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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废弃高分子聚合物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这类废弃物的绿色循环利用近年来备受关注，其中材料化利用

是其再生循环的优选途径。概述了废弃高分子聚合物合成环境功能材料的最新研究进展，重点关注噪声污染控制材料、高
性能吸水材料、特殊孔材料、吸附材料、催化材料、黏结材料、还原材料和能源转化材料等。介绍了高分子废弃物在这些功

能材料合成中发挥的作用、转化方法、材料性能和应用领域，以期为高分子废弃物的高附加值循环利用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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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waste high molecular polymer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recent
years． Green recycling of these types of wastes have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and it is believed that material-
ization is the predominant approach for recycling these wastes．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latest progress on the
research of recycling waste high molecular polymers transformation to environmental functional materials． The
main focuses were noise pollution control material，high performance water absorbing material，special porous
material，adsorption material，catalytic material，adhesive material，reduction material and energy conversion
material，etc． Moreover，the role of waste high molecular polymers in the synthesis processes，the transforming
methods，and the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 fields of these functional materials were introduced．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recycling waste high molecular polymers into high value add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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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按其使用目的可以分为功能材料和结构材料，其中功能材料是新材料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近年来，随着各类环境问题的日益突显和环境工程事业的迅猛

发展与需求，环境功能材料脱颖而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类材料具有独特的性能，包括环境协调性、
先进性和舒适性，在污染控制、环境净化、舒适环境营造、清洁能源转化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

用。环境功能材料主要包括吸附材料、催化材料、噪声污染控制材料、吸水贮水材料、能源转化材料、还原

材料、黏结材料等。利用废弃资源再生合成环境功能材料的研究近年来备受学者和工程人员的关注，其中

利用废弃高分子聚合物合成环境功能材料的研究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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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噪声污染控制材料

利用高分子废弃物合成的噪声污染控制材料主要包括吸声材料和隔声材料。这类材料主要用于控制

交通运输、现代化工业及娱乐服务等行业产生的噪声污染。各国学者在该领域已经取得了建设性的研究

成果，一类是把废弃高分子材料作为复合物的基体，结合添加各种填料、改性剂或进行声学结构创成等手

段制备功能各异的新型声学材料; 另一类是把废弃高分子材料作为添加剂或填充物，用于改善提高一些材

料的吸声和隔声性能。MUＲUGAN 等［1］利用废弃的高密度聚乙烯、低密度聚乙烯、发泡聚苯乙烯或聚丙烯

等高分子材料配合椰壳纤维、玻璃纤维或金属薄膜合成新型复合材料，其降噪系数最高可达 0． 62，弯曲模

量达到 4 × 108 N·m －2，通过两步模压法制备的木塑材料的吸声性能最为优越，这类材料适合作为吸声与

隔声型木塑建材使用。GUZMAN 等［2］利用马来酸酐接枝废弃塑料，然后混合锯末制备出各种机械性能的

木塑材料，进一步制备成空心砖，测试了其声学特性，发现三角形空腔具有最佳的吸声效果，吸声系数达到

0. 4 以上，隔声量达到 29. 9 dB，适合作为非承重建筑板材使用。以废弃高分子材料作为填料或添加剂，同

样可以开发出性能优异的噪声污染控制材料。D'ALEESSANDＲO 等［3］采用废弃电线外皮颗粒作为骨料，

制备了一种改性混凝土，其隔声量比普通混凝土高出 18 dB、导热系数为 0. 191 W·( m·K) － 1，适合用作

隔声、隔热建材。GAＲCIA-VALLES 等［4］采用各种废弃高分子包装材料与炼铝产生的废渣、大理石加工粉

尘和塑性黏土等工业垃圾混合煅烧，制备出一种高强度多孔陶瓷吸声材料，其孔隙率为 71%，抗压强度为

10. 3 MPa，膨胀系数为 7. 4 × 10 －6 K －1，热传导率为 0. 082 W·( m2·K) － 1，在 500 Hz 处具有 0. 9 以上的吸

声系数，适用于公路隔声墙、隔热墙或其他非承重结构墙体。
有些学者则因陋就简，通过对废弃物进行简单加工，制备出具有一定性能的声学材料。TAAFFE 等［5］

提出了一种利用包装类废弃高分子材料填充饮料瓶制备生态砖的方法，检测结果表明这种生态砖具有

44 dB 的隔声能力，重量比普通砖减轻 30 倍左右，而且具有 5 kN·m·kg －1的抗压系数。TICU 等［6］利用

废弃纺织纤维强化聚氨酯材料，增强其声学性能，发现降噪系数达到 0. 59，比原聚氨酯材料高出 1 倍。
LOU 等［7］用废弃的尼龙纤维、高强度纤维状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制备无纺布，经针刺穿孔后测量了声

学特性，发现最佳拉伸强度为 124 N，透气性为 65. 1 cm3·cm2·s － 1，在高频区具有 0. 2 以上的吸声系数。
HUANG 等［8］用废弃的聚氨酯泡沫、锯末和聚丙烯无纺布制备了一种具有三明治结构的吸声板材，发现含

20%锯末时，吸声板在 2 000 Hz 处吸声系数达到 0. 9，10 层无纺布复合结构平均吸声系数为 0. 78。
HUANG 等［8］用废弃线路板中的非金属聚酯纤维合成了一种多孔吸声材料，在 100 ～ 6 400 Hz 范围内吸声

系数达到 0. 4，当粒径小于 0. 15 mm 时，抗压强度大于 4. 7 MPa。GANDOMAN 等［9］采用纳米地聚物黏合

剂与废弃橡胶制备了一种声屏障，其隔声量为 44 dB，抗压强度为 40. 68 MPa。ZHOU 等［10］利用废橡胶和

废聚酯纤维制备了一种廉价、环境友好型阻尼吸声材料，当橡胶与纤维比例为 100 ∶ 25 时，2 500 Hz 处吸声

系数为 0. 41，拉伸强度为 11 MPa，断裂伸长率达到 44. 2%。
利用废弃高分子材料制备声学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备木塑和石塑等材料领域，利用热压、混炼和

接枝等手段使高分子材料与其他组分相混合以达到相应的力学、声学等特性，这类材料的特点是密度较

小、易加工成型。由于是采用废弃物为原料进行生产，使得这类具有环境与经济双重价值，应用前景广阔。

2 高性能吸水材料

高性能吸水性树脂是一种富含强亲水性基团，通过物理和化学交联形成的具有三维网络结构的新型

高分子环境功能材料，具有优良的吸水和保水性能，可吸收自身重量几百甚至上千倍的水量。高吸水性树

脂由于其优异的性能，受到了各国研究者的广泛青睐。这类材料主要应用于医疗卫生［10］、农林园艺［11］、
废水处理［12］及建筑［13］等领域。目前，大多数高吸水性树脂多为丙烯酸和丙烯酰胺基聚合物，这类产品通

常成本高、耐盐性差、难降解和强度低，且 90% 为一次性产品，使用后通过填埋和焚烧处理容易造成环境

污染［14］。因此，寻求低成本、可降解和生物友好型高吸水树脂原料是近年来学者们追逐的热点。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以废弃塑料为原料制备高吸水性树脂研究方面获得了较大的进展。通过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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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与亲水性物质间的自由基反应，对废弃塑料进行接枝共聚改性，使其富含亲水性基团，从而实现废弃

塑料向高吸水性树脂的转化。ISMAIL 等［15-17］采用乳液聚合法，以线性低密度聚乙烯为主要原料，通过与

淀粉、丙烯酸及无机矿物( 蒙脱土、高岭土、埃洛石等) 间的接枝共聚反应制备了一系列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基复合高吸水性化合物，产品对废水中 Pb( Ⅱ) 的最大吸附量达到 430 mg·g －1，显著高于其他报道的吸附

剂。GＲOSSI 等［18］通过磺化反应，以浓硫酸为磺化剂对废弃聚苯乙烯进行磺化，制备出一种磺化聚苯乙烯

高吸水性固体酸催化剂，用于催化油酸和乙醇间的酯化反应。他们发现，在 105 ℃，反应时间为 3 h 的条

件下，产物的酸性位点数和吸水倍率分达到 4. 2 mmol·g －1和 900 g·g －1，并且与其他催化剂相比对油酸

和乙醇的酯化反应具有更高的催化性能。LIU 等［19］利用废弃聚苯乙烯泡沫、丙烯酸和钠基蒙脱土为原

料，制备了聚苯乙烯 /丙烯酸 /蒙脱土复合高吸水性树脂，产品的吸水倍率最高达到1 200 g·g －1，经 110 ℃
保水性能测试发现，产物可保水 12 h，性能良好。相比于聚丙烯酸类高吸水性树脂，聚苯乙烯和蒙脱土的

加入，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而且产物的吸水倍率及热稳定性得到了显著提高，这种高吸水性树脂在地表

水污染修复，农肥缓释剂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潜力。但是，这类吸水材料在制备过程中会产生苯乙烯单

体和其他多环芳烃( PAHs) 等有害物质，其环境负荷需要进一步评价［20］。
利用其他废弃高分子聚合物，如腈纶废料、废弃亚麻纱和废棉花等制备高性能吸水材料的研究也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ZHANG 等［21］以纺织工业产生的废弃亚麻纱( FYW) 为原料，采用高温碱煮法提取出亚麻

纱纤维并溶解制得纤维素溶液，与丙烯酸 ( AA) 、丙烯酰胺 ( AM) 单体通过自由基接枝共聚反应制备了

FYW-g-PAA /AM 高吸水性树脂，产物的最佳吸水倍率和吸盐水倍率分别达到了 875 g·g －1和 90 g·g －1，

并可以作为尿素缓释剂使用。

3 特殊孔功能材料

利用废弃高分子聚合物合成具有特殊孔结构的功能材料近年来备受研究人员的关注，这类材料具有

独特的孔结构、高比表面积、低密度、高孔隙率等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根据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 IUPAC) 孔分类标准，多孔材料可分为微孔材料( 孔道尺寸 ＜ 2 nm) 、中孔材料( 2 ～ 50 nm) 和大孔材料( ＞
50 nm) ［22］。目前，各国学者已经对多种废弃高分子聚合物转化多孔材料的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

高分子聚合物主要包括各种废弃塑料，如聚乙烯( PE) 、聚氯乙烯( PVC) 、聚苯乙烯( PS) 及聚对苯二甲酸

乙二醇酯( PET) ［23-26］，废弃轮胎橡胶［27］和废弃纺织品［28］等，合成最多的是多孔碳材料。
多孔碳材料的制备根据活化过程的不同分为物理活化法( 也称蒸汽活化法) 、化学活化法和模板碳化

法( 分硬模板碳化法和软模板碳化法) ［22］。NAHIL 等［29］以废弃丙烯酸纺织废料为原材料，在固定床反应

器中，采用热解蒸汽活化法制备出微孔活性炭，发现经 700 ℃高温热解后得到的热解碳，在 900 ℃蒸气活

化 2 h 后，产物的 BET 表面积达到 752 m2·g －1，微孔容积为 0. 32 cm3·g －1，中孔容积为 0. 07 cm3·g －1，

性能优异。
模板碳化法由于可定向调控碳纳米材料的形貌与结构，方法简单，合成效率高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多

孔碳材料的制备。碳化温度、聚合物类型及反应物质量比是影响多孔碳材料孔结构的主要因素。JIANG
等［30］采用硬模板碳化法，以 CaCO3为硬模板，成功地将聚四氟乙烯( PTFE) 废料转化成纳米多孔碳微球，

他们研究了碳化温度和 PTFE、CaCO3质量比对产物孔结构的影响，发现在 700 ℃，PTFE ∶ CaCO3 = 2 ∶ 1 时，

所得样品的 BET 表面积和孔体积分别达到 646. 3 m2·g －1和 0. 65 cm3·g －1。此外，作者通过向上述体系

中加入尿素制备出了含氮的多孔碳微球，产物的 BET 表面积和孔体积分别提高了 62. 2% 和 58. 5%，制备

的多孔碳微球表现出较高的质量比电容和优良的循环稳定性，具有在超级电容器中使用的潜力。WEN
等［31］采用模板碳化法，以 MgO 为模板和裂解催化剂，在 700 ℃下，将废弃聚苯乙烯转化为多孔碳纳米片

和中空碳球，测得两者的比表面积分别为 854 m2·g －1和 523 m2·g －1。多孔碳材料虽然具备优良的性能，

但是产量较低限制了其大规模生产，如何提高多孔碳产量是目前和未来学者们探索的主要方向。
有些学者采用较为复杂的工艺从高分子废弃物中制备多孔材料，虽然步骤繁琐、投入偏高、制备过程

中会产生废液，但产品具有特殊的性能，市场潜力较好。WANG 等［32］采用溶解 /沉淀两步法，以二甲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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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74%的乙醇溶液为非溶剂，将废弃聚苯乙烯制备成了尺寸为 1 ～ 2 mm 的 PS 颗粒，然后利用蚀刻 /氧
化法对 PS 颗粒的表面进行刻蚀，以增大其孔隙率，使其表面氧化并带有羧酸基团，最后以聚乙烯亚胺为表

面修饰剂，戊二酸为交联剂，通过溶液反应对多孔氧化的 PS 颗粒进行改性，制备成具备特殊孔结构的功能

材料，可有效的去除废水中的腐殖酸。这种方法能耗低，腐蚀小，但由于二甲苯等有机溶剂的使用，制备过

程中产生的废液会造成一定的环境污染。LIN 等［33］采用蒸气诱导相转化法将废弃的 PET 塑料瓶 /茭白皮

颗粒共混物制备成了一种多孔化合物薄膜，用于吸附阳离子染料( 亚甲基蓝三水化合物，甲基紫 2B) ，具有

良好的重复使用性能。这种方法虽然不能降低染料分子的毒性，但可以利用硫氰化钾回收 90% 以上的染

料，很好地实现了染料的回收利用。AＲENA 等［34］开发了一种将废弃聚烯烃塑料在气固流化床的裂解作

用下转化为多壁碳纳米管( MWCNTs) 的方法，该方法降低了生产成本，且实现了批量生产，制备的 MWC-
NTs 直径在 15 ～ 40 nm，性能与市场上的 MWCNTs 产品相当，这种材料具有很多潜在的应用价值，如作为

基体的超强纤维填料、传感器和晶体管的电子材料、分子筛吸附膜等。

4 吸附功能材料

相当一部分塑料材质本身，如聚乙烯( PE) 和聚丙烯( PP) 等，均具有亲油疏水的特点，而且很多塑料

被加工成薄片或薄膜产品后，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对一些有机物具有强的吸附性能。研究表明，塑料对

疏水性有机污染物( HOCs) 有很强的亲和力，高密度聚乙烯( HDPE) 和聚氯乙烯( PVC) 对烷基苯的吸附比

生物高分子聚合物高一个数量级［35］; HDPE、PP 和 PVC 对菲的吸附比海底沉积物也高出一个数量级［36］。
在海洋环境中，塑料碎片可视为 HOCs( 如多氯联苯( PCB) 、多环芳烃、农药等) 的传输介质，通过生物摄入

进入生物体内［37］。在垃圾填埋场中，废弃塑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SAQUING 等［38］根据现代填埋场的废

弃物组成比例和不同种类废弃物对甲苯的吸附数据估算得出，约 80% 的甲苯吸附在废弃塑料上，这表明

废弃塑料是 HOCs 主要的汇。作者还测定了不同塑料对甲苯的吸附亲和力，发现一次性塑料杯( PS) ＞ 聚

氯乙烯( PVC) ＞ 电脑外壳( ABS) ＞ 家具泡沫( PU) ＞ 饮料瓶( PET) ≈药瓶( PP) ＞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说明特定有机物的吸附性能也取决于塑料的材质。基于塑料表面的吸附性能，

KLIKA［39］提出了一种以废治废的设想，即通过化学和机械的方法增加废弃塑料的表面积并改变其形貌结

构，改造后的塑料材料可作为制药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的吸附介质，目前该设想在研发和工业生产中还未

得到有效实践。
高分子聚合物在不同条件下裂解可以制备不同形态和结构的吸附材料，可以作为废水、废气中污染物

的吸附剂。GONG 等［40］将混合废塑料在改性蒙脱土的催化下裂解，并用 KOH 活化的技术制备了纳米层

多孔碳( PCNSs) ，该 PCNSs 具有高比表面积( 2 315 m2·g －1 ) 、高孔径体积( 3. 319 cm3·g －1 ) 和高纯度( ＞
99. 6% ) 的特点，可以在水中快速吸附亚甲基蓝，吸附能力高达 769. 2 mg·g －1，并且在 10 次吸附测试后仍

能保持 90%的吸附能力。PCNSs 对亚甲基蓝的多重吸附机理包括结构空隙中的填充、氢键结合、π-π 键

结合及静电吸引作用。WU 等［41］ 利用城市污泥与 PS 泡沫制备了具有吸附性能的中空球状吸附剂

( HSCs) 。他们将 PS 泡沫作为球状吸附材料的模板，包裹上一定厚度的污泥后( 壁厚为 0. 2 ～ 2. 5 mm) ，在

500 ℃条件下裂解后，产物用稀盐酸清除掉无机组分，然后调节 pH 值至中性。作者研究了 HSCs 对亚甲

基蓝的吸附，壳层厚度的降低有助于吸附能力的增强，当壳层厚度为 0. 2 mm 时，吸附能力达到最大

149 mg·g －1，粒子内扩散常数达到 21. 5 mg· ( g·h0. 5 ) － 1，HSCs 经过热处理可有效的循环再生，薄壁

HSCs 被认为在废水处理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GUPTA 等［42］将橡胶轮胎颗粒通过物理活化过程合成

橡胶轮胎活性吸附剂( ＲTAC) ，合成过程包括在 500 ℃下碳化 5 h，用双氧水氧化表面杂质，清洗干燥，在

900 ℃下 活 化 2 h，用 HCl 去 除 灰 分，再 一 次 清 洗 干 燥 后 得 到 ＲTAC。ＲTAC 具 有 很 高 的 比 表 面 积

( 562 m2·g －1 ) 和介孔体积比( 71% ) ，可以有效吸附电镀工业废水中 96%的 Pb 和 87%的 Ni。ＲTAC 的生

产成本仅为 25 美元·t － 1，不到商用活性炭生产成本的 1 /10。废橡胶活性炭吸附剂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

水环境污染物，如染料［43］、杀虫剂［44］、酚类［45］和其他金属离子［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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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催化功能材料

废弃高分子聚合物通过物理、化学改性或裂解碳化得到的材料应用于催化剂或催化剂载体的研究仍

处于起步阶段。国外已经有将废弃高分子聚合物通过改性制成催化剂的研究报道，而我国多基于高分子

聚合物本身的物理结构和表面化学性能将其制成催化剂载体。ALONSO-FAGUNDEZ 等［48］将废弃 PS 塑

料( 酸奶包装、CD 和发泡 PS) 磺化后制得聚苯乙烯磺酸( PSSA) ，进而得到 2 种不同的催化材料: 可溶性

PSSA( WTC-PSSA) 和固体 SiO2-PSSA 纳米复合材料( WTC-SiO2-PSSA) 。这 2 种催化材料可用于生物质转

化的化学反应，如生物柴油合成、木糖脱水生成糠醛以及糠醛氧化生成顺丁烯二酸和琥珀酸的反应。可溶

的 WTC-PSSA 在上述 3 个反应中均显示出良好的催化活性，但重复利用时需要利用超滤膜分离催化剂;

WTC-SiO2-PSSA 纳米复合材料与反应混合物的分离仅需要传统过滤或离心分离，但在生物柴油合成的反

应中会由于副产物沉积而丧失活性。CAMPOS-MOLINA 等［49］在制备 WTC-SiO2-PSSA 纳米复合材料时使

用了溶胶-凝胶法，使氨基化的有机硅烷( APTES) 通过 SiO2 网格提供了能够滞留住酸性聚合物的附着位

点。该方法增加了催化材料在低温 ( 333 K) 的有机介质中 ( 甲醇和油) 的附着性和稳定性，而在高温

( 453 K) 反应条件下仍存在强烈的聚合物浸出现象，从而使催化剂失活。蒋海斌［50］将废弃碱性尼龙 6
( PA6) 与 Ｒaney Ni 复合，提高了催化剂的选择性，减少甚至消除了由传统载体酸性带来的副反应，实现了

正丁醇的清洁制备。吴敬忠［51］公开了一种用于脱硫脱氮的多孔塑料催化过滤材料的制备方法，先将废弃

塑料( PVC、ABS 或 PP) 制备成空隙率为 65% ～85%的多孔材料，然后以此作为催化剂载体，以活性氧化铝

作为中间层，过渡金属氧化物 CuO、Na2O、Fe2O3、TiO3和 V2O3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活性催化剂组分负载在

中间层上。这种多孔塑料催化过滤材料可以过滤气体中颗粒物、对气相中的污染性气体进行催化转化，实

现净化气体的功能。
高分子聚合物裂解后得到不同结构的碳材料，可以用作催化剂载体和存储介质等。GONG 等［52］将混

合塑料( PE、PP 和 PS) 在催化剂改性蒙脱土 /Co3O4的作用下，以 700 ℃催化裂解得到高度石墨化的介孔中

空碳球。通过改变催化剂 Co3 O4 的含量，可以控制碳球的直径及产率。介孔中空碳球的比表面积高达

196 ～ 238. 7 m2·g －1，孔径体积高达 0. 511 ～ 0. 753 cm3·g －1，具有 C—OH、 C O 和 COOH 官能团，并且

介孔尺寸仅分布在 2 ～ 5 nm 的范围内，这类介孔中空碳球能够作为催化剂载体、吸附剂、存储介质或其他

中空材料合成的模板。橡胶等高分子聚合材料转化为催化材料的研究较少，然而橡胶碳化活化后得到的

活性炭材料的微孔体积和介孔体积分别高达 0. 28 和 0. 69 cm3·g －1［42］，具有转化为催化剂载体的潜力。

6 黏结功能材料

作为一种重要的化工产品，黏结剂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采用废弃高分子材料制备黏结材料的研究

主要集中废弃塑料和废弃橡胶的研究上，一般是先将废弃塑料分解得到多元醇，然后制备各种黏结剂; 废

弃橡胶则简单处理后直接利用。BESTUZHEVA 等［53］用废弃聚氨酯( PU) 制备的黏结剂平均黏结强度为

26. 7 MPa，可达到环氧树脂黏结剂的强度。JASIUKAITYTE-GＲOJZDEK 等［54］使用液化木纤维和裂解 PE-
PET 的产物制得多元醇，发现当 PE-PET 含量为 8. 8%，PE-LW 含量为 20%时可以达到 5 N·mm －2的地板

黏结剂要求。该研究采用环境友好型多元醇取代邻苯二甲酸酯型塑化剂制备醋酸乙烯酯黏结剂具有良好

的环境效益。KAJAKS 等［55］用废弃尼龙、聚丙烯、聚氨酯和聚乙烯材料代替黏合剂制备了复合木板，其剪

切强度在 5. 6 ～ 10 MPa，超过工业胶合板强度一倍以上。SHAO 等［56］采用橡胶代替黏合剂制备了木纤维-
橡胶复合材料，其拉伸强度为 6. 3 MPa，吸水性在 1% ～3%范围内，优于市售其他木材材料。

7 还原功能材料

在炼铁工业中高炉喷吹废塑料已经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废塑料经过分选、破碎和去除 PVC 后，

喷入高炉下部，在高温和还原性气氛下被还原成 H2和 CO，气体在上升的过程中将铁矿石还原［57］。焦炉

处理废塑料技术也称为炼焦炉的高温干馏技术，是利用焦炉以及化工产品回收系统，在 1 100 ℃的高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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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性气氛及全封闭的条件下将废塑料和煤同时转化为焦炭( 20% ) 、焦油( 40% ) 和焦炉煤气( 40% ) ，实现

废塑料的综合利用［58］。研究表明，1% 废塑料的加入量不会对焦炭的转鼓指数 ( DI) 和焦炭反应后强度

( CSＲ) 造成明显影响，而 2%以上废塑料的加入量即可造成焦炭强度的恶化［58］。廖洪强等［59］提供了一种

利用废塑料提高冶金焦炭强度的方法，将 1%的废塑料和 2%的焦油沥青简单混合破碎后与炼焦配煤共焦

化，可以得到焦炭反应性( CＲI) 明显降低和反应后强度( CSＲ) 显著升高的优质冶金焦炭。煤中添加 1% 的

废橡胶颗粒同样可以提高冶金焦化产品的质量［60］。日本新日铁公司已经成功将废塑料与煤炭的共炼焦

技术投入生产［58］，目前该技术在整个日本废塑料年处理量达到近 200 万 t［57］。另外，废弃高分子聚合物

在高炉喷吹和焦炉处理的应用中均可以有效控制钢铁厂 CO2的排放［61］。
电弧炉炼钢时，通常使用无烟煤和焦炭作为炉渣发泡剂、炼钢还原剂和增碳剂。废塑料和废橡胶可作

为传统碳基材料的替代品，在炼钢的过程中发生液化、燃烧并参与还原氧化铁的反应。SAHAJWALLA
等［62］首次在水平管式炉中使用座滴法，模拟研究了冶金焦炭与 HDPE 的混合物对炉渣的还原过程，发现

同单纯使用焦炭相比，30%HDPE 的加入量明显提高了炉渣的发泡程度，并且 HDPE-焦炭的混合物具有更

好的可湿润性。DANKWAH 等［63］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单纯使用焦炭，HDPE-焦炭的混合物对 FeO 的还原

速率可以从 3. 31 × 10 －5 mol·s － 1提高到 6. 86 × 10 －5 mol·s － 1，这是由于塑料分解过程中产生 H2，加速了

对 FeO 的还原。该技术同时促进了金属的渗碳( 含碳量由 0. 65% 增至 4. 5% ) 及脱硫( 含硫量由 0. 177%
降至 0. 024% ) ，并减少了炼焦尾气中 75% 的 CO2排放量。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是缩聚物，其分

子结构不同于 HDPE 和 PP，含碳质量分数( 约 11. 4% ) 和含氢质量分数( 约 4. 2% ) 较低，含氧质量分数

( 约 33. 3% ) 较高。DANKWAH 等［64］的研究证实了 PET 同样可以在电弧炉炼钢中替代焦炭，然而 PET 的

加入使 CO2排放量增加，因此 PET 的加入量应低于 10%。澳大利亚第一钢铁公司开展了工业规模的实验

研究，表明废轮胎和废 HDPE 的加入能够提高钢铁的产量、增加电弧炉的生产效率，同时减少能耗、降低碳

排放［65］。另外，FAＲZANA 等［66］使用废弃的汽车玻璃、酚醛树脂和 FeO 作为原材料，在 1 550 ℃的还原条

件下合成铁硅合金，其中酚醛树脂作为增碳剂和还原剂，玻璃作为硅源，FeO 为反应前驱体，该方法得到的

铁硅合金的硅含量为 16. 1%、碳含量为 0. 45%，符合商业的硅铁合金 FeSi15标准，并且可以降低对传统原

材料的依赖。
在国内的研究和工业应用中，孟庆民等［67］公开了一种废塑料为碳源的铁基含碳球团及其制备方法。

含碳球团由 70% ～85%含铁基材料和 15% ～30%废塑料组成，在高温还原的过程中，废塑料热缩生成大

量蜂窝式的微气孔，为水分蒸发和还原气体提供了溢出通道，保持了球团物理结构的稳定，有利于还原剂

与铁氧化物的充分接触。徐迎铁等［68］提供了一种用于电弧炉冶炼不锈钢过程中制造发泡球的方法。发

泡球主要原料为: 氧化铁皮( 粉) 30% ～50%、焦碳粉 8% ～12%、废钢屑 25% ～ 45%、铁粉 5% ～ 15% 和废

塑料 1% ～3%，破碎后的废塑料在球团热压过程中，熔化并弥散到球团组分的缝隙中起到黏接作用，球团

外部包裹一层以水泥熟料为原料的硬质层，这种方法得到的发泡球具有很高的强度，可以从高位料仓直接

加入而不会摔碎，在熔池中可以造出良好的泡沫渣。

8 能源转化功能材料

废塑料碳化后的材料还可以作为电池的电极材料。FONSECA 等［69］研究了在 700 ℃高压条件下，将

咖啡店回收的 PS 瓶碳化为无定形碳，这种碳材料表现出很好的可逆存储钠离子的电化学性能，80 次循环

后可逆容量高达 116 mA·h·g －1。魏凌志［70］开发了一种在超临界 CO2体系中处理废弃塑料制备锂离子

电池电极材料的工艺，在 650 ℃ 反应 3 h，PET、PP 和 PE 得到的碳微球的产率分别为 28. 0%、42. 0% 和

43. 5% ; 在电流 100 mA·g －1，电压 0. 010 ～ 2. 000 V 的条件测试碳微球的电化学储锂性能，PET 制备的碳

微球首次放电容量为 504. 9 mA·h·g －1，充电容量 258. 5 mA·h·g －1［71］，PP 制备的碳微球首次放电容

量为449. 7 mA·h·g －1，充电容量 240. 0 mA·h·g －1，预计在高温石墨化处理后产物储锂性能可得到进

一步提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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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与展望

高分子废弃物主要涵盖废弃塑料、废弃橡胶和废弃纺织品等，这类废弃物具有品种繁多、废弃量大、附
加值低和生物难以降解等特点，材料化再生循环利用是优先选择的处理途径。迄今以废弃高分子聚合物

为主要原材料开发的环境功能材料主要包括声学材料、吸水材料、多孔材料、吸附材料、催化材料、黏结材

料、还原材料和能源转化材料等，这些材料在环境治理和工程应用中均具有良好的产业化应用前景。采用

废弃高分子材料制备功能材料可以减少高分子废弃物造成的污染，同时还能提供廉价的功能性产品，具有

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
目前，使用废弃高分子材料制备环境功能材料一般局限于研究和示范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

主要由于采用的原材料是各种废弃物，在原料的加工和产品的使用等方面受到许多限制，具体包括: 1) 原

材料种类复杂，所含杂质多，需要多种分选工艺分离不同组分并去除杂质; 2) 所制备的材料力学性能普遍

下降，需要添加相容剂、补强剂、骨料来提升材料的抗压、抗弯、抗拉伸等力学性能; 3 ) 产品往往由于成分

混杂等原因只能降级使用，需要开发新的功能来拓展材料的应用领域; 4) 由于有些功能材料的制备需要

采用化工手段，在生产和使用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污染，使得该产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5) 许多地区垃

圾分类和处理能力有限，造成了废弃高分子材料回收难度大、回收成本高的困境。
迄今高分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商未形成回收、分选、清洁、加工、制造、销售和流通的完善体系，不具

规模。今后，应当结合高分子废弃物的特点，根据城市建设、交通、化工、矿山和园林等领域的实际需求，如

“海绵城市”“一带一路”“矿区复垦”“荒漠治理”等对材料的要求，开发价格低廉的适用性功能材料，使高

分子废弃物的材料化利用真正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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