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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废弃生物质罗非鱼鱼鳞为原料，用 KOH 一步炭化活化法制备了鱼鳞基多孔生物炭，并借助 XRD、SEM、FTIR 及 Boehm 等方法对所制备
生物炭的孔隙结构、形貌特征及表面化学性质进行表征 . 结果表明：650 ℃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炭（FSBC-1）表面含有最多的含氧基团，其中酚羟

基含量为 0.3102 mmol·g-1，而 850 ℃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炭（FSBC-3）具备最高的比表面积（3370 m2·g-1）和孔容（1.91 cm3·g-1）. 静态吸附实验表
明，所制备生物炭对非极性分子甲苯的吸附过程符合 Langmuir 模型，而 n-layer BET 模型能更好地描述材料对极性分子丙酮的吸附 .298 K 条件

下，FSBC-3 对 3 kPa 甲苯的吸附量高达 12.75 mmol·g-1，对 20 kPa 丙酮的吸附量达 16.74 mmol·g-1. 动态吸附实验和机理分析表明，对于低浓度

VOCs，所制备生物炭对非极性分子甲苯的穿透吸附量可能主要受到材料比表面积及微孔孔容的影响，而对极性分子丙酮的穿透吸附量则

可能主要受材料表面酚羟基数量影响 . 本研究系统地研究了鱼鳞基生物炭的制备及其对两种典型 VOC（甲苯和丙酮）的吸附去除性能及机理，
可为高效 VOCs 吸附剂的制备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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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sh scale based biochars（FSBCs）were prepared from tilapia fish scale by one-step carbonization and KOH activation method. The pore
structure，morphology and surface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he FSBCs were analyzed using XRD，SEM，FTIR，Boehm method，et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SBC-1 prepared at 650 ℃ possessed the maximum amount of surface oxygen-containing groups，including 0.3102 mmol·g-1 of phenolic

hydroxyl group，and the FSBC-3 prepared at 850 ℃ possessed the highest specific surface area（SSA）and pore volume，which were 3370 m2·g-1 and

1.91 cm3·g-1，respectively. Static adsorption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e adsorption capacities of FSBC-3 for toluene and acetone were 12.75
mmol·g-1 at 3 kPa and 16.74 mmol·g-1 at 20 kPa，respectively，at 298 K. Based on the data of dynamic adsorption experiments，the adsorption
mechanism was analyzed. For low concentration of toluene （non-polar molecule），the adsorption capacity might be mainly affected by SAA and

micropore volume of FSBCs，while for low concentration of acetone（polar molecule），the adsorption capacity might be mainly affected by the amount

of phenolic hydroxyl groups on the surface of FSBC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preparation of FSBC，and the adsorption performance

and mechanism of FSBCs for two typica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toluene and acetone. It may provide guidance on the preparation of highefficient VOCs adsorb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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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Introduction）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是当前室内外空气中最常见的污染物之一，主要包含苯类、烯类及酮类等 .

VOCs 浓度超过一定限值时，不仅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还会破坏生态环境（Chen et al.，2009）. 已有大量研

究表明，空气中的 VOCs 在强光作用下会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O3）、气溶胶等二次污染物，进而引发并
加重光化学烟雾和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谢绍东等，2010）. 因此，如何高效去除空气中的 VOCs 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 目前 VOCs 去除主要包括催化氧化或燃烧、生物处理、分离、液体吸收及吸附法等（Kim et al.，
2021）. 其中，吸附法因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且几乎不产生二次污染物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 VOCs 的实际
去除 .

目前，VOCs 吸附剂种类繁多，包括炭材料、分子筛、硅胶、氧化铝及 MOFs 等（赵海洋等，2016；Vellingiri

et al.，2017）. 多孔生物炭因原料来源广泛、吸附性能优越而被视为去除 VOCs 的理想材料 . 多孔生物炭对

VOCs 的高去除能力往往依赖于其大比表面积、高孔隙率及其表面丰富的官能团（Ma et al.，2020；Chen et al.，
2020）. 炭原料本身的结构及组分对所制备的生物炭的物化性质和吸附性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 目前，已有

种类繁多的生物质废弃物被用作生物炭前驱体，包括农业废物、水产养殖废物及污水厂污泥等（Fu et al.，
2019；荣嵘等，2019；Wang et al.，2020；Yao et al.，2020b）. 但部分生物炭依旧受限于原材料本身的特性，存在

低孔容及较小比表面积等不足，导致吸附性能不佳 . 为了提升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及孔隙率，Zhang 等（2021）
以玉米芯为原料制备生物炭，后经双氧水及氨水改性，得到的氧或氮掺杂的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及孔容都有
显著提高，对 VOCs 的吸附性能也明显提升 .Yao 等（2020a）以裙带菜为原料，通过 KOH 一步炭化活化法制备

多孔生物炭，经对比，较不经过活化制备的生物炭的 BET 比表面积提升近 70 倍，总孔容提升 26 倍 . 此外，Fu
等（2019）以米糠为原料制备生物炭，与不经活化的生物炭相比，KOH 活化所得生物炭的 BET 比表面积、总孔

容分别由 301 m2·g-1、0.16 cm3·g-1 提升至 2138 m2·g-1、1.17 cm3·g-1，表明 KOH 活化对提升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和
孔容作用显著 . 此外，生物炭的生产成本也是其在实际应用推广中不容忽视的重点 .

基于对生物炭前驱体结构组分及低成本要求的考量，渔业副产品中的鱼鳞有望成为一种理想的生物炭

前驱体 .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统计，2014 年全球水产养殖中，仅罗非鱼产量就达到 530 万 t，其中，中国的

罗非鱼产量就有约 170 万 t. 值得注意的是，仅在中国每年就有约 5 万 t 的罗非鱼鱼鳞被丢弃（Huang et al.，
2014），这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对环境健康造成威胁 . 此外，鱼鳞具有高度有序的三维结构，主要由有机

蛋白质纤维和无机羟基磷灰石组成，前者可提供碳源，后者可作为炭化过程中多孔炭形成的自然模板

（Ikoma et al.，2003）. 目前，尚未见有基于鱼鳞基多孔生物炭对 VOCs 吸附去除的研究 .

因此，本研究以罗非鱼鱼鳞为原料，采用 KOH 一步炭化活化法制备具有高比表面积和孔隙率的多孔生

物炭，考察不同热解及活化温度对其物化性质的影响；同时，研究不同条件下所制备的生物炭对两种典型
VOCs（甲苯、丙酮）的静态和动态吸附性能及作用机制，探究材料比表面积、孔容及表面官能团与目标污染物
吸附之间的构-效关系 . 以期为制备低成本、高性能的 VOCs 吸附剂提供科学指导和数据支撑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实验材料

本次实验所用的罗非鱼鱼鳞来源于厦门市八市海鲜市场，KOH 粉末（纯度≥98%）购自 Sigma-Aldrich 公

司，NaOH、Na2CO3、NaHCO3、盐酸溶液（36%~38%）、甲苯及丙酮（分析纯）均购自国药集团（上海），高纯氮气
购自林德气体（厦门）有限公司 .
2.2

鱼鳞基生物炭的制备

首先，将罗非鱼鱼鳞（TFS）用水冲洗以除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随后置于 105 ℃真空烘箱中干燥 12 h；

干燥后的鱼鳞置于空气氛围的马弗炉中，以 5 ℃·min-1 的升温速率加热至 350 ℃，保持 2 h 进行充分预氧化；
之后，使用玛瑙研钵充分研磨，得到尺寸在 80~100 目的预氧化 TFS（PTFS）粉末；随后，将 PTFS 粉末与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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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质量比 1∶2 充分混合后转移至氮气氛围的管式炉中，以 5 ℃·min-1 的升温速率分别升温至 650、750 和
850 ℃，并保持 0.5 h 以进行炭化和活化；然后，将其浸泡在 5 mol·L-1 HCl 中 6 h，用去离子水重复洗涤至 pH 值

不变；最后，将所得粉末置于 105 ℃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24 h，储存备用 . 根据不同制备温度，将所得材料分别
命名为 FSBC-1（650 ℃）、FSBC-2（750 ℃）及 FSBC-3（850 ℃）.
2.3

生物炭表征

采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日立 S-4800）在 5 kV 电压下观察材料表面形貌特性；利用 X 射线衍射仪

（PANalytical X’Pert PRO 型）对材料的晶体结构与成分进行分析，测试基于 λ=0.154 nm 的 Cu-Kα 靶（40 kV，

40 mA），扫描速度为 5°·min-1；使用比表面积分析仪（日本 Belsorp Max）对材料比表面积和孔结构进行测定；
采用容量法于 77 K 下以高纯氮为吸附质测定吸脱附等温线，比表面积通过 BET 法计算得到，微孔体积通过

t-Plot 方法计算获得，孔径分布基于 NLDFT 方法分析吸附等温线来获取；利用漫反射红外傅里叶变换光谱，

（分辨率为 0.9 cm-1，DRIFT，VERTEX 70）及 Boehm 滴定法分析测定材料表面基团特性 .
2.4

Boehm 滴定法

Boehm 滴定法是目前最常用的活性炭表面官能团定量分析方法（毛磊等，2011）. 本实验中所用的蒸馏

水均采用 N2 连续吹脱 4 h，以去除其中的 CO2. 一般认为 NaHCO3 中和羧基，Na2CO3 中和羧基和内酯基，NaOH
中和羧基、内酯基和酚羟基，HCl 中和碱性基团 . 基于此，本研究实验测试的基本流程如下：分别取 300 ℃

真空干燥后的样品 100 mg 置于 50 mL 的 0.05 mol·L-1 的 NaHCO3、Na2CO3、NaOH 和 HCl 溶液中，在 25 ℃、150
r·min-1 下密封振荡 24 h，过滤并收集所得滤液；前 3 组样品用 0.05 mol·L-1 的标准 HCl 溶液进行滴定，甲基红

作指示剂，第 4 组样品用 0.05 mol·L-1 的标准 NaOH 溶液进行滴定，酚酞作指示剂 . 分别用标准 HCl 和 NaOH
溶液滴定确认所消耗的 NaHCO3、Na2CO3、NaOH 和 HCl 的量，进而计算得到生物炭上各类基团的含量 . 依照

以上方法，分别测定 3 个不同温度下制备的生物炭，同时设置空白实验 . 单位质量生物炭与各标准酸碱液
反应的碱性和酸性基团的含量 n（mmol·g-1）分别按式（1）~（4）计算 .

[
= [ 2c
=[c
=[c V

(

) ] /m
- c (V
- V ) ] /m
- c (V
- V ) ] /m
( V - V ) ] /m

n NaOH = c NaOH V NaOH - c HCl V HCl1 - V b

n Na CO
2

n NaHCO
n HCl

Na 2 CO 3

3

NaHCO 3

3

HCl

HCl

V Na CO
2

V NaHCO

3

HCl

HCl1

HCl

3

- c NaOH

HCl1

NaOH1

b

b

b

（1）
（2）
（3）
（4）

式中，Vb 为蒸馏水空白值（mL），VHCl1 为滴定所用标准盐酸溶液体积（mL），VNaOH1 为滴定所用标准氢氧化钠溶液
体积（mL），ci 为下标对应的标准溶液 i 的浓度（mol·L-1），m 为样品质量（g）.

单位质量生物炭上各酸性和碱性基团的含量 n（mmol·g-1）按式（5）~（8）计算 .
n 羧基 = n NaHCO

3

n 内酯基 = n Na CO - n NaHCO
2

3

n 酚羟基 = n NaOH - n Na CO

2.5
2.5.1

吸附测试
静态吸附

n 碱性基团 = n HCl

2

3

3

（5）
（6）
（7）
（8）

利用 Belsorp Max 静态吸附仪（日本）分别测定甲苯和丙酮的吸附等温线 . 吸附测量前，将

样品（约 50 mg）在 300 ℃真空条件下脱气 4 h，以去除材料中吸附的水蒸气等气态物质；脱气后的样品在
25 ℃的循环水浴中进行 VOCs 吸附测试 .
2.5.2

动态吸附

以甲苯、丙酮为吸附质，利用动态吸附装置（图 1）进行常压恒温固定床动态吸附实验 . 其

中，动态吸附中 VOCs 进口浓度控制在 200 ppmv. 动态吸附装置由配气装置、恒温系统（恒温循环水浴）、固定

吸附床及检测系统（福利 9790Ⅱ气相色谱）组成 . 在实验过程中，当通过吸附床的尾气中的 VOCs 浓度达到进
气口浓度的 5%，则视为吸附穿透；达到 95%，则视为饱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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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动态吸附装置

Equipment for VOCs dynamic adsorption experiment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表面形貌观察

不同条件下制备的生物炭表面形貌如图 2 所示，清晰可见大小不一的孔不规则地分布于生物炭表面，随

着制备温度的升高，孔洞分布更加致密 . 这主要归因于温度处于 600 ℃附近时，KOH 会与 C 作用生成 K2CO3；
当温度继续升高，超过 700 ℃时，K2CO3 会分解生成 K2O 和 CO2（Nam et al.，2018），此过程中会加速孔的形成 .
因此，FSBC-3 和 FSBC-2 相较于 FSBC-1 具有更加致密的孔结构 . 此外，在热解过程中，部分 C 也会转化成 CO
和 CO2，以及用盐酸浸泡活化后的材料，可去除材料中的无机羟基磷灰石，这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材料的孔隙率 .

图2
Fig.2

3.2

鱼鳞基生物炭 SEM 图（a.FSBC--1；b.FSBC--2；c.FSBC--3）

SEM photographs of FSBCs（a.FSBC-1；b.FSBC-2；c.FSBC-3）

孔结构表征

通过 N2 吸脱附等温线可得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及孔容，结果如表 1 和图 3 所示 . 从图 3a 中可知，3 条吸附

曲线均为 I 型等温线，表明 3 种生物炭均为典型的微孔材料（Awad et al.，2021）.FSBC-1、FSBC-2 和 FSBC-3 的

比表面积分别为 1899、2525 和 3370 m2·g-1，总孔容分别为 0.82、1.18 和 1.91 cm3·g-1，表明随着制备温度的提
高，生物炭的比表面积（SAA）及孔容（PV）均随之增

大 .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所有生物炭均为微孔材料，
但随着制备温度由 650 ℃升高至 850 ℃，微孔孔容

（MV）比例从 95.1% 下降到 81.6%，表明较高的活化
温度导致了介孔结构的形成，这与 N2 吸脱附等温
线及 NLDFT 孔径分布图（图 3b）相吻合 . 并且，所有
生物炭的吸脱附曲线均没有明显的滞后环，吸脱附

Table 1
生物炭
FSBC-1
FSBC-2
FSBC-3

表1

鱼鳞基生物炭比表面积及孔容

Specific surface area and pore volume of FSBCs
SBET（
/ m2·g-1）

Vtotal（
/ cm3·g-1）

Vmic（
/ cm3·g-1）

2525

1.18

1.10

1899
3370

0.82
1.91

0.78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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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呈现出重合的现象，表明材料的介孔孔道的分布和体积比较均匀 .

图3
Fig.3

3.3

鱼鳞基生物炭氮气吸脱附曲线（77 K）
（a）及 NLDFT 孔径分布（b）

Nitrogen adsorption isotherms（77 K）
（a）and NLDFT pore volume distributions（b）of the samples

结构和化学性质表征

由 X 射线衍射图可知（图 4a），3 种生物炭在 25°和 45°附近均呈现出弱且宽的衍射模式，分别对应（002）

和（100）晶面石墨碳结构，表明所制备材料的石墨化程度较低，结构中存在无序定向的微小石墨状碳碎片

（Ma et al.，2020）.

图4
Fig.4

鱼鳞基生物炭的 XRD（a）及红外光谱图（b）

XRD patterns（a）and FT-IR spectrum（b）of FSBCs

解析所制备材料表面的红外光谱图发现（图 4b），在 3430 cm-1 处对应—OH 基团（羧基、醇或苯酚）的伸缩

振动，1616 cm-1 处的特征峰代表 C=O 或 C=C 的伸缩振动，而 1539 cm-1 处的特征峰代表 N—O 的伸缩振动（Li
et al.，2020；彭惠琳等，2020）. 结合表 2 的 Boehm 滴定法对材料表面酸、碱官能团种类及数量的测定结果可
知，所制备的生物炭表面碱性基团、酸性基团中

表2

的羧基及内酯基含量很低，仅酸性基团中的酚羟
基数量较大；并且，随着材料制备温度的升高，

鱼鳞基生物炭表面官能团含量

Table 2

Chemical surface groups of FSBCs

mmol·g-1

酚羟基的数量由 FSBC-1 的 0.3102 mmol·g-1 逐渐

生物炭

羧基

内酯基

酚羟基

碱性基团

FSBC-1

0.0258

0.0354

0.3102

0.0214

可能导致材料表面酚羟基的分解 .

FSBC-3

0.0124

0.0243

0.2048

0.0101

降 低 到 FSBC-3 的 0.2048 mmol·g ，表 明 高 温
-1

3.4

VOCs 静态吸附

FSBC-2

0.0254

0.0476

0.2854

0.0198

图 5 所示为 FSBCs 在 25 ℃条件下对甲苯和丙酮的吸附等温线 . 由图 5a 和 5b 可知，在高压区，所制备生物

炭对甲苯和丙酮的吸附量均随着制备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 对于甲苯，在 3 kPa 下吸附量由 FSBC-1 的 2.38
mmol·g-1 增长到 FSBC-3 的 12.75 mmol·g-1；对于丙酮，在 20 kPa 下吸附量由 FSBC-1 的 10.12 mmol·g-1 升高至

FSBC-3 的 16.74 mmol·g-1. 结果表明，在高压区，生物炭对甲苯和丙酮的吸附量均表现为 FSBC-3＞FSBC-2＞
FSBC-1，这主要归因于高的活化温度产生的高比表面积及孔容，前者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吸附活性位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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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为甲苯及丙酮提供更大的储存空间 . 由图 5c 可见，在低压区，所制备生物炭对甲苯的吸附量与高压区的
规律相同；然而，所制备生物炭对丙酮的吸附量呈现出与高压区相反的规律（图 5d），吸附量表现为 FSBC-1＞

FSBC-2＞FSBC-3. 表明在低压区，材料对甲苯的吸附量依旧受比表面积及孔结构影响，而对丙酮的吸附量则
可能由材料表面基团决定 .

为了进一步描述甲苯和丙酮在 FSBCs 上的吸附行为，利用 Langmuir 模型和 n-layer BET 模型拟合甲苯和

丙酮的吸附等温线 . 对于单层吸附，Langmuir 模型（式（9））依旧是最简单、应用最多的等温线模型，其假设

吸附剂表面均匀，吸附分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Zhou et al.，2020）.
q m1 aP
qe =
（9）
1 + aP
n-layer BET 模型（式（10））被广泛用于多层吸附，并假设在孔尺寸有限的情况下，即当吸附空间不足时，
吸附受到层数 n 的限制（Zhou et al.，2020）.

n

n+1

æPö
æPö
P
1 - n + 1 ç ÷ + nç ÷
ç Ps ÷
ç Ps ÷
Ps
è ø
è ø
qe =
∙
（10）
n+1
P
æPö
P
11+ b-1
- bç ÷
Ps
ç Ps ÷
Ps
è ø
式中，qe 为平衡吸附量（mmol·g-1），qm1 及 qm2 为饱和吸附量（mmol·g-1），a、b 为吸附常数，n 为多层吸附的层数，
q m2 b

(

)

(

)

P 和 Ps 分别为气体绝对压力和饱和蒸气压 .

图5
Fig.5

鱼鳞基生物炭对 VOCs 的吸附等温线（298 K）

Toluene and acetone adsorption isotherms on FSBCs（298 K）

Langmuir 与 n-layer BET 吸附模型曲线及相应特征参数、可决系数（R2）分别如图 5a、5b 和表 3 所示 . 基于

拟合等温线及相应的拟合参数可以看出，Langmuir 及 n-layer BET 模型均能很好地描述所制备生物炭对高、
低压下甲苯的吸附行为 .n-layer BET 模型拟合结果中的 n 值均接近 1，表明甲苯吸附符合单层吸附 . 而对丙酮

的吸附，相比 Langmuir 模型，n-layer BET 模型的 R2 均高达 0.995 以上，且 n 值均大于 1，表明 n-layer BET 模型

更适用于描述对丙酮的吸附，但 Langmuir 模型对丙酮的最大饱和吸附量具有更准确的预测值 . 数学模型
拟合结果表明，所制备生物炭对甲苯的吸附受单层吸附限制，而在高压下对丙酮表现为多层吸附 .

6期

Table 3
污染物

吸附剂

Langmuir model

qm1（
/ mmol·g ）

2

R2

2.06

100.40

1.08

0.951

0.995

13.40

24.00

1.00

0.995

0.990

10.83

2.35

21.26

0.951

FSBC-3

13.40

6.36

FSBC-2

14.66

5.58

FSBC-1

10.78

FSBC-3

21.23

15.13
3.97
0.92
0.42

qm2（
/ mmol·g ）

n

R

0.986
0.979
0.996

-1

n-layer BET model
b

b

FSBC-2

丙酮

表 3 Langmuir 和 n-layer BET 模型拟合参数
Parameters of Langmuir and n-layer BET fitting models

-1

FSBC-1

甲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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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

55.17

8.70

212.36

15.26

21.52

50.48

0.95
1.82
1.85
1.77

0.986
0.997
0.999
0.998

VOCs 动态吸附

在室温 298 K，VOCs 初始浓度为 200 ppmv 的条件下，考察了所制备生物炭对甲苯和丙酮的动态吸附
行为 . 如图 6a 与 6c 所示，生物炭对甲苯的穿透和饱和吸附量大小顺序均为 FSBC-3 > FSBC-2 > FSBC-1，但对
丙酮的穿透和饱和吸附量大小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图 6b、6d），这一吸附规律与材料在低压区的静态吸附
行 为 相 吻 合（图 5c、5d）. 图 6c 显 示 ，FSBC-3 具 有 最 大 的 饱 和 吸 附 量 和 穿 透 吸 附 量 ，分 别 为 3.20 和 2.89
mmol·g-1；饱和吸附量比穿透吸附量仅高 9.8%，表明吸附穿透后很快达到平衡状态 . 此外，分析图 6d 可知，
FSBC-1 和 FSBC-2 对丙酮的饱和吸附量比较相近，分别为 0.73 和 0.71 mmol·g-1，但 FSBC-1 的穿透吸附量为
0.61 mmol·g-1，明显高于 FSBC-2 的 0.53 mmol·g-1，表现出更快的穿透速度 . 由动态穿透实验可知，FSBC-1 对于
去除低浓度丙酮具有更佳的实际应用价值，而对于低浓度甲苯，FSBC-3 表现出更优异的性能 . 这是因为在
吸附达到穿透点或者接近穿透点时，材料部分活性位点被占据，吸附能力开始显著下降，尾端的 VOCs 气体
浓度逐渐升高，此时材料的吸附能力已经达不到实际要求，进而需要对材料进行更换或再生 .

图6

3.6

Fig.6

鱼鳞基生物炭动态吸附甲苯与丙酮曲线（a、b）及其对应的穿透及饱和吸附量（c、d）

Toluene and acetone dynamic adsorption by FSBCs（a，b）and their breakthrough and saturation adsorption capacity（c，d）

动态循环吸脱附实验

材料的吸脱附循环使用稳定性是考量其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指标 . 鉴于 FSBC-3 对低浓度甲苯及 FSBC1 对低浓度丙酮表现出的优异吸附性能，分别选取 FSBC-3 和 FSBC-1 作为目标材料并考察它们对甲苯和丙酮
的动态吸脱附循环性能 . 借助动态吸附实验装置，在 300 ℃条件下，氮气吹脱 2 h 以对吸附饱和的材料进行
脱附 .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5 次吸脱附循环后，FSBC-3 对甲苯的穿透吸附量依然能维持在最初的 96%，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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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吸附循环性能；FSBC-1 对丙酮的穿透吸附量保持在最初的 91%. 相比于 FSBC-3 对甲苯高的吸附循环
性能，FSBC-1 表面极性基团对丙酮较强吸附作用可能是导致其吸脱附循环性能较差的原因 .

3.7

吸附机理

Fig.7

图7

鱼鳞基生物炭对甲苯（a）及丙酮（b）的动态循环吸脱附性能

Toluene（a）and acetone（b）sorption-desorption cyclic performance of FSBCs

材料的穿透吸附量大小是判断其在实际低浓度 VOCs 动态吸附中应用价值的关键指标之一 . 基于上述

动态吸附实验结果，并结合材料自身的物化特性，本研究探究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以揭示所制备材
料对低浓度甲苯、丙酮的吸附作用机制 . 考虑到材料表面可以忽略的微量碱性基团、羧基及内酯等酸性基

团，材料在低浓度下对甲苯和丙酮的穿透吸附量可能主要受制于材料的 SSA、PV、MV 及其表面酚羟基数量 .
因此，对甲苯、丙酮穿透吸附量与材料的 SSA、PV、MV 及表面酚羟基数量分别进行作图，结果如图 8 所示 .

Fig.8

图 8 鱼鳞基生物炭对甲苯（a）及丙酮（b）的穿透吸附量与其物化性质（SSA、PV、MV、酚羟基数量）的关系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luene（a）and acetone（b）breakthrough adsorption capacity and biochar property：SSA，PV，MV and the mount
of phenolic hydroxyl groups

图 8a 表明，所制备生物炭对弱（非）极性分子甲苯的穿透吸附量随着材料的 SSA、PV 及 MV 的增加而增

加，且 MV 相对于 PV 与材料的吸附量关系更紧密，表明微孔和比表面积可能在低浓度甲苯吸附中起到关键
作用 . 图 8b 显示，与甲苯不同，随着材料表面主要极性基团酚羟基数量的增加，生物炭对极性分子丙酮的穿
透吸附量也增加，表明酚羟基可能在低浓度丙酮吸附中起到关键作用 . 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丙酮的 O 原子

具有较高的电负性，与羟基中的 H 原子可结合形成典型的氢键（O—H⋯O）（Lim et al.，2016）. 上述结果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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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其它研究报告结论相吻合（Zhou et al.，2020；Ji et al.，2020），即极性 VOCs 更易于被吸附剂表面极性基团
捕获；而非极性 VOCs 则更倾向于吸附在含非极性基团的吸附剂上 .

4

结论（Conclusions）

1）以具有特殊结构和成分的罗非鱼鱼鳞为原料，制备了高比表面积和孔容及富含含氧基团的鱼鳞基
生物炭，发现其表面含氧官能团的数量随制备温度的升高而降低，而比表面积、孔容则呈现相反的趋势 .
2）VOCs 静态吸附实验表明，比表面积与孔容是决定所制备生物炭在高、低压区甲苯吸附量的关键；
对于丙酮的吸附量，在高压区是由材料比表面积及孔容决定，但在低压区则可能主要受材料表面酚羟基数
量的影响 .
3）VOCs 动态穿透实验表明，FSBC-3 表现出对低浓度甲苯更优异的吸附性能，而吸附低浓度丙酮最优
的则为 FSBC-1；经过 5 次吸附-解吸循环，FSBC-3 对甲苯及 FSBC-1 对丙酮的穿透吸附量均保持在初始值的
90% 以上 .
4）所制备生物炭的微孔与比表面积对低浓度弱极性甲苯的吸附起关键作用；而材料表面极性酚羟基
通过与丙酮分子形成氢键（O—H⋯O），是决定其对低浓度极性丙酮分子吸附性能的关键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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