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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有机物对混凝过程和余铝的影响

刘艳静1，2 徐 慧2 朱利军2 王东升2* 段晋明1 蒋云钟3

(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西安 710055; 2.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

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5;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44)

摘 要 为了考察不同有机物对混凝过程的影响，针对腐殖酸 ( HA) 和牛血清蛋白 ( BSA) 2 种有机物，研究了其在不同
有机物含量( 以 DOC 计) ，不同混凝剂( 氯化铝( AlCl3 ) 、聚铝十三( Al13 ) ) ，不同 pH 值条件下混凝实验沉后水的总铝( TA) 、总
溶铝( TDA) 以及不同混凝条件下形成的絮体情况，结果表明，不同有机物对沉后水中的余铝含量有重要的影响，在相同的混
凝条件下腐殖酸体系产生较高的余铝。当使用 AlCl3 做混凝剂时，对腐殖酸和蛋白质体系而言，沉后水余铝浓度均随 DOC 含
量的升高而上升; 而使用 Al13作为混凝剂时，腐殖酸体系的混凝沉后水中的余铝随有机物含量的升高而升高。当 pH 值高于
7. 0，DOC 浓度高于 4. 0 mg /L 时，总溶铝占总铝的比例达到 90%以上，此时 pH 值对溶解态余铝的含量无明显的影响。腐殖酸
和蛋白质的混合体系与其任一单独体系相比，混凝过程中会形成具有较大强度因子和恢复因子的絮体，且混合比接近 1∶ 1 时，
混凝出水总溶铝达到最低。絮体的破碎与再生长受搅拌强度的影响较大，当破碎强度提高到 100 r /min 以上时，絮体粒径出
现明显的下降。相比而言，AlCl3 形成的絮体拥有更大的强度因子，而 Al13形成的絮体拥有更大的恢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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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s on the coagulation process，the resid-
ual Al produced in HA or BSA solution and flocs formed under different coagulation conditions were studied. Ｒe-
sults indicated that different organic matter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residual Al，and there would be more residual
Al in HA solution under the same DOC concentration and solution pH.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idual Al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DOC using AlCl3 as coagulant in BSA and HA solution. When Al13 was used as
coagulant，the concentration of total residu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residual Al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the con-
centration of HA. When the solution pH was larger than 7. 0 ( the concentration of DOC larger than 4. 0 mg /L) ，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dissolved residual Al was larger than 90%，and solution pH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o-
tal dissolved residual Al. When there were BSA molecules in the HA solution，the strength factor and the recovery
factor of the flocs would become larger. The concentration of residual Al would reach the lowest point when the radio
of HA/BSA was close to 1∶ 1． It was found that floc breakage and regrowth were intensely affected by stirring rate.
When the stirring rate increased to 100 r /min and above，a significant drop in floc size could be observed immediate-
ly. The flocs formed by AlCl3 had larger strength factor，and the flocs formed by Al13 had larger recover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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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是水处理过程的重要步骤，在水厂中得到

广泛的应用［1-3］。目前水厂常用的水处理工艺一般

包括混凝、沉淀、过滤、消毒，混凝作为常规水处理的

第一道工序，主要是通过投加混凝剂，利用电中和、
吸附架桥和网捕卷扫作用将污染物聚集成大的颗粒

态或胶体态的物质，从而通过后续工艺去除。
余铝对人民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的影响［4，5］，

目前我国的水质标准中要求余铝含量低于 0. 2 mg /

L。铝在生物体内的富集浓度超过某一数值时，将

会引起生物体病变。铝在大脑内还会与蛋白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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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导致痴呆。铝在体内的存在还会影响部分酶

的活性使人体某方面的功能紊乱。pH 值对混凝过

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影响铝盐混凝剂的水解

程度，从而影响混凝剂的混凝效能［6，7］。
混凝剂的加入是造成水厂余铝超标的主要因

素，水体 pH 值直接影响混凝剂的铝形态分布，从而

影响混凝效果。目前水厂余铝控制的方法，包括调

节 pH 值，加沙工艺等。郭婷婷等［8］针对高碱度水

库水源的某水厂余铝超标问题，选取碱化度不同的

3 种铝盐絮凝剂，研究不同投量与 pH 值下混凝效果

与残留铝浓度水平。王志红等［9］研究了在处理流

程中水温、pH 值对残余铝的影响。提出残余铝随水

温升高呈增加趋势，最佳 pH 值随水温的增加而降

低。蒋绍阶等［10］通过净水中铝危害和控制的研究，

提出可通过控制铝盐混凝剂的 pH、降低浊度等方法

降低出水残留铝含量。
本文针对不同有机物的混凝过程，探讨不同组分

的有机物在不同的混凝条件下混凝余铝情况以及混

凝过程中絮体情况，以期为水厂控制余铝提供指导。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仪器

六联搅拌仪( 梅宇仪器有限公司) 用来进行混

凝烧杯实验; DOC 测定仪( Shimadzu Co. ，Japan) 用

来标定所配有机物储备液的 DOC 含量; 分光光度计

( UV-vis 2910，Hitachi) 用来测量混凝剂中铝形态;

马尔文激光粒度仪( Mastersizer 2000 ) ［11］用来测量

混凝过程中的絮体粒径。
1. 2 实验所用混凝剂与铝形态的分布

实验所用混凝剂中铝形态采用 Ferron 比色法

进行测定［12］: 取 5. 5 mL Ferron 比色液加到 25 mL
比色管中，采用去离子水定容至 25 mL，然后加入一

定量( 微升级) 的待测液，迅速摇匀并计时，将盛有

样品的比色皿置于分光光度计中进行自动扫描，扫

描区间为混合反应后 30 s 到 2 h，扫描波长 366 nm。
取一定量 AlCl3 固体于烧杯中，加入定量蒸馏

水，配制成 AlCl3 溶液。取一定量的 AlCl3 溶液在搅

拌下缓慢加入碳酸钠粉末至预定碱化度，静置熟化

24 h，得到 PACl( 聚合氯化铝) 。与等体积、相同浓度

的硫酸钠溶液混合反应 24 h，用滤纸进行过滤，将沉

淀用去离子水冲洗若干次后转入 25. 0 mL 比色管中，

按一定比例与适宜浓度的硝酸钡混合，超声反应4. 0 h
后离心分离，得到本次实验所用 Al13 ( 聚铝十三) 。

利用 Ferron 比色法对实验所用混凝剂进行铝

形态分析，Ala 指的是混凝剂与 Ferron 试剂在 1 min
内发生反应的铝形态部分，主要为单体铝; Alb 混凝

剂与 Ferron 试剂在 1 ～ 120 min 内发生反应的铝形

态部分，主要为低聚态和中聚态的铝; Alc 指混凝剂

与 Ferron 试剂在 120 min 内仍不能反应的铝形态部

分，主要为高聚态的铝［2］。实验结果见表 1。

表 1 混凝剂中铝形态

Table 1 Al species in coagulants ( % )

成 分 Ala Alb Alc
AlCl3 94. 85 2. 59 2. 56
Al13 3. 18 94. 83 1. 99

从表 1 的数据可以看出，混凝剂含有不同的成

分组 成，AlCl3 主 要 成 分 是 单 体 态 铝，即 Ala
( 94. 85% ) ，Al13的主要成分是 Alb ( 94. 83% ) 。
1. 3 混凝实验程序

本实验采用 500 mL 烧杯，烧杯内径 90 mm，杯

身高 122 mm。实验过程见表 2，经过 0. 5 min 的快

速搅拌之后，加入所需的混凝剂。
本混凝实验均设 3 组平行样，最终取平均值。

表 2 混凝实验程序

Table 2 Program of coagulation experiment
程 序 1 2 3 4

转速( r /min) 250 200 40 0

时间( min) 0. 5 1. 5 10. 0 30. 0

1. 4 有机物储备液的配制

腐殖酸储备液［13］的配制: 取一定量的腐殖酸固

体加入 0. 01 mol /L 的 NaOH 溶液中，搅拌 24 h 过

0. 45 μm 滤膜后标定 DOC 后使用。
蛋白质储备液的配制: 取一定量的蛋白质固体

加入去离子水中，搅拌 24 h 过 0. 45 μm 滤膜后标定

DOC 后使用。
1. 5 絮体破碎与恢复实验

本实验混凝的过程在 500 mL 的烧杯中进行，烧

杯尺寸同 1. 3。经过 10 min 慢搅结束后，提高搅拌

速度到 50、100、150、200 和 500 r /min 进行 5. 0 min
的破碎，破碎后再经过 10 min 的 40 r /min 的慢搅进

行恢复，利用马尔文激光粒度仪测定混凝过程中的

絮体粒径。根据先前的研究［14，15］测定絮体的强度

因子( F1 ) 、恢复因子( F2 ) ，其公式如下:

F1 =
d2

d1
× 100%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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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
d3 － d2

d1 － d2
× 100% ( 2)

式中: d1 为絮体破碎前絮体尺寸; d2 为搅拌下絮体

破碎时的絮体尺寸; d3 为絮体破碎后重新絮凝后絮

体尺寸。

2 实验结果与讨论

2. 1 混凝剂 AlCl3 投加量为 0. 02 mmol /L 时，不

同有机物及 DOC 含量对总铝与总溶铝的影响

混凝水样由储备液稀释到不同 DOC 含量( 2. 0、
3. 0、4. 0 和 5. 0 mg /L) ，加入 5. 0 mmol /L NaNO3 和

4 mmol /L NaHCO3 提供离子强度和碱度，经过混凝

实试后测定腐殖酸体系总铝( HA-TA) 、腐殖酸体系

总溶铝( HA-TDA) 、蛋白质体系总铝( BSA-TA) 和蛋

白质体系总溶铝( BSA-TDA) ，结果见图 1。

图 1 不同 DOC 浓度、不同 pH 条件下总铝与总溶铝

Fig. 1 Tot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Al under different
DOC concentrations and solution pH

从图 1( A) 与图 1( B) 可以看出，在腐殖酸体系

中，在相同 pH 条件下沉后水余铝含量随着 DOC 含

量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DOC 为 2. 0 mg /L
时，出水总铝在 pH 值为 6. 0 时达到最低。pH 值主

要影响混凝剂中的铝形态［11］，在 pH 为中性或偏碱

性时，混凝剂主要是以 Alb 或者 Al( OH) －
4 的形态存

在，且腐殖酸受 pH 值的影响—COOH 官能团水解

增加，—COOH 官能团水解形成的—COO － 与 Al 的

络合随 DOC 含 量 的 增 加 而 增 加。当 pH 为 4. 0、
5. 0、6. 0 时，混凝剂主要是以 Al3 + 的形式存在，虽然

此时腐殖酸中—COOH 的水解受到抑制，但是其与

混凝剂的络合仍然造成总铝随 DOC 浓度的增加而

增加。在溶解态的余铝中，腐殖酸与铝的络合作用

是造成余铝的主要因素。在 DOC 含量为 3. 0、4. 0、
5. 0 mg /L 时，溶解态余铝在 pH = 5. 0 时达到最低，

在 DOC 含量为 2. 0 mg /L 时，溶解态余铝在 pH =
6. 0 时达到最低。由图 1 ( C) 和图 1 ( D) 可以发现，

相对于腐殖酸体系，在相同 pH 条件下蛋白质体系

中的总铝含量随 DOC 含量增加的变化不明显，说明

蛋白质对余铝的影响较腐殖酸小。不同形态的铝均

在 pH =6. 0 时达到最低，当 pH 值过高和过低均会

造成余铝含量的升高。当 pH 值处于偏酸性( pH =
4. 0，pH =5. 0) 条件下，蛋白质体系总铝与总溶铝

均在 DOC 为 3. 0 mg /L 时达到最低，分析原因在于

当 DOC 含量为 2. 0 mg /L，水中含有的颗粒态物质

含量过低，颗粒接触、碰撞的几率低，不利于颗粒碰

撞沉降。溶解态铝占总铝的比例随 pH 值的升高、
DOC 含量的升高而上升，说明有机物和溶液 pH 值

均对余铝具有重要的影响。
2. 2 混凝剂 Al13 投加量为 0. 02 mmol /L 时，不同

有机物及 DOC 含量对总铝与总溶铝的影响

本部分实验的水样与 2. 1 相同，选择 Al13 作为

混凝剂，经过混凝实验后测定不同体系的总铝与总

溶铝，结果见图 2。

图 2 不同 DOC 浓度、不同 pH 条件下总铝与总溶铝

Fig. 2 Tot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Al under different DOC
concentrations and solution pH

从图 2( A) 和 2( B) 可以看出，总铝和总溶铝均

随着腐殖酸浓度的升高而升高，说明腐殖酸浓度对

混凝余铝的影响不会因混凝剂中铝形态的改变而改

变。同样，当 pH 值 高 于 7. 0，DOC 浓 度 高 于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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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L 时，总溶铝占总铝的比例达到 90% 以上，pH
值对溶解态余铝的含量无明显的影响。当 pH =
6. 0，DOC 为 3. 0 mg /L 时，总铝含量达到最低。对

于蛋白质体系，各个 DOC 浓度条件下，余铝均在 pH
=6. 0 或 7. 0 时达到最低。在偏酸性条件下( pH =
4. 0，5. 0，6. 0) 时，DOC 含量过低会造成剩余总铝

含量升高，但同时由图 2 ( D) 可以发现，此时总溶铝

的含量相对较低。说明增加 Al13作为混凝剂时可以

有效降低溶解态铝的含量。
对比图 1 和图 2 可以发现，对于纯有机物体系

而言，改变混凝剂中铝形态分布对混凝出水总余铝

无明显影响，腐殖酸对余铝的影响较蛋白质高。
2. 3 腐殖酸体系中 AlCl3 投加量为 0. 03 mmol /L
和 0. 05 mmol /L 时，DOC 含量对总铝与总溶铝的

影响

为了研究混凝剂的投加量对混凝过程的影响，

改变混凝剂的投加量为 0. 03 mmol /L 和 0. 05 mmol /
L，进行上述实验，测定沉后水中总铝与总溶铝含

量。实验结果见图 3 和图 4。

图 3 混凝剂投加量为 0. 03 mmol /L，腐殖酸

体系沉后水总铝与总溶铝

Fig. 3 Tot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Al in HA system

由图 3 和图 4 可以发现，当 pH = 4. 0 时，增加

混凝剂的投加量会增加沉后水中余铝的含量。在此

pH 值条件下，混凝剂中铝主要以单体态存在，增加

混凝剂的投加量会造成余铝含量的增加。在不同混

凝剂投加量下，沉后水中的总铝和总溶铝含量有明

显差异，但分别均在弱酸性或中性条件下取得最低

浓度值。当混凝剂投加量为 0. 03 mmol /L，pH 值为

5. 0、6. 0、7. 0、8. 0 和 9. 0 时，总铝含量随 DOC 含量

的增加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在 pH = 6. 0，DOC 含

量为 2. 0 mg /L 时，总铝与总溶铝浓度均达到最低。

图 4 混凝剂投加量为 0. 05 mmol /L，腐殖酸体系沉后

水总铝与总溶铝

Fig. 4 Tot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Al in HA
system at AlCl3 dosage of 0． 05 mmol /L

当混凝剂投加量为 0. 05 mmol /L 时，在弱酸性条件

下( pH =5. 0，6. 0 ) 时，随 DOC 含量的增加，总铝浓

度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在 pH = 6. 0，DOC 含

量为 4. 0 mg /L 时，总铝浓度达到最低。当 pH 值为

弱碱性条件下( pH = 8. 0 或 9. 0 时) ，余铝浓度随

DOC 含量的增加而增加，总溶铝浓度占总铝浓度的

90%以上，且在 DOC 含量大于 4. 0 mg /L 时余铝含

量趋于稳定。对比图 3 和图 4 可以发现，在弱酸性、
低 DOC 含量下，沉后水中总铝与总溶铝浓度随着混

凝剂投加量的增加而增大，在高 DOC 含量( 4. 0 和

5. 0 mg /L) 时，总铝与总溶铝含量则有一定程度的

降低。分析原因在于当混凝剂投加量过高 ( 0. 05
mmol /L) ，体系 DOC 含量较低时，体系由于过多的

铝盐水解产物的存在而呈现复稳的现象。
2. 4 蛋白质体系中 AlCl3投加量为 0. 03 mmol /L 和

0. 05 mmol /L 时，DOC 含量对总铝与总溶铝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研究不同有机物对沉后水中余铝含量

的影响，在蛋白质体系中进行 2. 3 中的实验，测定沉后

水中总铝与总溶铝含量，实验结果见图 5 和图 6。
由图 5 可以发现，在弱碱性条件下( pH = 8. 0，

9. 0) 时，总铝与总溶铝浓度较高，且总铝中 90% 以上

以溶解态形式存在。当 DOC 含量较低时，由于体系

中物质含量较低，导致颗粒碰撞聚集成絮体受到抑

制，当 DOC 含量较高时，有机物与混凝剂的络合作用

占主导，导致沉后水中余铝含量的上升。对比 2. 3 和

2. 4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蛋白质体系产生的余铝含量

较低，且 pH 对余铝含量的影响较腐殖酸体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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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混凝剂投加量为 0. 03 mmol /L，蛋白质体

系沉后水总铝与总溶铝

Fig. 5 Tot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Al in BSA
system at AlCl3 dosage of 0． 03 mmol /L

图 6 混凝剂投加量为 0. 05 mmol /L，蛋白质体

系沉后水总铝与总溶铝

Fig. 6 Total Al and total dissolved Al in
BSA system at AlCl3 dosage of 0． 05 mmol /L

2. 5 在 DOC 投加量一定，腐殖酸和蛋白质的混合

投加比例对混凝沉后水余铝的影响

混合体系中 DOC 含量固定在 5. 0 mg /L，混凝

剂 AlCl3 投加量为 0. 05 mmol /L，调节水样 pH 值为

6. 0，改变 HA 和 BSA 的投加比例为 5∶ 0，4∶ 1，3∶ 2，

2∶ 3，1∶ 4，0∶ 5，进行上述混凝实验，测定沉后水中的

总铝和总溶铝浓度，实验结果见图 7。
由图 7 可以看出，随着蛋白质与腐殖酸投加

比例的升高，总铝和总溶铝均呈现先降低后升高

的趋势。在 蛋 白 质 与 腐 殖 酸 的 投 加 比 例 是 4 ∶ 1
时，总铝浓度达到最低，当蛋白质与腐殖酸的比

图 7 腐殖酸与蛋白质的比例对混凝过程余铝的影响

Fig. 7 Effects of proportion of HA and BSA on residual Al

例为 3 ∶ 2 和 2 ∶ 3 时，总 溶 铝 浓 度 基 本 趋 于 最 低

值。由实验结果发现，腐殖酸和蛋白质的混合体

系混凝后的 余 铝 浓 度 低 于 其 单 一 的 有 机 物 体 系

混凝后的余铝值，且当两有机物在体系中的含量

接近时，总溶铝浓度可达到最低。可见水样中腐

殖酸和蛋白 质 的 含 量 对 混 凝 过 程 中 的 余 铝 有 重

要的影响。
2. 6 腐殖酸体系絮体形态变化

实验过程中的水样由 HA 储备液配制而成，调

节 DOC 的含量 7. 5 mg /L，pH 值为 7. 0，为了说明

BSA 对混凝过程的影响，配制 DOC 含量为 7. 5 mg /
L( HA: 4. 0 mg /L; BSA: 3. 5 mg /L ) 的 溶 液，选 择

AlCl3 和 Al13作为混凝剂，实验过程如 1. 5 所述，HA
纯体系的实验结果见图 8。

腐殖酸体系中形成的絮体的强度因子和恢复因

子见表 3。

图 8 腐殖酸体系混凝过程中絮体粒径的变化

Fig. 8 Changes of floc size versus time for
different coagulants in H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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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破碎强度下絮体强度因子与恢复因子

Table 3 Strength factor and recovery factor of
flcos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 %)

项 目
破碎强度( r /min)

50 100 150 200 500

强度因子
Al13 75． 12 50． 18 40． 17 31． 33 22． 83
AlCl3 81． 13 56． 45 48． 38 40． 12 33． 39

恢复因子
Al13 15． 29 33． 48 36． 49 42． 13 44． 94
AlCl3 7． 94 11． 48 19． 24 23． 47 29． 39

由图 8 和表 3 的数据可以看出，絮体的形成和

破碎受搅拌强度的影响较大。当破碎强度提高到

100 r /min 以上时，絮体粒径有明显的下降。絮体强

度因为随着破碎强度的增大而降低，并且其还受到

混凝剂性质的影响。AlCl3 形成的絮体具有更大的

强度，而 Al13形成的絮体具有更好的恢复能力。在

破碎过程中，破碎形成的絮体表面带负电，此时投加

的 Al13快速的吸附在絮体表面，静电簇作用在絮体

粒径的恢复过程中占有主要的作用，所以 Al13 具有

较大的絮体恢复能力。
当体系中含有 HA 和 BSA 时，同样进行上述实

验，实验结果见表 4 和图 9。
混合体系混凝过程中形成的絮体的强度因子和

恢复因子见表 4。

表 4 不同破碎强度下絮体强度因子与恢复因子

Table 4 Strength factor and recovery factor of flcos

under different shear rates ( % )

项 目
破碎强度( r /min)

50 100 150 200 500

强度因子
Al13 77． 39 53． 84 43． 27 26． 93 29． 84
AlCl3 82． 94 59． 73 52． 84 45． 93 37． 15

恢复因子
Al13 16． 93 37． 49 39． 17 44． 94 49． 37
AlCl3 8． 93 14． 97 23． 24 29． 73 33． 19

对比图 8 与图 9 的数据可以发现，在相同 DOC
含量的条件下，有蛋白质存在时，混凝过程会形成较

大的絮体，且絮体具有较大的强度因子和恢复因子。
则在相同的混凝条件下，腐殖酸和蛋白质的混合

体系相比于单一有机物体系，较易形成较大絮体，其

混凝沉后水的余铝值也较低，与 2. 5 所示内容相

一致。

3 结 论

( 1) 在腐殖酸体系中，在相同 pH 条件下沉后水

铝含量随着 DOC 含量的增加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且在弱酸性混凝条件下，出水总铝和总溶铝浓度较

图 9 腐殖酸-蛋白质体系混凝过程中

絮体粒径的变化

Fig. 9 Changes of floc size versus time for different
coagulants in HA-BSA solution

低。DOC 为 2. 0 mg /L 时，出水总铝在 pH 值为 6. 0
时达到最低。

( 2) 腐殖酸浓度对混凝余铝的影响不会因混凝

剂中铝形态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其对余铝的影响较

蛋白质对余铝的影响大。
( 3) 在蛋白质体系中，总铝和总溶铝浓度均在

pH =6 时达到最低，且改变混凝剂中铝形态分布对

混凝出水总余铝无明显影响。
( 4) 絮体的形成和破碎受搅拌强度的影响较

大。当破碎强度提高到 100 r /min 以上时，絮体粒

径有明显的下降。AlCl3 形成的絮体具有更大的强

度，而 Al13形成的絮体具有更好的恢复能力。
( 5) 在相同 DOC 含量的条件下，腐殖酸和蛋

白质的混合体系与其中任意单一有机物体系相比，

混凝过程会形成较大的并且具有较大强度因子和

恢复因子的絮体，除此之外，混合体系混凝沉出水

的总铝和总溶铝水平低于任一单一体系，并且当腐

殖酸和蛋白质投加比例接近 1 ∶ 1 时，总溶铝浓度

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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