所示，热解原料相同时，生物炭
的灰分随着热解温度的升高而增大；热解温度相同
时，稻秸秆生物炭的灰分含量明显高于麦秸秆生物
炭。
秸秆生物质在高温碳化过程中，有机组分发生
裂解产生稳定的生物炭骨架和易挥发的小分子物
质，随着不稳定小分子物质的挥发，生物质中的 Na、
K、Ca、Mg 等碱性组分大量析出[16-17]，Ca、Mg 与
PO43-形成稳定、难溶的 Ca3(PO4)2 和 Mg3(PO4)2 等矿
物晶体附着在骨架表面[18]，Na、K 等元素则直接促

Table 1

进生物炭 pH 值的升高。由于无机元素经过形态转
化依然滞留在生物炭上，间接提高了生物炭的灰分
含量 [19]。热解温度增大到 600 ℃时，受到可裂解有
机组分及碱性元素含量的限制，生物炭的 pH 值和
灰分含量受温度影响的程度明显降低。
稻秸秆及麦秸秆的有机组成元素含量如表 1 所
示，稻秸秆的 C、H、O 均低于麦秸秆，RC-600 材
料的 C、H、O、N 总含量约 65.197%，明显低于
WC-600 材料的 83.445%，表明在相同的热解温度
下，稻秸秆析出的碱性组分含量相对高于麦秸秆，
论证了图 1 中相同的热解温度下稻秸秆生物炭的
pH 值和灰分含量均高于麦秸秆生物炭。

表 1 不同生物质材料的元素分析
Elemental analysis of different biomass materials

项目

N [%]

C [%]

H [%]

O [%]

稻秸秆

0.79

40.44

5.675

39.494

麦秸秆

0.33

43.89

5.991

43.899

RC-600

0.73

48.06

1.884

14.953

WC-600

0.69

63.72

2.056

16.979

（a）原料和热解温度对生物炭 pH 影响；（b）原料和热解温度对生物炭灰分影响。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图 1 生物炭性质
Figure 1 Properties of biochar

Table 2
项目

表 2 不同生物炭材料的孔结构参数
Pore structure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biochar materials

比表面积/（m2·g-1）

总孔容/（cm3·g-1）

平均孔径/nm

RC-400

5.801

0.012

83.798

RC-500

14.165

0.020

56.500

RC-600

165.525

0.090

21.761

WC-600

168.811

0.091

21.573

2.2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动力学研究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动力学研究如图 2（a）所
示，不同条件下得到的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均在 120
min 时几乎达到平衡，但是平衡时的吸附量表现出
一定的差异，如图 2（b）所示。热解原料相同时，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量随热解温度的升高而增大；
热解温度相同时，稻秸秆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量较

麦秸秆生物炭高。因此，RC-600 材料对 Cd 的吸附
量最高，达到 50.35 mg·g-1。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涉及表面物理吸附和化学
吸附，化学吸附主要表现在溶液中的 Cd 可与生物
碳中的 Na、K、Ca、Mg 等矿物元素发生阳离子交
换，也可与生物炭表面带负电的含氧官能团发生络
合作用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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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如表 2 所示，RC-500 材料的
比表面积和总孔容略高于 RC-400 材料，明显低于
RC-600 材料，结合 WC-600 材料的孔结构参数，可
推断出 600 oC 有利于生物炭孔隙的进一步发育，根
据图 2（b）可知，拥有巨大比表面积的 RC-600 材料
对 Cd 的吸附仅略高于 RC-500 材料，而 RC-500 材
料对 Cd 的吸附量明显高于 RC-400 材料，说明生物
炭表面析出的矿物元素与 Cd 发生的化学吸附可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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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更重要的作用。当热解温度提高至 600 oC 时，
RC-600 材料中析出的矿物元素含量不再发生明显变
化，致使 RC-600 材料对 Cd 的吸附量与 RC-500 材
料相比仅表现出微弱的差异。结合表 1 分析中稻秸
秆析出的碱性组分含量相对高于麦秸秆，合理解释
了与 RC-600 材料拥有类似孔隙结构的 WC-600 材料
对 Cd 的吸附量明显低于 RC-600 材料，这也进一步
论证了化学作用在生物炭对 Cd 吸附过程的重要性。

图 2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动力学研究
Figure 2 Study on adsorption kinetics of biochar for cadmium

图 3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等温线研究
Figure 3 Study on adsorption isotherm of biochar for cadmium

Figure 4

图 4 R-600 材料对溶液 Cd 的去除效果
Removal effect of RC-600 materials on cadmium in
wastewater

表 3 不同研究中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效果
Table 3 adsorption effects of biochar on Cd in different studies
吸附效果

生物质

热解温度/℃

qe/(mg·g-1)

花生壳[3]

500

28.99

1 440

13.2

/

金鱼藻[11]

480

14.5

92.0

吸附时间/min

对 Cd 吸附量/(mg·g-1)

Cd 去除率/%

500

78.93

龙葵[20]

550

37.53

180

4.3

72.8

玉米秸秆[21]

550～600

23.50

120

12.7

/

麦秸秆（本研究）

600

/

360

47.1

92.7

稻秸秆（本研究）

600

250.00

60

49.5

97.4

360

50.4

99.1

2.3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等温线研究
对 RC-600 材料进行吸附等温线研究，探究其
对不同浓度 Cd 的吸附特性，并用 Langmuir 和
Freundlich 模型拟合，结果如图 3。Langmuir 等温线

模型显示，RC-600 材料对 Cd 达到完全单层吸附时
的 理 论 最 大 吸 附 量 是 250 mg·g-1 ， 决 定 系 数 为
0.977 1。Freundlich 等温线模型描述的是多层吸附，
该模型与本研究数据模拟的决定系数为 0.965 2，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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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根据决定系数可以得出，Langmuir 模型和
Freundlich 模型均能与该吸附等温线相吻合，表明
RC-600 材料对 Cd 的吸附行为理论上既有单层吸附
也存在多层吸附，随着溶液中 Cd 浓度的继续增大，
其吸附容量可能会持续增加[9]。

3

讨论与结论

结合图 2（a）的吸附动力学研究，RC-600 材
料对 Cd 的吸附分析如图 4 所示，在 60 min 内 Cd
的去除率为 97.39%，溶液中的 Cd 浓度由吸附前的
101.60 mg·L-1 降至 2.65 mg·L-1；在 360 min 时 Cd
去除率高达 99.09%，
溶液中剩余的 Cd 浓度仅有 0.93
-1
mg·L ，此时 RC-600 材料对 Cd 的吸附量是 50.34
mg·g-1，远低于其单层理论最大吸附量。
为进一步论证 RC-600 材料对 Cd 吸附的效果，
表 3 列举了其他研究中最优条件下生物炭对溶液
Cd 在吸附时间和吸附量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不同
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效果不同，本研究中的 RC-600
材料显然对 Cd 的吸附时间更短，吸附效率更高。
因此，本研究对含 Cd 废水中 Cd 的去除工艺选
择及废弃稻秸秆的资源化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试验结果显示，原料和热解温度对生物炭的性
质和对 Cd 的吸附性能均有较大的影响，600 oC 制
得的稻秸秆生物炭对 Cd 的吸附量最大，其完全单
层理论最大吸附量是 250 mg·g-1。
本研究中 RC-600 材料在 60 min 内可去除
97.39%的溶液 Cd，对含 Cd 废水的净化效率明显高
于其他生物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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