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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性粉煤灰对含磷废水的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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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粉煤灰是电厂发电后的废弃物，废水中磷的含量过高将会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用粉煤灰处理含磷

废水可达到以废治废的目标。来自电厂的普通粉煤灰用于处理含磷废水的处理的效率比较低，但是改性的粉煤

灰应用于含磷废水，磷的净化率明显提高且净化的速度也极大的提高。本文探究用各种方式改性粉煤灰，主要

有硫酸、混合酸、氧化钙、赤泥和鸡蛋壳对粉煤灰进行改性用于含磷废水的处理。经净化的含磷废水基本都达

到国家要求的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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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磷含量太高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水中

藻类大量繁殖，破坏了生态环境，威胁水生生物

和人们的生命健康。水体的富营养化日益严重，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我国很多的

江河湖泊、水利工程和环海湾中都出现了这种现

象[11。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的首要元凶是氮、磷两

类营养盐中，多数富营养化水体中的主要危害因

素是磷的含量偏高。粉煤灰来源于以煤为主要能

源的火力发电，是工业的废渣之一，现在我国的

排渣量已达到3000万t／年，排放量比较大。据预

测近几年粉煤灰的排放量趋势只会增加，不会减

少。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电力工业的逐步发展，煤

的大量使用导致粉煤灰的排放量逐渐增加。如果

大量的粉煤灰不处理，就会产生大量的扬尘，污

染大气环境。并且其中的有毒化学物质和有害成

分还会对人体和生物造成危害。因此，粉煤灰的

处理和利用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1。粉煤灰

不仅仅是单纯吸附无机磷，并且在吸附的同时，

其中的FeO、CaO、A1203和磷酸根易形成沉淀，

有害的物质被去除，因此在废水处理方面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1 粉煤灰性质及研究现状

1．1粉煤灰的来源

粉煤灰主要来自电厂的发电，其主要形式是

火电厂发电，当然城市集中供热锅炉也是不可缺

少的因素。粉煤灰是煤燃烧的过程中产生的固体

废物，主要是存在于烟气中的细粉状物质，是电

厂发电排放的主要固体物质。煤粉在燃烧的过程

中，煤粉在炉膛中呈悬浮状态，大多数物质可以在

炉膛内燃烧，不能燃烧的则大量的混杂在高温烟

气中。粉煤灰中湿排灰的量在90％以上，相对于

高活性的干排灰，它的活性比较低并且浪费水电，

同时也不利于粉煤灰的综合利用。

1．2粉煤灰的主要成分

粉煤灰的主要的成分的含量，因煤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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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导致它的变化范围比较广。而且这种现象

不仅仅存在于世界各地或同一个地区的不同的煤

中，同时也发生在同一煤矿的不同的地方因此，

粉煤灰的组分含量也会因地域不一样而有所不同。

主要是Si02、A1203、FeO、Fe203、CaO、Ti02、

MgO、＆0、Na20、S03、Mn02等氧化物。

1．3粉煤灰的利用现状

现阶段的粉煤灰的利用主要在建筑方面[3]，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性的能源危机引起

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的

缺乏。粉煤灰利用的课题的研究提上日程，在世

界的范围内举行了多次关于粉煤灰的国际性会议，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粉煤灰的发展也日渐成熟。

现在它已成为市场上的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建

筑材料和化学产品的原料。随着对粉煤灰利用技

术的改进，粉煤灰的利用已经从单纯的环境角度

转变为综合治理，资源化利用：粉煤灰的利用已

经由直接利用如路基、填方，混凝土转化为无机

原料、水泥混合材料、高级填料等高级利用。

2含磷废水处理的研究现状

2．1含磷废水的来源

根据来源分主要有各类洗涤剂、工业原料、

农业化肥以及人类的排泄：根据存在方式可以分

为无机磷和有机磷废水。含磷洗衣粉是含磷废水

的主要来源之一。以前工业不发达人们对含磷废

水的关注很少，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的“琵

琶湖事件”含磷废水引起的水体的富营养化，使

人们不得不关注废水中的磷的含量问题。同时洗

涤剂的无磷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人们利用重组

配方的方式和使用4A沸石替代磷酸盐作为主要助

剂合成洗衣粉，减少含磷废水的排放，对环境保

护非常有利。

2．2含磷废水危害

氮、磷等营养物质主要存在于生活废水、工

业废水和农田径流中。这类营养物质通常排入湖

泊水库港湾内海等水流缓慢的水体中，会造成藻

类的大量繁殖，会产生水体的富营养化。通常藻

类以硅藻，绿藻为主转成以蓝藻为主，而有不少

蓝藻有角质膜，不适合做鱼料，而且有一些是有

毒的。富营养化是水体衰败的一种表现。藻类的

过度繁殖将会造成水体中溶解氧的急剧变化。在

有阳光的时候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夜晚

没有阳光的时候，藻类植物呼吸作用和死亡的植

物的分解都消耗氧气，且水体在一段时间内严重

缺氧，使鱼类死亡。特别是冬季的时候，严重的

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同时对环境造成危害。

2．3对含磷废水处理的意义

磷通常以低浓度磷酸盐形式存在于废水中，典

型的是生活含磷的废水，其总磷含量在3～15 mg／L，

磷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控制因素，尤其是磷的含量。

污水厂的出水中磷的含量浓度必须达标才能排放。

我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3]的一级标

准为磷酸盐(以P计)≤0．5 mg／L，二级标准磷酸

盐(以P计)≤1．0 mg／L。因此，进一步深入研

究除磷工艺，使含磷废水达标排放，是一个刻不

容缓的问题。农业化肥的使用，使天然的磷资源

不断减少，故深度除磷的回收利用得到了人们的

广泛注意。

2．4废水除磷的简介

一般来说，废水除磷的技术有生物除磷和化

学除磷这两种方式。前者依靠聚磷酸菌类的微生

物对磷的过程摄取，通过排泥达到除磷的目的，

但由于活性污泥在二级出水的低浓度下很难培养，

如果二级处理时没有考虑生物除磷，那么在三级

处理时采用生物除磷是极为困难的。属于化学除

磷的方法有混凝沉淀除磷工艺与结晶除磷技术。

通过投加金属盐混凝剂，形成絮凝剂后，通过沉淀，

过滤等分离工程予以去除。一般的除磷工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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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方法，磷去除率达总数的80％，但造成二次

污染。去除磷的处理工艺中，磷的存在形式和溶

解度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一般将生物除磷和

化学除磷，结合起来使用可能更加经济[31。

2．5含磷废水的传统的处理方法及弊端

2．5．1化学沉淀法处理含磷废水方法及弊端

把化学沉淀剂投入废水中使其与磷酸盐形成

难溶沉淀，将废水中的磷分离出去，在此基础形

成的絮凝剂对磷也有吸附作用，这种方法叫做化

学沉淀法。我们经常用到的沉淀剂有石灰、明矾、

氯化铁、石灰与氯化铁的混合物等物质。同时对

此类反应有影响的因素有pH值、浓度比、反应时

问等物质。混凝沉淀法的除磷的方法较为传统，

长期的运行结果表明，它拥有简单易行的优点，

但是它还有很多缺点，比如投加化学沉淀剂会引

起废水的PH值上升，在池子和水管上容易形成污

垢。另外试验表明：除磷效应沉淀剂的剂量曲线

是指数型的，所以当超过一定的量时会产生停滞，

用化学沉淀法去除废水中磷，并且将废水中磷的

浓度降到0．1 mg／L以下，是很不经济。

2．5．2生物法处理含磷废水方法及弊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生物学家specter发现

微生物能摄取磷在好氧的状态下，但有机物在厌

氧的条件下能放出磷。含磷废水的生物处理方法

便是在此基础逐步渐渐完善的。目前，国内外常

用的生物脱磷技术主要有3种：第一种，向曝气

储水池添加混凝剂脱磷。第二种，利用土壤处理，

正磷酸根离子会与土壤中Fe和AL的氧化物反应

生成难溶性磷酸化合物。第三种，活性污泥法是

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一类生物脱磷技术，应用范

围比较广。生物方法去除磷，具有了良好处理脱

磷效果。没有化学沉淀法污泥难处理的缺点，且

不需要投加沉淀剂。对于二级活性污泥法工艺不

需要增加大量的设备，只需要改变运行流程就可

以能达到生物除磷的良好效果。但要求管理严格，

为了形成VFA要时刻保证厌氧的条件。

2．5．3吸附法处理含磷沸水方法及弊端

20世纪80年代，水净化和控制污染方面有了

新的技术。多孔隙的物质作为吸附剂和交换剂的

应用，为废水的净化和控制污染提供了新的途径。

吸附是一个自发的热力过程，利用物质的表面能，

可以使相界面的浓度自动发生变化，是一种传质

现象。吸附就是用多孔固体物质吸附废水中物质，

废水中的物质被吸附在多孔的物质表面。根据固

体表面的吸附力不同，可以分为物理吸附、化学

吸附及离子吸附。吸附剂和吸附质之间通过分子

问引力产生的吸附叫物理吸附，不发生化学发应。

化学吸附是吸附剂和吸附质之间发生了化学作用。

是由化学键力引起的，化学吸附一般在较高的温

度下进行，吸附热较大。交换吸附就是通常所指

的离子交换吸附，这种交换吸附实质上是在交换

吸附剂的表面发生了离子交换反应[4】。

3粉煤灰用于含磷废水的处理

3．1粉煤灰除磷的作用机理

粉煤灰是灰色的或灰白色的具有潜在的活性

的火山灰质粉末材料，呈多孔的蜂窝状组织，比

表面积较大具有吸附能力，处理废水的过程中，

一般认为粉煤灰具有吸附作用、凝聚作用、助凝

作用、沉淀作用，一般是这几种作用的结果[51。

欧阳勇[6]发现．粉煤灰去除磷酸盐的机理在

于其中金属氧化物的吸附作用，其中氧化钙的成

分溶于水，形成的阳离子与磷酸盐结合形成沉淀

是重要的机制之一。研究发现：取用15种粉煤灰

分别于含磷的废水进行反应，得出这15种粉煤灰

对磷的最大吸附量，发现最大吸附量与氧化钙含

量的正相关系数达到o．9647。用含钙高的和含钙低

的粉煤灰进行吸附磷的对比试验时，发现磷的去

除主要是因为溶液中的Ca2+和P043+形成钙磷沉

淀。粉煤灰除了能吸附去除磷酸盐外，粉煤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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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成分还与废水中的磷酸盐絮凝沉淀，与粉

煤灰构成吸附絮凝沉淀协同作用。比如铝盐铁盐

遇水后形成的AI(HzO)3+和Fe(H20)3+，然后解离出

A13+和Fe3-，这些络合物与水化膜的水分子作用。

它们带有正电荷，对水中大多数带负电荷的胶体

微粒能进行强有力的吸附，产生絮凝作用。

3．2直接用粉煤灰处理含磷废水存在的问题

王丽伟[7]的研究可知，粉煤灰的粒径和粉煤

灰的比表面积有关粒径越小比表面积越大，吸附

能力越强，但电厂产生的粉煤灰中的飞灰可以直

接用于含磷废水处理，但炉渣需要粉碎，对其进

行处理才能使用。还有粉煤灰的一些化学成分含

量对含磷废水的处理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含量

较少是一大问题。所以需要对其进行改性。

4对粉煤灰改性的研究

4．1 用硫酸亚铁改性粉煤灰处理含磷废水

白卯娟[8】用青岛泰能热电厂的粉煤灰加入硫

酸亚铁对其进行改性，并研究了改性粉煤灰在不同

PH值，不同的投加量，及不同的时间的条件下，

对含磷废水的净化率的影响，发现粉煤灰吸附亚铁

离子4．68 g，在pH值为6～12的范围内，磷的去

除率可达90％以上，如果pH值太高不能满足污水

排放标准。对于含磷质量浓度30．0 mg／L的溶液投

加量在3．0 g时去除率可达96．7％。并且投加量达

到3．0 g时，吸附容量达到1．0 mg／L，溶液的含磷

量可降至1．0 mg／L可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897—1996二级标准。继续增加时，磷的去除率

没有多大的影响。试验在进行中，在5～35 rain内

随时间的增加，磷的去除率增加，当过25 rian之后，

去除率的变化不是很明显，反应进行到25 min时，

反应基本达到平衡，此时反应的去除率达98．4％。

可以看出粉煤灰中加入硫酸亚铁可以极大的提高

含磷废水的净化率。

4．2粉煤灰中加氧化钙对废水中磷含量的影响

李艳青等[9]研究表明，发现无论是粉煤灰还

是粉煤灰合成的沸石，其除磷能力的大小为：高

钙>中钙>低钙。他们对磷浓度为2 mg／L的模拟

废水和上海市闵行区水质净化厂的废水进行了试

验发现无论是模拟的废水还是实际的废水，粉煤

灰加入氧化钙合成沸石的较佳投放量为8 g／L，当

超过较佳投放量时，磷的去除率也不会增加很多，

是十分有限的。此时的磷的去除率达到70％以上。

粉煤灰合成沸石，除磷的效果会受到废水中其他

物质的影响。一般来说，粉煤灰合成沸石投加量

控制在8 g／L以上为好。等温吸附试验中发现随着

磷的浓度的提高，单位吸附量也逐渐增加。磷的

浓度较高时，氧化钙加入量少的粉煤灰合成的沸

石磷的吸附趋于饱和，而氧化钙加入量较多的粉

煤灰合成沸石对废水中磷，有很强吸附能力，随

着磷浓度的增加呈直线。因为粉煤灰合成沸石时，

加氧化钙的粉煤灰经水热反应后形成单一的种类

的NaPI型沸石矿物：加入氧化钙较多的粉煤灰水

热反应后主要晶质为羟基钠石，其次是NaPI型沸

石，3种粉煤灰合成沸石均有少量的石英，莫来石

及残留粉煤灰成分。

4．3粉煤灰中加硫酸对其进行改性处理含磷废水

刘文辉等【10】采用浓硫酸对粉煤灰进行改性处

理，提高粉煤灰的表面积和吸附特性。试验中用粉

煤灰加入浓硫酸和水，用这样的方法对粉煤灰进行

改性，试验中发现浓硫酸的量不同将导致磷的净

化率不同。试验发现5 g粉煤灰中加入18．4 mol／L

的浓硫酸，然后加入3 mL的水，随着加入的硫酸

的量的不同，导致废水的净化率不同，当加入硫

酸的量超过0．4 mL，改性粉煤灰的净化率达到了

97．54％。净化后溶液中磷的浓度由60 mg／L降低到

1．47 mg／L。改性时加入水的量不同，试验结果也

不一样。试验结果表明直接加硫酸不加入水的时

候磷的净化率很低，当加入水混合后再加入硫酸

磷的净化率达到97％以上，因为改性过程为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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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过程，粉煤灰中加入一定量的水有利于硫酸

与粉煤灰充分反应。提高了粉煤灰的吸附能力。

许可[111也对硫酸改性粉煤灰做了研究，硫酸

改性的粉煤灰对含磷废水的影响，主要考察了pH

值，吸附剂用量，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净化过程

的影响。试验发现改性粉煤灰净化含磷废水的过程

中适宜的pH值是7．0：磷的进化率随着改性的粉煤

灰的投加量增加而增加，对于质量浓度为3．55 mg／L

的含磷废水，粉煤灰的投加量为o．1 X 10。29／mL时，

磷的吸附效率可达到98．7％，净化后的水中含磷量

很小。改性的粉煤灰对水中的磷酸根的净化过程速

度很快，10 min时可达到最大净化率。试验过程中

很容易发现废水净化的适宜温度为20～30。C。

刘军坛等【12]采用浓硫酸固相反应法对粉煤灰

进行改性，对含磷废水进行净化处理。试验发现粉

煤灰的较佳优化改性条件：5 g粉煤灰加1．5 mL水

混合均匀，然后加0．3 mL的浓硫酸搅拌均匀后再

100。C下保温1．5 h。pH值在4～10范围内对磷的吸

附影响不明显，所以改性粉煤灰可以在较宽的PH

值范围内进行处理。改性后的粉煤灰对磷的净化

速度非常快，差不多5 min可以达到最大净化率。

对于含磷50 mg／L的废水，pH值为7．0时，对含

磷废水的净化效率为98．55％，净化后废水中磷的

浓度为0．73 mg／L。

闰春燕等[131利用粉煤灰中有大量的铁，铝和

钙等成分，与硫酸反应时能被溶解出来，破化有

序结构，使粉煤灰表面及内部形成较多的孔隙，

比表面积明显增加，同时其表面活性增大的特性。

试验中用硫酸进行改性的过程：首先将粉煤灰进

行烘干、粉碎、过0．125 mm的筛子。然后将粉煤

灰与2 mol／L的硫酸按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在室

温下搅拌4h，静置、过滤、水洗至pH值接近中性，

最后烘干。将上述改性的粉煤灰进行含磷废水处理

的试验，试验研究了吸附时间、改性粉煤灰的投加

量、磷的初始浓度、pH值和温度的影响。结果发

现对于50 mg／L含磷废水，在室温下，pH值为4，

试验中，将改性粉煤灰用于处理含磷废水试验探究，

试验通过改变吸附时间、改性粉煤灰的投加量、磷

的初始浓度、pH值和温度等因素发现试验条件不

同磷的去除率也不同。结果表明对于50 mg／L的含

磷废水，在室温下，pH值为4～10范围内，水和

灰的比为100：3时，吸附时问20 min后，磷的去

除率达到99％以上，净化后的污水中含磷量达到

国家一级水平。

李亚峰等[14]用2 mol／L硫酸改性粉煤灰，目

的是研究利用改性粉煤灰作为吸附剂来处理含磷废

水，通过静态试验提高磷的去除率，在室温下，研

究了吸附平衡时问、pH值、吸附剂的用量、颗粒

的大小对含磷废水的影响。试验结果发现2 mol／L

的硫酸改性的粉煤灰，投加40 gm左右来处理质

量浓度为50 mg／L的含磷废水，反应4 h后，磷的

去除率可以达到92％以上。而且改性粉煤灰对磷

的吸附，符合Freundlich公式。

吴良彪等[151用硫酸对粉煤灰进行含磷废水的

处理，考察了pH值、吸附剂用量、磷初始浓度、

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对废水中磷的去除的影响，

试验发现溶液pH值在8～11范围内，对磷的吸附

过程的影响不显著。改性后的粉煤灰可以在较宽

的pH值范围内进行处理：随着粉煤灰的加入量的

增加和初始溶液中磷酸根浓度的降低，磷的净化率

逐渐增加。对于粉煤灰的含量<80 mg／L的溶液，

当粉煤灰的投加量为3％时，反应温度为40。C，磷

的吸附效率可达97．6％。改性粉煤灰对水中磷的净

化过程速度较快，30～40 min可达最大净化率。

4．4粉煤灰制备改性制备深度除磷剂

陈初雪[16]研究发现以氯化钠为活化剂，15％

的硫酸为改性剂。利用高温活化后再进行酸处理

的工艺方式对粉煤灰进行改性，制备出了能进行

深度除磷AFA(粉煤灰加入碱性活化剂煅烧而成)。

试验中比较了一下AFA和原粉煤灰的除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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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经过活化和改性过的粉煤灰除磷能力提高一

倍。试验中的试验用水是取自上海闵行区废水(处

理厂二沉池的出水)，且正磷酸盐的质量浓度为o．5

～2．5 mg／L。试验中将粉煤灰与碱性活化剂在高速

混合机中混合，然后进行煅烧活化。在将焙烧后

的冷却物质投入耐酸反应罐中，添加酸性改良剂

后进行反应，将反应后的物质烘干制成AFA。优

化后的粉煤灰的改良工艺参数：盐：灰=1：20，煅烧

温度为900℃，酸：灰=3：1比较好。试验研究了当

AFA投加量为100 mg／L时，PH值的影响，发现磷

的浓度在o．5 mg／L和2．5 mg／L的条件下。随着pH

值在2不断上升到6．5过程，除磷量则呈现下降的

趋势。总的来看，磷的净化率在pn值为6～8时比

较好，磷净化率能达到60％以上，也比较符和实际

要求。同时发现投放量在100 mg／L时，接触时间在

前15 S内水中的磷的含量快速下降至o_3 mg／L，磷

的去除率达85％以上，以后基本变化不大。AFA

的投放量也对除磷的效果有深刻的影响，试验发

现随着投放量不断增加，水中磷的去除率上升，

当达到80 mg／L时，处理磷的效果达到最好。

AFA除磷的效果之所以比原粉煤灰好，在于

活化前的粉煤灰的晶相成分主要是石英、莫来石、

赤铁矿，由于粉煤灰是有各种大小不一样的颗粒

构成，这些颗粒主要是玻璃微珠，含量在70％左

右，它的主要成分是Si02和A1203是无定形的，

因而其化学活性较高：此外石英，莫来石和赤铁矿

的含量也大约占粉煤灰较大比例，铁化合物和硅

酸盐使其释放出无定形的除磷物质。对其进行高

温和活化使Si02和A1203之间的结合力大为减弱。

从而破坏其晶体结构，为近一步更好的除去水中

的磷，提供了有利条件。

4．5粉煤灰加入粘土处理含磷的废水

肖利萍[171以粉煤灰为主要的原料，掺加一些

粘土经过混合成球和高温焙烧制成粉煤灰颗粒吸

附剂，发现吸附剂的吸附特性和吸附时间、吸附

剂的投加量、搅拌速度、pH值、温度等因素有关。

试验原料为阜新发电厂的粉煤灰，粘土为辽西某

地的膨润土。在室温25℃下，称取3．0 g的粉煤灰

颗粒吸附剂置入含有25 mL的浓度为2 mg／L含磷

废水中，在恒温摇床中以75 r／min的速度分别震动

不同时问可以发现较佳的反应时问是30 min，超

过这个时间，去除率增加的很慢。在室温25℃下，

称取不同的质量的粉煤灰颗粒吸附剂，发现随着

吸附剂的量的增加，去除率也不断的增加，投加

量是2．0 g时，去除率达到73．60％，超过这个量的

磷的去除率几乎没有变化。所以粉煤灰的吸附剂

最好的投加量是2．0 g。溶液的pH值对磷的吸附

率也有重要的影响，当在锥形瓶中加入不同的pH

值的含磷废水的时候，发现pH值为7．0时粉煤灰

对含磷废水的吸附率最好，这是因为，在强酸的条

件下，溶液中的某些成分会使粉煤灰中的活性成分

失活，特别是碱性氧化物失活。且在碱性的环境下，

过多的OH会与磷酸根离子竞争粉煤灰上的活性中

心。而且高的pH值会使粉煤灰表面带大量的负电

荷，静电斥力使粉煤灰不易与带负的电荷的磷酸根

离子接近，从而磷的去除率降低。搅拌速度的影响，

试验中发现当震荡速度达到100～150 r／min时吸附

后的溶液有不同的程度的浑浊，所以说震荡速度

过高会导致粉煤灰颗粒脱稳，因此试验中的较佳

震荡强度是75 r／min。试验在不同的温度下进行的

时候，发现随着温度的不断增加，粉煤灰颗粒吸

附剂对含磷废水的去除效果先逐渐上升后又降低，

在30。C的时候去除率达到最大。

4．6对粉煤灰进行酸处理

相会强[181对抗生素废水中的磷酸盐进行处

理，研究了改性酸的种类和浓度，改性酸的投加

量和溶液的pH值对其的影响。试验中配制2、

0．02、0．02 mol／L的硫酸、盐酸、混合酸f其中相

同浓度的盐酸和硫酸按1：1的比例的混合液)共

9种酸溶液。然后将1009粉煤灰加入到400 ml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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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搅拌，静置，烘干制成9种改性的粉煤

灰进行试验。试验中发现粉煤灰经酸处理后对抗

生素废水中的磷的去除效果很好，试验中2 mol／L

的硫酸改性的粉煤灰处理的效果最好，投加量为

5 g／L，pH为4～10的范围时出水基本达标。

pH值对其也也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它的试验数据

发现在0．2、0．02 mol／L酸改性粉煤灰中，只有

0．2 mol／L硫酸改性粉煤灰在中性范围中，在投加

量为20 gm时能处理含磷的废水达标排放。然而

2 mol／L酸改性的粉煤灰在中性域内能达到标准排

放，其中最适宜的pH值范围是：2 mol／L的盐酸

改性粉煤灰为6～8：2 mol／L的混合酸改性的粉煤

灰为4～8：2 mol／L硫酸改性粉煤灰的合适的pH

为4～10。在投加量的试验过程中发现：随着改性

粉煤灰的酸种类不同，粉煤灰的投加量也有很大

的差异。2 mol／L盐酸改性粉煤灰为20 g／L；2 mol／

L的混合酸改性的粉煤灰10∥L最为适宜；2 mol／

L硫酸改性的粉煤灰5 g／L较好。所以考虑各方面

的因素及处理的效果、本试验粉煤灰改性用酸用

硫酸，改性的浓度适宜为2 mol／L，粉煤灰改性后

投加量为5 g／L，pH值的范围为4～10，排出的水

均达到国家标准。改性的粉煤灰可以用工业废酸

和电厂的粉煤灰制成，处理后的富含磷粉煤灰，

可以作为肥料用于农田改良，提高农作物产量。

刘文辉[19]利用不同的酸对粉煤灰进行处理改

性，并将改性的粉煤灰用于对含磷废水的研究，

试验中发现原粉煤灰对含磷废水处理有一定的效

果，当PH在4～10，反应时间为40 min，投加量

为70 g／L和80 g／L时，含磷废水100 mg／L的废水

处理后含磷量为o．60 mg／L和0．44 mg／L，分别都达

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9878．1996)中二级

和一级磷的排放标准。当用硫酸改性粉煤灰时效果

显著，经过酸改性的粉煤灰的投加量分别为7 g／L、

10班时，在pH的范围为4～10内处理含磷100 mg／L

的废水，反应5 min后，排出的水中含磷量分别为

0．68 mg／L和0．24 mg／L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中二级和一级磷的排放标准。

彭喜花等【20】通过用硫酸和盐酸对粉煤灰进行

改性，试验中改性剂为2 mol／L的硫酸和盐酸。分

别在粉煤灰中加入一定的改性剂，振荡30 min在

室温下。然后在120。C下烘干粉碎，过o．106iiln'l筛，

从而得到该型的粉煤灰。将改性的粉煤灰用于试

验中低质量浓度含磷废水的处理，发现改性剂的

种类、改性剂的投加量、吸附剂的用量、反应时间、

pH值以及温度对废水中磷的去除的影响。试验结

果表明： (1)经过酸处理后的粉煤灰，磷的去除

率显著提高，并且硫酸改性的粉煤灰的除磷的效

果最好，磷的去除率达到97．68％。 (2)较佳的试

验条件：选取硫酸用量为5 mL／g进行改性。硫酸

改性粉煤灰投加量为2．0 g反应时间为60 min，pH

值为7．2～10．8，温度为室温25℃。 (3)改性粉煤

灰对磷的吸附更符合Freundlish吸附等温线模型，

既有物理吸附也有化学吸附。

陈雪梅等[21]取粉煤灰为250 g与盐酸：硫酸

=1：3的混合液300 mL混合，中档磁力速度搅拌

30 min，静置30 min后，在110。C的条件下烘干3 h，

最后将烘干的粉煤灰研磨碾碎得到改性的粉煤灰，

将上述改性粉煤灰用于试验，试验发现pH值、吸

附接触时间、吸附剂的用量等因素对改性的粉煤

灰处理含磷废水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试验探究表

明：改性的粉煤灰可以在3 h内达到吸附平衡，

在pH值为4～10的范围内，磷的净化率都能达到

80％以上，除磷的效果最明显；在20～40。C范围，

磷的净化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大：改性的粉煤灰用

量在灰水的比为3 g：50 mL时，磷的去除率趋于

平衡，继续增加基本不变。

伍昌年等[22]利用混和酸对粉煤灰进行改性，

提高废水中磷的去除率。试验中配置2 mol／L硫酸

及4 mol／L的盐酸溶液，将他们按体积比为1：1混

合，灰和水的比按1：1的比例，将混合酸溶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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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混合后，室温下搅拌、静置、烘干。将制

取的粉煤灰用于试验，在静态的吸附条件下，试

验研究了pH值、改性粉煤灰的投加量、吸附时间

和吸附温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选用酸改性粉煤灰，

投加量为59 gm处理含磷浓度为1．0 mg／L的污水，

在吸附时问为30 min，pH值在6～8，对磷的去除

率达到98％。吸附参数表明粉煤灰对磷的吸附过

程进行很容易，可用于污水的深度处理。

4．7粉煤灰中加入水泥用于处理含磷废水

肖文香[23]将桂林市电厂的电除尘灰与水泥按

不同的质量进行配比，在混合物中加入适量蒸馏水

并搅拌均匀，室温放置8 d后，在烘箱中在150℃

下烘干3 h．干燥粉碎后用分样筛分样备用。通过

这样的方式对粉煤灰进行改性，发现在100 mL含

磷浓度为150 mg／L废水中加入改性粉煤灰，搅拌

4h后，基本达到吸附平衡。当在100mL含磷浓度

为150mg／L的废水中加入不同量的改性的粉煤灰，

发现磷去除率不同。当加入改性的粉煤灰的量为3．0

g时，磷的去除率达到95％以上，继续增加投加

量，去除率基本不变。当探究pH值的影响的时候，

发现pH值为6．0的时候，磷的去除率达到98％以

上，当pH值在4～10时。磷的去除率为90％以上。

固定吸附剂的用量时改变溶液中磷的初始浓度，

发现随着初始浓度的增加，由于粉煤灰的吸附量

是一定的，因此导致其去除率下降。当加入不同

的粒度的改性粉煤灰吸附剂时，可以看出吸附剂

的颗粒越细，越有利于吸附，去除率也高。

4．8用氢氧化钠和浓硫酸进行改性粉煤灰处理含

磷废水

王瑞刚[241利用氢氧化钠对粉煤灰进行改性研

究，试验中称取o．075～o．18 1Tim筛的粉煤灰100 g，

加入氢氧化钠固体lo g，混合均匀后，在600。C的

高温炉中，加热6 h后进行热冲击，冷却后加浓硫

酸，在室温下反应6 h，然后烘干备用。试验中研究

粉煤灰的粒径、投加量、pH值、温度振荡强度以及

吸附时问等因素对含磷废水处理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粉煤灰粒径为0．075～0．096 mlYl，投加量为25 g几

溶液，pH值为3．5，水温为50|。C的条件下，对磷的

浓度为6．0 mg／L的生活污水，以140 r／min的强度震

荡吸附120 min，磷的去除率可高达94．5％，磷的

质量浓度降至0．5 mg／L以下。

4．9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取絮凝剂用于含磷废水的

处理

刘曦L25]将赤泥和粉煤灰进行混合制取复合絮

凝剂，并将其用于含磷废水的处理。将粉煤灰和

赤泥粉碎至o．15～o．1 rnlTl，取10 g粉煤灰与20 g

赤泥放入反应器中，然后加入盐酸溶液300 mL，

在转速为100 r／min、65℃下恒温水浴6 h，最后于

室温下，静置24 h。在烘箱中用100。C烘干、磨细。

试验探究了pH值、复合絮凝剂的投加量、除磷水

利条件等因素对反应影响。试验发现经酸改性的复

合絮凝剂PAFC(粉煤灰加赤泥和硫酸的反应产物)，

处理含磷废水的合适pH值的范围为6～10，当pH

值为8时较佳。对于低浓度的含磷废水，在pH值

为8、复合絮凝剂投加量为180 mg／L，快速搅拌速

度为200 r／min、快速搅拌时间为60 S、慢速搅拌

速度50 r／min、慢速搅拌时间15 min情况下，磷的

去除率可达到97．55％。试验发现复合絮凝剂之所

以能够吸附废水中的磷，是因为其结构杂乱无章，

导致表面积很大，孔隙率极高，这样对磷的吸附

非常有利。它通过自身所带的Fe—OH、A1一OH、H—OH

羟基团以及A1 3+和Fe3+形成的羟基络合物来吸附

废水中的磷：复合絮凝剂中的A13+和Fe3+除了与

水中的正磷酸盐反应生成不溶解的沉淀，还通过

电性中和作用，降低或消除污水中胶体的负电，

消除水中的静电斥力，使悬浮物以极快的速度沉

降到水底，能极快的去除水中的磷。

4．10粉煤灰中加入鸡蛋壳处理酸性含磷废水

胡巧开[26]研究了粉煤灰中加入鸡蛋壳用于处

理含磷废水。试验中将鸡蛋壳洗净于100。C下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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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细过筛，并在200，300，400，500。C下煅烧2 h，

装袋留着备用。同样的粉煤灰也经过清洗、过滤、

烘干，最后研细装袋备用。将以上准备的鸡蛋壳

和粉煤灰两种固体废弃物按1：1(质量比)混合，

试验结果表明：当其用量为18 g／L，处理含磷量为

2 mg／L的酸性废水，磷的去除率达到了85％以上，

废水中剩余的磷的量小于0．3 mg／L，同时废水的

PH值由1．0上升到7．0，两项指标都达到废水综合

排水的一级标准，实现了废物利用的目标。

5对改性粉煤灰处理含磷废水的展望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人口的不

断地增长，我国的资源日渐减少，对于这一现象，

政府提出了节能减排政策，此项政策对于我国的

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据调查我国还

有很多放错的资源，这不利于资源的保护，如粉

煤灰，赤泥等资源还会污染环境，如何变废为宝，

如何以废治废成为我国研究的重中之重。粉煤灰

是电厂发电后产生的废弃物，对废水中的磷，具

有一定的吸附作用，但效率不高，改性后粉煤灰

对磷的去除率得到极大的提高。近几年对粉煤灰

改性研究主要通过以废治废，如用工厂排放的废

酸对粉煤灰进行改性，磷的去除率极大的提高，

且处理含磷废水后的富含磷的粉煤灰，可以作为

肥料用于农田改良，提高作物的产量。或如文中

所说用赤泥、鸡蛋壳，对粉煤灰进行改性，都是

对废物的利用。

通过不断的努力，我国在粉煤灰改性用于含

磷废水的处理这一领域，将不断的得到改进，且

更有利于我国能源的节约和环境的保护。特别是

用废酸处理粉煤灰用于含磷废水的处理，在将来

可能用于处理现实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含磷废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用改性的粉煤灰处理含磷

废水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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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odified Fly Ash Treats for Phosphorus Wastewater
Yan Yubing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Lvliang College，Lvliang，Shanxi，China)

Abstract：Fly ash is the waste from the power plant，high content of phosphorus of waste water will lead

to water body eutrophication，and treating phosphorus wastewater with fly ash can reach the goal of the

treatment of wastes with processes of wastes against one another．Ordinary fly ash from power plant has

lower efficiency in the treatment of phosphorus wastewater，but the modified fly ash used in industrial waste

water，improving greatly not only phosphorus wastewater purification rate but also the speed of purification．

I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d various ways of modified fly ash，including sulfuric acid，mixed acid，calcium

oxide，red mud and egg shells to modified fly ash，and modified fly ash was explored the treatment of

wastewater containing phosphorus．The purification of wastewater containing phosphorus basically reache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discharge standard．

Keywords：Fly ash；Phosphorus；Wastewater；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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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Optimization of Vibration Grinding Parameters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Zhou Qinglil,Bai Limeil，Ma Yuxinl,Cui Xiaoruil,Cheng Yuel，Wang Don91

(College of Mining Engineering，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ngshan，Hebei，China)

Abstract：Taking a kind of eccentric vibration grind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e box Behnken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is used to optimize the technological parameters of eccentric vibration grinding．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test，we can preliminarily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value range of medium filling rate，material

ball ratio and grinding concentration．Th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ill is the response value．The data is

analyzed and calculated by using design expert 8．0 software，and the quadratic regression equation is obtained

by fitt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tio of material to ball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ill．The optimal grinding process parameters optimized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 are

medium filling rate 80％，material to ball ratio 0．7 and grinding concentration 70％．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maximum utiliz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mill reaches 0．587 t／m3·h．The grinding test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ed values．It shows that design—Expert software can provide efficient and accurate

scheme design and parameter optimization for grinding test．

Keywords：Grinding；Process parameters；Optimization；Response surfa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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