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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液中磷的去除与回收技术研究进展
周艳伟，易莹，谢乔光，孔伟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５１０３００）

摘要厌氧消化技术可以有效解决有机废弃物污染问题和实现资源化，是一种具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有机废弃物处理技术。厌氧消化处
理的残余物——沼液，含有大量的磷，如果直接排放会产生污染问题，而由于我国农业和城市的特点，许多厌氧消化工程的沼液并不适
合采用土地利用的方式。处理后排放，沼液中磷的达标处理成为迭标处理的瓶颈。介绍了几种除磷和回收磷的方法，同时认为实现沼
液的这标排放处理需要将低耗处理与附加利用技术相结合，在寻求低成本回收磷的同时，减轻沼液的后续处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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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消化技术可将有机质转化为沼气，作为燃料直接使

模大，有机废弃物产量大，而且农业生产多为种养分离模式，

用，或热电联产，或纯化后替代天然气，同时沼渣可制成高效

城市周边没有足够的种植耕地来消纳有机废弃物厌氧消化

有机肥，而沼液作为高效液肥使用，因此厌氧消化技术是公

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沼液，而长距离输运在经济上是不可行

认有效的有机废弃物稳定化、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

的。另外，有机废弃物中重金属的存在也阻碍了沼液的土地

技术，同时也是生物质能源开发利用技术，在欧美国家得到

利用。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我国大部分有机废弃物厌

了广泛的应用。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严重的禽畜粪便、餐厨

氧消化处理项目产生的沼液采用传统污水处理技术处理后

垃圾、城市污泥等有机废弃物污染问题，有机废弃物厌氧消

排放，其中磷的达标处理成为沼液达标处理的瓶颈。

化技术在我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１厌氧消化沼液特性

有机质厌氧消化后的残余物包括沼渣和沼液。沼液中
含有大量氮、磷等植物营养元素，可以作为高效液肥使用。

表１列举了几种有机废弃物厌氧消化处理后沼液的主
要成分。

欧美国家多采用沼液土地利用方式，但在我国，城市集中、规
表１不同厌氲工程中沼液的特性

由表ｌ可以看出，沼液中磷含量非常高，采用单一除磷

２常见除磷方法
国内外关于污水中磷处理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去除污

技术难以达到排放标准，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技术组合来实现
沼液中磷的达标处理。同时，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地球上的
磷资源有限，随着人类的不断开采和利用，磷资源越来越少，
国土资源部已将磷矿列为２０１０年后不能满足中国国民经济
发展要求的２０个矿种之一。因此，在处理沼液时，应同时考
虑磷元素回收的可行性。
作者简介周艳伟（１９７８一），男，辽宁营口人，工程师，硕士，从事水污染
防治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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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水中磷的方法主要包括生物除磷法和化学除磷法等。
２．１

生物除磷生物除磷是在污水生物处理过程中专性好

氧的聚磷菌以聚磷的形式摄取超过生长需要的磷量，磷酸盐

从液相中去除，产生的富磷污泥，通过剩余污泥排放，从而从
系统中得以去除。生物除磷工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聚磷

菌种群、工艺影响因素等的研究，以及如何提高生物除磷效
果等方面∞Ｊ。
生物除磷最佳的Ｃ／Ｐ是１００：１，而沼液Ｃ／Ｐ适宜但
ＣＯＤ／ＴＰ比较低，尤其是禽畜养殖废水厌氧消化后沼液中

１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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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Ｄ／ＴＰ仅为１０—２０，按照我国《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

高，是一种具有发展前景的、较好的磷回收方法。常见的鸟

准》（ＧＢ １８５８６—２００１）ＴＰ排放浓度不能超过８ ｍｇ／Ｌ和《污

粪石法有化学沉淀、结晶、电化学法等方法。

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２００２）中ＴＰ排放浓度不能超过

３．１．１化学沉淀法。该方法通过调节废水ｐＨ并投加Ｍｆ＋

１

源，反应生成难溶于水的鸟粪石沉淀。

ｍｇ／Ｌ的标准，生物除磷技术难以实现出水１１Ｐ达标，而且

能耗较高，因此，在实际运行中，需先通过有效的预处理技术

张妍妍¨叫研究了鸟粪石沉淀法处理养猪场沼液的氮、

去除部分磷后，再通过生物除磷技术处理达到排放标准。

磷去除效果，发现影响氮磷去除率大小的顺序依次为ｐＨ、镁

２．２化学法除磷化学法除磷主要是利用铁盐、铝盐和钙

磷摩尔比、氮磷摩尔比、反应时间和水温，在ＮＨ４＋．Ｎ浓度为

盐等与废水中的磷酸基团反应生成无晶形的磷酸盐沉淀。

４０５

铁盐是比较常用的化学除磷剂，但亚铁离子在ｐＨ为７．５

ｍｇ／Ｌ，ＰＯ≯·Ｐ浓度为５６ ｍｇ／Ｌ的实际沼液中，以ＭｇＣｌ２·

６Ｈ：Ｏ和Ｎａ２ＨＰＯ。·１２Ｈ：Ｏ为沉淀剂，在时间为１５

ｍｉｎ、ｐＨ＝

～８．５的碱性条件下不易产生沉淀，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１０，５、Ｍ∥Ｎ／Ｐ＝１：ｌ：０．９的反应条件下，氮、磷去除率分别为

２价铁盐在废水除磷中的应用。为了改善沉淀性能，常将亚

８３％和８８％，剩余氨氮的浓度为７５．６ ｍｇ／Ｌ、剩余总磷的浓度

铁盐投加到曝气沉砂池或采用同步沉淀法投加至曝气池使

为７．２ ｍｇ／Ｌ。Ｙａｎｇ等…。通过投加ＭｇＣｌ２和ＮａＨＰ０４从家禽

得亚铁离子氧化成铁离子。铝盐可以直接与废水中的磷酸

废水中回收鸟粪石沉淀来去除废水中的氨氮和磷，在反应时

盐作用，产生磷酸盐沉淀。铝盐除磷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主

间为３０ ｒａｉｎ、搅拌速度为１００ ｒ／ｍｉｎ、ｐＨ为１０．５、Ｍｇ／Ｎ／Ｐ＝

要为Ａｌ（ＯＨ），和Ａ１ＰＯ。。Ａ１（ＯＨ），对Ｐ０。。有较强的吸附

１．２：１：１的条件下，氨氮和磷酸盐的去除率分别为８９％和

能力，形成磷酸铝沉淀的反应速度也比较迅速。钙盐除磷一

８８．７％［１１］。

般通过投加石灰，废水中的磷酸盐与钙离子反应生成羟基磷
酸钙（ＨＡＰ）沉淀，反应体系的ｐＨ越高，磷的去除率越高。

Ｃａｐｄｅｖｉｅｌｌｅ等在养猪废水生化处理过程中采用鸟粪石
沉淀法同收磷的条件优化研究中得到在较低的Ｍ∥Ｃａ比

化学沉淀法除磷效率较高且稳定可靠，但药剂费用较

（２．２５：１）、高Ｎ／Ｐ比（３：１）、适中的搅拌速度（４５～９０

高，化学污泥产量大且成分复杂，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同时，

ｒ／ｍｉｎ）、较低的温度（＜２０℃）条件下，有最佳的磷回收效

除了钙盐除磷法，化学沉淀除磷无法实现磷的可持续利用，

果¨“。该试验研究结果是建立在废水中钙大量存在并且使

使得其推广应用受到一定限制¨Ｊ。

用廉价的药剂（氧化镁）的情况下。

２．３铁碳微电解技术铁碳微电解技术是在铁屑中加入惰

３．１．２结晶法。该方法是使废水中的Ｍ９２＋、ｐ０３４、ＮＨ４＋的

性碳（如石墨、焦炭、活性炭、煤等）颗粒并浸没在废水溶液

浓度积达到ＭＡＰ的溶度积，废水中的磷、氨氮以ＭＡＰ晶体

中，铁屑与炭粒接触构成一个完整的微电池回路，形成一种

形式去除和回收，得到的磷酸铵镁纯度较高。

内部电解反应的污水处理技术，它主要利用了铁的还原件、

雷蕾采用ＭＡＰ结晶法处理牛场沼液的试验验证，ｐＨ是

铁的电化学性、铁离子的絮凝吸附三者共同作用来净化

制约ＭＡＰ反应效果的最重要因子，Ｐ：ＮＨ；为１：１时，磷和氨

废水。

氮去除率均随Ｍｇ：ＮＨ，增大而升高¨”。在只调节ｐＨ和添

汤景鹏研究了多种因素对铁碳微电解技术处理猪场沼

加镁源的情况下，鸟粪石结晶反应装置对ＴＰ、ＴＮ浓度分别

液效果的影响，得到当Ｔ＝（２０土１）℃，铁／碳质量比为１：ｌ，

为７２．５３、５６８ ｍｇ／Ｌ的沼液中磷、氨氮的去除率分别在６９％

ｐＨ为３，反应时间为１２０ ｍｉｎ的去除效果最合理，此时磷的去

和２２％以上。在工艺条件为ｐＨ ９．５、Ｍｇ：Ｐ＝１．３：１、进水流

除率达到９７．２３％伸１。马焕春’９Ｉ构建了“铁碳微电解一电极

速为２ Ｌ／ｈ时，磷去除率为７２．０７％，氨氮去除率为２９．８８％。

ＳＢＢＲ”耦合新工艺处理沼液，单因素试验结果表明最佳反应

Ｕｙｓａｌ等从全规模市政污泥厌氧消化反应罐的沼液中进行

条件分别为：１５．０ ｍｌ／（ｍｉｎ·Ｌ）沼液（曝气量）、４～５（初始

氮、磷的去除和回收，当Ｍｇ：Ｐ：Ｎ＝１．５：１：１、ｐＨ为９．０时，

ｐＨ）、１：１（Ｆｅ／Ｃ），２．５ ｈ（ＨＲＴ），其ＣＯＤ、ＮＨ４＋一Ｎ、ＴＮ、ＴＰ的去

ＮＨ４一Ｎ、ＰＯｉ一一Ｐ去除率分别为８９。３５％、９５％¨“。蒋彬的研

除率分别为３７．２２％一４４．７４％、１８．４７％～３０．４２％、２０．３２％

究表明，对于磷酸盐、氨氮浓度较高的餐厨垃圾厌氧消化出

～４０．７５％、６６．０１％～８７．５６％，出水水质能够达到《畜禽养殖

水，不适宜采用诱导结晶法处理，而采用曝气吹脱结晶法处

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要求，且稳定性较好。

理．无需投加碱剂，磷回收率可达８３．９％，并可部分去除氨

３沼液磷回收技术

氮，但沉降时间应大于３０

ｒａｉｎ¨“。

３．１鸟粪石沉淀技术磷酸铵镁（ＭｇＮＨ。ＰＯ。·６Ｈ：Ｏ，

Ｇｕａｄｉｅ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型锥形插入式流化床反应

ＭＡＰ），俗称鸟粪石，在土壤湿环境中仅仅微溶于水，养分比

器（ＦＢＲＷＣ）提高了污水回收鸟粪石的效率¨…。在ＨＲＴ为

其他可溶肥的释放速率慢，是一种良好的农业缓释肥。磷酸

２

铵镁是无色斜方系晶体或白色结晶粉末。当溶液中的

磷在低浓度（１２．５ ｍｇ／Ｌ）和高浓度（１２０ ｍｇ／Ｌ）时，ＦＢＲＷＣ的

Ｍｇ“、Ｎ｝Ｅ以及Ｐｑ一，并且离子浓度积大于溶度积常数时，

磷沉淀效率分别为９３％和９８％；而无锥形流化床反应器

会发生反应，生成磷酸铵镁。

（ＦＢＲＷＯＣ）磷沉淀效率分别为７８％和８１％。在低钙浓度

Ｍ９２＋＋ＮＨ４＋＋Ｐ０；一＋６Ｈ２０－－－，ＭｇＮＨ４Ｐ０４·６Ｈ２０ Ｊ

ｈ，ｐＨ为９，Ｍｇ／Ｐ为１．２５，Ｎ／Ｐ为７．５的最佳试验条件下，

下，鸟粪石纯度较高（＞９９％）。

通过沉淀或过滤，可获得鸟粪石沉淀。由于该反应工艺

鸟粪石结晶法应用到集中型沼液的处理中，不仅可以高

简单，不仅可以回收废水中的氮、磷，而且产物可利用性较

效脱除沼液中的氮、磷，为沼液的后续生化处理提供有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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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同时又可实现对氮、磷营养元素的高值利用，具有较高的

吸附剂５０ ｇ／Ｌ沼液，吸附时间１８０ ｍｉｎ，ｐＨ为８．３时，混合吸

经济和社会价值，简便易行，应用前景广泛。获得廉价的镁

附剂对沼液中Ｐｏｉ．Ｐ去除率高达９２．４％，ＮＨ；一Ｎ去除率为

源是鸟粪石法实际应用的关键。

２０．８％［２１］。

３．１．３电化学法。电解法回收鸟粪石，电解池的阴极为惰

吸附处理可以大幅度降低沼液中磷等营养元素的含量，

性阴极，阳极可采用镁阳极或者向废水中投加一定量的

但离达标处理还有很大的差距，必须与其他工艺配合才有可

Ｍ９２＋，电解过程中，阴极附近发生电解水反应，产生Ｈ：、

能达到排放标准；另外，吸附处理非定向处理，沼液中含有的

ＯＨ一，阴极附近的ｐＨ升高，阳极附近Ｍｇ“离子产生，当废水

大量其他污染物会降低氮磷等营养元素的吸附效率，甚至会

中含有Ｎ、Ｐ时，易产生鸟粪石沉淀。该方法具有设备简单，

影响饱和吸附材料的二次土地利用，如重金属等的吸附。因

操作容易，产生的鸟粪石纯度高等优点。

此，使用吸附材料处理沼液并将富集营养元素的饱和吸附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等利用电解法处理尿液，镁板作阳极，不锈钢

料土地利用的技术路线目前还难以实现规模应用。

板为阴极，当溶镁电压大于一０．９ Ｖ，电流效率在１００％以上，

３．３生物吸收技术沼液富含氮、磷等营养元素，是藻类或

反应器运行２ ｈ左右就能处理完９５％以上的尿液，并回收到

水培植物良好的培养基。使用沼液培养藻类既能去除沼液

鸟粪石；从经济角度考虑，与传统投加氯化镁、硫酸镁等镁试

中的氮、磷等富营养化元素，又能以藻细胞生物质能的形式

剂相比，电解法处理尿液方法更具有竞争力¨７ １。

被重新利用，从而达到对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目的，降低藻

Ｋｍｋ等利用高纯度镁合金板作为阳极，从污泥上清液
中回收鸟粪石，鸟粪石的纯度受ｐＨ和电流密度的影响非常

类的生产成本，为沼液的处理提供了一条高效途径。
张国治陋１等分别采用悬浮藻和固定藻处理鸡粪厌氧消

大，当ｐＨ在７．５—９．３之间，Ｐ：Ｎ为ｌ：１．９时，鸟粪石的纯度

化液（ＮＨｆ—Ｎ

超过９０％；电流密度增加可以提高鸟粪石的纯度，而且在

类对沼液中的ＮＨ４、ＴＰ等污染成分有较高的净化效率。夏

０．０５～０．２０

Ａ的电流范围内未发现上限值；在４．０

８０—３８０ ｍｇ，／Ｌ，ＴＰ ８～２０

ｍｇ／Ｌ）。结果表明，藻

ｍｇ ｐ０３４一一

季和秋季，悬浮藻对１’Ｐ的去除率分别为７１．５％和５３．８％，固

Ｐ／（ｃｍ２·ｈ）、电流密度为４５ Ａ／ｍ２时，得到最高的Ｐ去

定藻对ｒｒＰ的去除率分别为８３．１％和６４．４％，且试验结果稳

除率‘”１。

定。夏季温度高时，对氮、磷的去除效果明显好于冬季气温

利用电解法回收鸟粪石过程巾，水垢形成往往会影响电

低时陋１。高婷等研究发现经高温灭菌的沼液中ＴＮ、ＴＰ浓度

极活性。从而影响反应进程。为此，Ｃｕｓｉｃｋ等设计了带有流

降低，对微藻生长不利，较高的ｐＨ对生长不利，而且盐度为

化床的微电池（ＭＥＣ），流化床可以产生悬浮颗粒，防止阴极

５％ｏ时，微藻呈现负增长趋势，使用１００％的沼液培养，最高

表面结垢¨…。在低电流密度（耋２ ｍＡ／ｎ１２）下，以８ ｄ为一周

ＴＰ去除率达到８０．６３％¨“。

期，利用悬浮颗粒冲刷阴极防止结垢，试验结果表明，可以去

批次培养周期长，沼液处理能力太小，远远不能满足普

除溶液中几乎等量的溶解性磷和镁，有助于形成鸟粪石

通沼气站对沼液排放的需求。高浩峰等采用半连续或连续

沉淀。

模式在经过过滤处理的沼液（ＴＮ

３．２吸附技术吸附技术是常用的污水处理技术。如果使

ｍｇ／Ｌ）中培养小球藻，结果表明在半连续培养模式（】Ｌ光生

用具有土壤改良功能的吸附材料作为吸附剂处理沼液，在达

物反应器）中，当更新率为３０％时，沼液中的Ｎ、Ｐ质量浓度

到沼液低耗处理的同时，由于富集了氮、磷等营养元素，土壤

可分别稳定在１６～１８和０．４～０．６ ｍｇ／Ｌ，达到污水二级排放

改良剂的肥效得到提高。因此，利用吸附技术达到沼液低耗

标准，而在连续培养模式（５ Ｌ光生物反应器）中，在相同更新

除磷和磷的资源化利用的目的具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

率卜，Ｎ、Ｐ的去除效率有所下降，但仍能达到排放标准；研究

沸石除了是一种水处理介质外，还是一种高效廉价的土
壤改良剂。邢赜研究了不同类型的沸石材料对养猪场沼液

２７９．３７

ｍｇ／Ｌ，ＴＰ ３１．４１

同时发现，大规模培养条件下的光限制是微藻法减排沼液的
主要制约因素。２“。

中磷的吸附性能，以及吸附饱和后的沸石材料作为肥料兼土

研究表明，球藻对沼液中的氮、磷等有很好吸收效果，但

壤改良剂直接投加土壤中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

同时藻类对许多重金属也具有较强的生物富集能力，重金属

投加量为１０ ｇ沸石／１００ ｍｌ时，不同沸石材料对养猪场沼液

的存在将影响藻细胞的经济性开发。因此，要实现球藻处理

磷去除率最高可以达到４８．６３％。适当地增加沸石柱层高度

沼液并以藻细胞的形式回收利用沼液氮、磷等营养元素的工

和沼液浓度、适量地减小进水流量都能够有效地提高沸石吸

程应用，应对球藻富集沼液中重金属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附容量和利用率，可以提高处理工艺的效率和经济性’加ｏ。

４小结

随后，通过盆栽试验，考察沸石吸附沼液后的产物对土壤一

沼液中磷含量较高，若直接排放则会造成环境严重污

冬小麦系统的影响，发现沼液饱和吸附沸石材料＋部分化肥

染，若环保达标处理则会费用高昂，若直接利用则需大量消

对土壤一植物系统产生了较明显的良性影响，土壤总磷含量

纳面积。所以，理想的沼液处理方式是将沼液低耗处理与附

增加，但与仅施化肥时的差异并不明显。

加利用相结合，在寻求低成本回收有用成分的同时，可以减

刘春力以稻壳一粉煤灰为混合吸附剂对沼液中氮、磷的

轻沼液的后续处理工艺压力。

吸附性能进行研究，在沼液中ＰＯ：一Ｐ、ＮＨｆ—Ｎ初始浓度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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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原料的形式进入市场，将畜禽经过深加工再投人市场，增

牛、山羊、兔、鹅等食草畜禽，建成规模化的沿海畜牧业养殖

加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

业基地。在发展沿海畜牧业的过程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

２．２．２大力发展滩涂旅游。盐城拥有丹顶鹤和麇鹿珍禽走

指导，进行科学的规划，合理充分地利用沿海滩涂的土地资

兽自然风景保护区，另外还有灌河口鲸鱼回游点、中华鳃暂

源，并且在养殖过程中实行科学养殖，将现代的养殖技术运用

养区以及大丰港等景点，同时去往这些景点有建成的沿海等

到实践中去。另外还可以在种植畜草的同时，间隔种植树木，

级公路，交通便捷。盐城沿海滩涂形成集观光购物、休闲度

形成林牧、林草立体发展的格局，最终形成空中有林、地上有

假、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旅游产业带，并且还发展了配套的

畜、地表有草的“三位一体”的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式。

旅游产业，比如以海产品为主的旅游休闲食品产业，如海苔、

２．２非农利用模式

紫菜卷、鱼干等等，另外还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

２．２．１建立沿海工业园区。围绕开发利用港口、沿海滩涂

品的生产，以及盐城沿海特色的民俗风情等等，使得盐城沿

以及海洋资源，大力发展沿海工业，比如重点发展沿海风力

海滩涂地区的旅游业逐渐开始兴起，成为盐城沿海滩涂资源

发电、盐化工等基础的有着地理资源优势的沿海工业。在发

开发利用的主要的非农形式。

展盐业、海产品等传统的沿海工业的基础上，积极开发医药、

综合上述，笔者结合盐城沿海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现

海洋化工等新兴产业，提高沿海工业园区的竞争力，给沿海

状，并在盐城市沿海滩涂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总战略的指导

工业注入新的血液与提供新的强大的动力。另外，为提高农

下，提出上述两大类６个不同的沿海滩涂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产品的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必须挖掘提高农产品的附加

模式。

值，所以必须建立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经实践证明，通过加

参考文献

工的农产品，其市场价值是初级农产品的７倍左右，并且农

［１］赵坚．策应江苏沿海开发战略实现盐城滩涂利用新突破［Ｊ］．管理学
刊，２００９（６）：２９—３１．
［２ ３朱明君．我国滩涂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研究［Ｊ］．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００，
１４（２）１８一１２．
［３］张建功．盐城市沿海滩涂开发战略研究［Ｄ］．南京：南京林业大学，

产品加工企业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龙头，是连接农业生产者
和市场的纽带。所以建立一批技术含量高、颇具规模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对于提高沿海滩涂农产品的竞争力来说，是大势

所趋。同理，还应该建立畜禽等深加工仓业，改变畜禽以初

万方数据

２００６：１２一１８．

沼液中磷的去除与回收技术研究进展
作者：
作者单位：
刊名：
英文刊名：
年，卷(期)：

周艳伟， 易莹， 谢乔光， 孔伟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510300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4(30)

引用本文格式：周艳伟.易莹.谢乔光.孔伟 沼液中磷的去除与回收技术研究进展[期刊论文]-安徽农业科学 201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