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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便沼液絮凝预处理及ＭＡＰ法磷回收技术
马泉智１’２，向连城１，宋永会ｈ，冯传平２，钱锋１
１．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城市水环境科技创新基地，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２．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分别选用无机絮凝剂聚合氯化铝（ＰＡＣ）、硫酸铁（Ｆｅ：（ｓｏ。），］，有机絮凝剂非离子聚丙烯酰胺（ＰＡＭ）、阴
离子聚丙烯酰胺（ＡＰＡＭ）、阳离子聚丙烯酰胺（ＣＰＡＭ）对畜禽粪便沼液进行预处理，考察各物质投加量对悬浮物
（ｓｓ）的去除效果。结果表明，ＣＰＡＭ对ｓｓ的去除效果最好，当沼液中的ｓｓ浓度为１３

５００

ｍｇ／Ｌ时，投加１．０２

ｇ／Ｌ

（２１０ ｍＥ）的ＣＰＡＭ絮凝后，沼液中的ｓｓ浓度降为１４８ ｍｇ／Ｌ，ＳＳ去除率达９８．９％。对絮凝后的水样（ＰＯ。３‘．Ｐ浓度
为３５ ｍｇ／Ｌ左右）进行磷酸铵镁（ＭＡＰ）结晶处理，结果发现，当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１：ｌ，ｐＨ为９．５时ＰＯ。”．Ｐ去除率
最高；而当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１．５～２：１，ｐＨ为１０．０时Ｐ０４”·Ｐ去除率最高。扫描电镜（ＳＥＭ）和ｘ一射线衍射
（ＸＲＤ）分析表明，结晶产物为ＭＡＰ。
关键词：畜禽粪便沼液；絮凝；磷回收；磷酸铵镁（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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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泉智等：畜禽粪便沼液絮凝预处理及ＭＡＰ法磷回收技术

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迅猛，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笔者分别用无机和有机絮凝剂预处理去除畜禽

程度越来越大，畜禽养殖业大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

粪便沼液中的ｓＳ，考察不同絮凝剂及不同药剂投加

染问题日益严重…。未经处理的畜禽粪便和废水

量对ｓｓ的去除效果。选取去除效果较好的水样用

直接排入环境，会对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空气造

ＭＡＰ进行磷回收试验，考察ｐＨ和Ｍｇ与Ｐ摩尔比

成严重的污染，特别是粪便中的氮、磷会造成水体的

的影响，并利用扫描电镜（ＳＥＭ）和ｘ一射线衍射

富营养化。目前养殖废水普遍采用的处理技术为厌

（ＸＲＤ）对回收产物进行了表征，以期为畜禽养殖废

氧发酵产沼气处理工艺，畜禽粪便经过厌氧发酵后

水的处理及其营养物的资源化探索简便易行的技术

仍然含高浓度有机污染物心］、氨氮和磷阳］。

途径。

磷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一
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目前，磷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从
生产和生活各环节中实现磷的再循环，已成为资源

１材料和方法
１．１设备与药剂

与环境管理方面的热点研究课题【４Ｊ。如果将污水

试验仪器和设备：ＺＲ４—６混凝试验搅拌机（深

中磷的去除与回收同时考虑，那么磷的去除可以用

圳中润水工业技术发展有限公司）；ＵＶ一６１００分光

回收目标产物的方式予以实现∞Ｊ。目前，磷回收的

光度计（上海元析仪器有限公司）；ＳＴＡＲＴＥＲ３Ｃ

主要工艺是磷酸铵镁（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

计（美国奥豪斯ＯＨＡＵＳ）；ＪＳＭ一６３３０ＬＶ扫描电镜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ＭＡＰ）和羟基磷灰石（ｈｙｄｒｏｘｙｌａｐａｔｉｔｅ，

（日本电子株式会社）；ＤＭＡＸ—ＲＢ １２ＫＷ旋转阳极

ＨＡＰ）沉淀结晶工艺旧ｏ，该工艺被认为是最具前景
的磷回收途径¨ｏ。ＭＡＰ法的基本原理是溶液中

ｘ一射线衍射仪（日本Ｒｉｇａｋｕ公司）；ＧＺＸ一
９０３０ＭＢＥ数显鼓风干燥机（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

Ｍｇ“、ＮＨ：、ＰＯ。卜的浓度积大于溶度积常数（Ｋ。，）

司）；ＪＪ一１精密增力电动搅拌器（宏华仪器厂）。

时。会自发形成沉淀，实现ＮＨｆ—Ｎ和Ｐ０４３。一Ｐ的同
时去除和回收¨１。

ｐＨ

主要试剂：非离子聚丙烯酰胺（ＰＡＭ，国药集

团）、阴离子聚丙烯酰胺（ＡＰＡＭ，北京康普汇维科技

目前国内夕ｔ－ｘ寸于ＭＡＰ法回收磷的研究较多，

有限公司）、阳离子聚丙烯酰胺（ＣＰＡＭ，北京康普汇

Ｓｕｚｕｋｉ等一１设计了一套中试结晶反应器和收集装置

维科技有限公司）、聚合氯化铝（ＰＡＣ）、硫酸铁

用于回收猪场废水中的磷；Ｈｉｒａｓａｗａ等¨圳研究了流

（隅）。

化床结晶反应器中ＭＡＰ的结晶现象；董滨等¨¨对

ＰＡＣ［［Ａｌ。（ＯＨ）。（Ｈ：Ｏ），］·Ｃ１３。一。（ｎ≤３ｍ）］是

猪场污水膜生物反应器出水进行了ＭＡＰ结晶试验；

一种无机高分子絮凝剂，使用成本低，絮体形成快，

邹安华等¨引用污水处理厂回流液进行ＭＡＰ沉淀试

沉淀性能好。ＦＳ也是常用的无机絮凝剂，其溶于水

验，研究化学沉淀法回收ＭＡＰ的适宜条件。

后生成水合离子，通过一系列水解反应，最终生成难

畜禽粪便沼液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ｓｓ），较高
的ｓｓ浓度可能会影响ＭＡＰ的结晶沉淀速度，降低

溶沉淀物吸附悬浮物，共同沉淀。
１．２分析方法

回收率，并且影响回收产物的纯度¨３｜，使生成的结

ＮＨ４一Ｎ浓度采用纳氏试剂光度法测定，

晶产物与悬浮物结合在一起，难以分离。因此要想

ＰＯ。卜一Ｐ浓度采用钼锑抗分光光度法测定，Ｍ９２＋和

从畜禽粪便沼液中回收磷，必须要进行预处理去除

Ｃａ２＋浓度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测定，ＳＳ浓度采用重

畜禽粪便沼液中的悬浮物。物理化学絮凝沉淀是一

量法测定¨５｜。

种较为有效且成本较低的预处理方法¨引。絮凝剂

１．３试验方法

可分为有机、无机、复合和微生物絮凝剂四类。有机

试验用水取自辽宁某畜禽养殖沼气工程的发酵

絮凝剂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聚丙烯酰胺，其分为非离

沼液回流液，该厂所用发酵工艺为升流式固体厌氧

子型、阳离子型、阴离子型和两性型四类；无机絮凝

反应器（ＵＳＲ），发酵用的粪便主要是牛粪和鸡粪的

剂可分为低分子絮凝剂和高分子絮凝剂，常用的有

混合物，产生的畜禽粪便沼液水质指标见表１。

铁盐类和铝盐类。

１．３．１聚丙烯酰胺溶液的制备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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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一１４ ２５０

１５ ０００—２９ ５００

７０一１９０

ｌＯ一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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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３９０

１８０—５５０

２ ５００—３ ６００

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５００

注：ｐＨ无单位。

称取一定量的聚丙烯酰胺（ＡＰＡＭ和ＰＡＭ为ｌ

从图１可以看出，ＰＡＣ和ＦＳ对ｓｓ的去除基本

ｇ，ＣＰＡＭ为２ ｇ），加入到８００ ｍＬ蒸馏水中，２５０

没有效果，最大去除率不到１０％。可能是这两种絮

ｒ／ｍｉｎ搅拌３０ ｍｉｎ，定容到１

凝剂在目前的投加量下电中和作用较弱［Ｉ

Ｌ。

１．３．２絮凝试验

ｍｉｎ，４０

由于ＡＰＡＭ和ＰＡＭ分子量较大，黏度较大，故

ｒ／ｍｉｎ慢速搅拌１０ ｍｉｎ，静

ＡＰＡＭ和ＰＡＭ配比浓度标准定为０．１％，而ＣＰＡＭ

置１５ ｍｉｎ；有机絮凝剂为４００ ｒ／ｍｉｎ高速搅拌３０

ｒ／ｍｉｎ中速搅拌２

静置１５

ｍｉｎ［１

２．１．２有机絮凝剂对ＳＳ的去除

ｍｉｎ，２００

拌，无机絮凝剂为４００ ｒ／ｍｉｎ高速搅拌２

２００

９Ｉ，絮凝

作用不明显。

取２００ ｍＬ水样，加入一定量的絮凝剂，混凝搅

ｒ／ｍｉｎ中速搅拌５

８。１

ｍｉｎ，４０

ｒ／ｍｉｎ慢速搅拌５

ｓ，

ｍｉｎ，

６｜。取上清液测定ｓＳ浓度。

ＭＡＰ结晶试验
取３ Ｌ絮凝后的水样于５ Ｌ水桶中，测定其

１．３．３

较ＡＰＡＭ分子量低，因而黏度也较小，故ＣＰＡＭ配
比浓度标准定为０．２％。各水样中分别加入０．１％
的ＰＡＭ、０．１％的ＡＰＡＭ和０．２％的ＣＰＡＭ，投加量
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５０ ｍＬ，试验结果如图２和图３
所示。

ＰＯ。卜．Ｐ浓度。按照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１：１、１．５：１和

２：１投加ＭｇＣｌ２·６Ｈ２０，用１０ ｍｏｌ／Ｌ的ＮａＯＨ溶液分
别调节ｐＨ为９．０、９．５和１０．０，定速搅拌１ ｈ，静置
１ ｈ ＥｌＴ］。取上清液测定ＰＯ。卜．Ｐ浓度。收集到的晶

皂

体用蒸馏水洗净后，在４０℃下烘干２４ ｈ，用ＳＥＭ和

世

ｇ

￥
爱

ＸＲＤ分析晶体形态和成分。

器
憧
爨
聚

２结果与讨论
２．１畜禽粪便沼液絮凝试验
２．１．１无机絮凝剂对ＳＳ的去除
分别考察了ＰＡＣ和ＦＳ投加量对ＳＳ的去除效

絮凝剂投加量／ｍＬ

果，结果如图１所示。
图２
Ｆｉｇ．２

ＰＡｂｌ和ＡＰＡｌＶｌ对滔液鼹的去除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Ｍ ａｎｄ ＡＰＡＭ

Ｏｉｌ

Ｓ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从图２可以看出，ＳＳ去除率随着ＰＡＭ和ＡＰＡＭ

总

星

投加量的增加略有下降，并且ＰＡＭ和ＡＰＡＭ对Ｓｓ

魁
疑

的去除效果较差，最大去除率均低于５０％。从图３
可以看出，ＣＰＡＭ对ＳＳ的去除效果较好，当ＣＰＡＭ

器
妲
爨
鞴

投加量为２００ ｍＬ时，ｓＳ去除率达９８．８％。原因是
畜禽粪便沼液中胶体带负电，ＣＰＡＭ能中和颗粒的
负电荷，使颗粒脱稳，因此处理效果较好ⅢＪ。投加
ＣＰＡＭ絮凝后的水样呈暗黄色，形成了大的团状絮
体。在ＣＰＡＭ投加量为２００ ｍＬ时ＳＳ去除率最高，
图１无机絮凝剂对沼液豁的去除
Ｆｉｇ．１

万方数据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ｎｔｓ

ＯＨ

Ｓ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继续增加投加量，去除率反而有所下降，其可能是由
于投加过量导致“再稳”现象发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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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后续的结晶试验，因此ＣＰＡＭ最佳投加量在
２１０

ｍＬ左右。

总
ｇ

１００

￥
倒
蛏

８０

甥

香

也
爨
躐

６０委

蕃

凿

誊

４０翟
∞

爨
麟

图３
Ｆｉｇ．３

２０

咖啪咖枷帅抛∞加咖∞ ∞鲫伽加瑚∞。ｏ

ＣＰＡＭ对沼液豁的去除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ＰＡＭ

ｏｎ

０
１６０

１７０

１９０

２００

２１０

２２０

２３０

２４０

絮凝剂投加量／ｍＬ

Ｓ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图４

分别向水样中投加不同量的ＣＰＡＭ（１６０、１７０、
１８０、１９０、２００、２１０、２２０、２３０、２４０

１８０

Ｆｉｇ．４

ＣＰＡＭ最佳投加量的确定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 ＣＰＡＭ

ｍＬ）确定最佳投加

量，结果如图４所示。由图４可以看出，ＣＰＡＭ投加

２．２絮凝后水样的ＭＡＰ结晶试验

量为２１０ ｍＬ时，ｓｓ浓度为１４８ ｍｇ／Ｌ，去除率达

絮凝后水样水质指标测试结果如表２所示。从

９８．９％，此时继续增大投加量，对ＳＳ去除影响不明

表２可知，絮凝后ＰＯ。卜．Ｐ浓度为３７．５ ｍｇ／Ｌ，可以

显，而且过量的絮凝剂会造成絮凝后水样黏度变大，

进行磷回收试验，Ｍ９２＋浓度则较少，需要投加镁盐。

表２絮凝后水样水质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ｌｏｃｅ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ｇ／Ｌ

注：ｐＨ无单位。

２．２．１

絮凝预处理对ＭＡＰ反应的影响

在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２：ｌ，反应时间为３０
搅拌速度为２５０

ｒ／ｍｉｎ，１

ｍｉｎ，

Ｌ水样条件下，研究不同ｐＨ

下原水（ＰＯ。卜一Ｐ浓度为８０ ｍｇ／Ｌ）和絮凝后（ＰＯ。卜一Ｐ
浓度为３５ ｍｇ／Ｌ）的ＭＡＰ反应，结果如图５所示。

譬

莲

吾
誊

槲
畿
们
哗

＾

从图５可以看出，在ｐＨ为８．０时，原水和絮凝

誊

后水样的ＰＯ。３‘一Ｐ去除率均较低。对于原水水样，

饕

ｎ●

２

随着ｐＨ升高，ＰＯ。３。．Ｐ去除率逐渐增加，当ｐＨ为
９．５时，ＰＯ。卜－Ｐ去除率最高，为４３．７％，继续提升
ｐＨ到１０．Ｏ，去除率反而下降；对于絮凝后水样，ｐＨ
为１０．０时，ＰＯ。卜－Ｐ去除率最高，达８１．４％。由此
可见，对于原水和絮凝后的水样，ＭＡＰ的最佳反应
ｐＨ不同，絮凝后水样的ＭＡＰ反应效率更高，可见

图５不同ｐＨ下原水和絮凝后水样ＭＡＰ反应对比
Ｆｉｇ．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Ａ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ｗ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ｃｅ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

ｓＳ的去除明显提高了ＭＡＰ反应效率。
２．２．２

Ｍｇ与Ｐ摩尔比和ｐＨ对絮凝处理后水样
ＭＡＰ反应的影响

万方数据

ｐＨ是控制ＭＡＰ形成的重要参数，不仅影响
ＭＡＰ的产生量，也影响其成分‘２２１。除ｐＨ外，镁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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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量是ＭＡＰ结晶的另一个关键参数，但是并不是

难以确定沉淀物中ＭＡＰ的确切浓度‘２７ｌ。废水中的

镁盐用量越高越好，过量的沉淀剂会浪费药剂旧１。

Ｃａ２＋以及ｐＨ和Ｍｇ与Ｐ摩尔比对结晶产物的晶形

采用氯化镁作为沉淀剂，分别考察了Ｍｇ与Ｐ摩尔

和纯度影响不大。此外，ＭＡＰ的纯度受初始ＮＨｏＮ

比为１：ｌ、１．５：１和２：ｌ，ｐＨ在９．０、９．５和１０．０条件

浓度的影响，纯度随反应后溶液中剩余ＮＨ４一Ｎ浓

下的结晶反应情况（图６）。相对于ＰＯ。３。一Ｐ浓度而

度的增加而提高‘冽。

言，由于ＮＨ４＋一Ｎ浓度的过量，Ｍ９２＋成为制约反应进

程的控制元素Ⅲ】。絮凝后水样的初始ＰＯ。３。一Ｐ浓
度在３５ ｍｇ／Ｌ左右，ＭＡＰ反应期间ｐＨ基本保持稳
定，这是因为水样中碱度较高，起到了很好的缓冲
作用。

鋈
褂

凿
犏
年
＾

占

（ａ）结晶产物扫描电镜照片

ａ＿

图６
Ｆｉｇ．６

Ｍｇ与Ｐ摩尔比和ｐＨ对ＭＡＰ反应效率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ｇ：Ｐ ａｎｄ ｐＨ

ｏｎ

枷
．Ｉ“卜ｌＪＪｎ一～一…一．Ｍ弩攀２州１７０脓’．

ｔｈｅ ＭＡＰ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

从图６可以看出，ｐＨ相同时，随着Ｍｇ盐投加
量的增加，ＰＯ。３。．Ｐ去除率逐渐升高，当Ｍｇ与Ｐ摩

Ｏ

尔比从１．５：１增加到２：ｌ时，ＰＯ。３。－Ｐ去除率提高不

』Ｊ“以龇ＪＩ～一ｕＡ一．一一．

Ｊ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５ＩＯ

ｌＩ）０

２８／（ｏ）

明显，说明ＰＯ。３。一Ｐ浓度逐渐成为制约ＭＡＰ结晶的

（ｂ）结晶产物与标准谱图的ＸＲＤ对照

限制因素，再投加Ｍｇ盐对提高废水中磷的去除意

图７絮凝处理后ＭＡＰ法回收结晶产物

义不大ⅢＪ。在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ｌ：ｌ条件下，ｐＨ为
Ｆｉｇ．７

９．５时ＰＯ。３。．Ｐ去除率最高，为７８％；而在Ｍｇ与Ｐ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ｂｙ ＭＡ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ｆｔｅｒ
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摩尔比为１．５：１和２：ｌ，ｐＨ为１０．０时，ＰＯ。３。一Ｐ去除
率最高，分别为８６．６％和９１．９％。可见不同Ｍｇ与
Ｐ摩尔比下，ＭＡＰ最佳反应ｐＨ也不相同。
２．２．３结晶产物的表征分析

３

结论
（１）投加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可以有效去除畜禽

在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１．５：ｌ，ｐＨ为９．５条件下

粪便沼液中的悬浮物，当投加量为１．０２ ｇ／Ｌ，ＳＳ浓

（其他反应条件下结晶产物的ＳＥＭ和ＸＲＤ分析结

度降为１４８ ｍｇ／Ｌ，去除率达９８．９％，但药剂投加量

果与该反应条件下的分析结果无明显差异），对

较大。

ＭＡＰ结晶产物进行了ＳＥＭ和ＸＲＤ表征（图７）。由

（２）絮凝后的水样ＰＯ。３。．Ｐ浓度在３５ ｍｇ／Ｌ左

图７（ａ）可以看出，晶体大小不一，大部分呈斜方晶

右，可以进行磷回收，在Ｍｇ与Ｐ摩尔比为１：１、１．５：１

状，与Ｐａｒｓｏｎｓ等Ⅲ１的研究结果（ＭＡＰ晶体属于斜

和２：１，ｐＨ为９．０、９．５和１０．０条件下，均可发生

方晶系）相同。从图７（ｂ）可以看出，晶体的衍射谱
图和标准谱图基本吻合，可知该晶体主要成分为

ＭＡＰ反应，随着Ｍｇ与Ｐ摩尔比和ｐＨ增加，
ＰＯ。扎．Ｐ去除率越高，ＳＥＭ和ＸＲＤ分析表明，结晶产

ＭＡＰ，但由于废水成分复杂，沉淀物成分也较复杂，

物主要为Ｍ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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