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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活性炭具有超大的比表面积，孔集中，低灰，和导电性好等特点，适用制造高性能电池，双电
层电容器产品及重金属回收的载体。高纯度和超微细的超级电容器专用活性炭具有高比表面积和发达的
中孔，孔隙结构分布合理，表观密度适中，是别类活性炭无可代替的。常规活性炭由于比表面积较小
（2000m2/g）、吸附容量大、化学性质稳定、表面官能团丰富、催化性能稳定、再生后可重复利用等
优点，被广泛用于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燃料气的吸附存储、气体分离、催化剂载体等方面。超级活
性炭因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和优异的吸附性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被广泛用于燃料气的吸附存
储、气体分离、催化剂载体、超级电容器的电极材料等方面。
超级活性炭的原料来源广泛。一般来说，只要经过炭化能得到炭化物的原料均可作为制备活性炭的
原料。截至**，使用最多的原料主要为石油焦、沥青焦、沥青等石化物料，无烟煤、长焰煤、甚至一些
泥煤等煤炭原料，农作物秸秆、植物果壳等。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氢气、天然气作为交通燃料
的重要性得到提高。为解决氢气、天然气的存储问题，提出了对高比表面积超级活性炭的需求。另外
，超级活性炭的高吸附性能拓宽了活性炭的用途，例如应用于双电层电容（超级电容器）的电极、催化
剂载体等领域。
截至**，超级活性炭在国内大规模的生产企业较少，即便在国外也为紧俏产品。**年，我国超级活性
炭产量仅有2130.5吨，相对于11061.7的需求量，需求缺口巨大，只能依赖进口。未来，随着电动汽车
、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应用领域的发展，对超级活性炭这一高端原材料的需求也将大幅增长，预测
**年，中国超级活性炭的需求量约1.6万吨，市场规模约9亿元。到**年，中国超级活性炭的需求量会超
过3万吨，市场规模达到18亿元。
第一章 超级活性炭发展概况
第一节 产品概述
第二节 产品用途
第三节 行业发展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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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阅读：http://www.360Baogao.com/201501/ChaoJiHuoXingTanShiChangQianJingYu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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