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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矿井水中和沉淀法除铁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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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山西某煤矿高矿化度、高铁酸性矿井水除铁效果差、出水容易返色等问题，采用 NaOH 中和调 pH、曝气及

化学氧化等处理工艺进行酸性矿井水中和沉淀法除铁优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采用 NaOH 中和沉淀法除铁时，投加中和

剂使出水 pH 达 6. 7 以上时，出水中铁含量低于 10 mg /L，满足排放要求。对于本实验废水 NaOH 所需投加量为 2. 8 g /L，铁

的去除率可达到 99. 75% ;以 H2O2 对原水进行氧化处理，可迅速将 Fe(Ⅱ)氧化成 Fe(Ⅲ)，其用量与原水中 Fe(Ⅱ) 的含量

成正比。当其用量为 1. 6 mL /L 时，可将原水中的 Fe(Ⅱ)完全转化为 Fe(Ⅲ)，投加中和剂使出水 pH 达到 4. 5 以上时，能使

出水中铁含量满足排放要求。对于实验废水所需的 NaOH 投加量为 2. 0 g /L，比直接中和沉淀所需的 NaOH 用量要节省

28. 6%。曝气处理对原水中 Fe(Ⅱ)的氧化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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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yellowing color issue of effluents in the neutralization process of acidic mine drai-
ning water with high salinity and immense iron content from a coal mine in Shanxi Province，the pH adjustment，
aeration and chemical oxidation of H2O2 followed by NaOH precipit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o optimize the iron re-
moval by the neutralization process． It is concluded that as the effluent pH reached above 6. 7 after neutraliza-
tion，the iron removal rate can reach up to 99% with the residue iron content less than 10 mg /L in the effluent，
which will meet the discharge requirement． In our research，the required dosage of NaOH in neutralization was
2. 8 g /L． The addition of H2O2 into raw water can oxidize Fe(Ⅱ) to Fe(Ⅲ) effectively and the dosage was pro-
portional to Fe(Ⅱ) content in the wastewater． For the dosage of 1. 6 mL /L H2O2 a complete conversion of Fe
(Ⅱ) into Fe(Ⅲ) in the acidic mine draining water can be reached． When pH was adjusted by neutralization to
above 4. 5 under the addition of 1. 0 mL /L of H2O2，the residue iron content will meet the discharge requirement．
In this experiment，2. 0 g /L NaOH was used to reach the same iron removal，which will reduce 28. 6% of the
dosage． It is also shown that the effect of aeration is not prominent for the oxidation of Fe(Ⅱ) to Fe(Ⅲ) in the
acidic mine draining wastewater．

Key words acidic mine draining water; neutralization; iron removal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08ZX07211-006-1)

收稿日期:2013 － 04 － 17; 修订日期:2013 － 05 － 20

作者简介:周争(1986 ～ )，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污水处

理。E-mail:zhouzheng@ hotmail． com

* 通讯联系人，E-mail: xpge@ rcees． ac． cn

酸性矿井水是由于在煤炭资源开采过程中，煤

中的硫铁矿(FeS2 ) 与空气、水及微生物作用，发生

一系列物化、生化反应而形成的呈酸性( 一般 pH ＜
5. 5)的地下矿井水，其反应机理如式 1 所示

［1］。

2FeS2(s) + 7O2(g) + 2H2O( l)→
2Fe2 + (aq) + 4SO2 －

4 (aq) + 4 H + (aq) (1)

酸性矿井水通常具有高矿化度、高硬度和较低

悬浮物含量等特征，其主要含有 Fe2 +、Fe3 +、C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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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2 +、SO2 －
4 等离子

［2，3］，而且其还原性的亚铁离子

所占比例一般较大。此类废水若不经过处理直接排

放，不仅会造成大量的水及有价矿产资源的浪费，同

时也 会 对 矿 区 周 围 的 农 田 和 地 表 水 系 造 成

污染
［4，5］。
传统的处理方法是采用中和沉淀法，通过投加

大量碱性物质如生石灰来增大废水的 pH 值，使溶

解性的金属离子水解沉淀下来
［6，7］。但此法不仅要

消耗大量的碱，而且操作不方便，需将固体生石灰或

烧碱( 或其浓溶液) 直接投加，造成混合反应不充

分，往往达不到酸性矿井水的沉淀反应 pH 要求，很

难将 Fe(Ⅱ)等二价金属元素完全沉淀去除
［8］，出水

中剩余 Fe(Ⅱ)的氧化使水容易出现返色现象
［3］，造

成出水色度升高，不能达标排放。另外，此法产泥量

大，处理成本高，同时还浪费大量金属资源
［9，10］。因

此，对酸性矿井水中铁的中和沉淀去除方法进行工

艺实验改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高铁酸性矿井水有效的处理方法是利用二

价铁与三价铁离子沉淀 pH 值的差异，先将 Fe(Ⅱ)

氧化成 Fe(Ⅲ)，使 Fe(Ⅲ) 水解，然后将 pH 调节到

8. 5 ～ 9. 5 进行中和沉淀
［11］，以充分实现对铁的去

除，使出水铁含量满足 10 mg /L 以下的出水水质排

放要求。这样既可节约中和剂用量，又能减少污泥

的量。本文在某酸性矿井水原有的中和-絮凝-沉淀

处理工艺流程基础上，针对现有处理工艺存在的问

题，提出在中和反应处理之前增加氧化处理的新的

改进措施，以 H2O2 作为氧化剂，将酸性矿井水中的

Fe(Ⅱ)氧化成 Fe(Ⅲ)，然后再进行中和沉淀处理，

以达到完全去除水中高含量的铁和减少碱的用量、
节约成本的目的。实验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3 个方

面:(1)考察了 NaOH 单独中和酸性矿井水除铁的

效果及最佳投加量;(2) 对 H2O2 氧化-中和与直接

中和两种方法的除铁效果进行了对比;(3) 比较了

投加 H2O2 和曝气氧化等两种处理方式对 Fe(Ⅱ)转

化为 Fe(Ⅲ)的效果以及 pH 值对 Fe(Ⅱ) 转化效率

的影响。

1 实验部分

1. 1 实验材料、试剂与仪器

实验用原水为山西某煤矿酸性矿井水，原水的

pH 为 2. 5，总铁含量为 1 185 mg /L，其中亚铁含量

占 70. 0%，为 830 mg /L，SO2 －
4 含量为 7 272 mg /L，

TDS 含量为 2 000 mg /L，属于高铁、高硫酸盐酸性

矿井水。
原水 pH 采用 pH 计进行测定;TDS 指标采用便

携式电导率仪测定;总 Fe 含量采用全谱直读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进行测定;SO2 －
4 和 Cl － 等阴离子含量

采用离子色谱仪进行分析;Fe2 +
含量则采用邻菲罗

啉分光光度法测定
［12］，将原水水样稀释 200 倍后按

方法步骤进行分析检测。原水置于低温 0 ～ 4℃ 条

件下保存，备用。
主要试剂:氢氧化钠，AＲ，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过氧化氢，AＲ，30% (w /w)，国药集团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
仪器设备:pH 计，型号 Five Easy，Mettler Toledo

公司;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ICP-AES)，美

国 LEEMANS 公司;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U-2910
型，HITACHI 公司;TA-6 程控混凝实验搅拌仪，武汉

恒岭科技有限公司;便携式电导测定仪，美国 HACH
公司;电磁式空气压缩机，30 W，广东海利集团有限

公司。
1. 2 实验方法

1. 2. 1 中和沉淀法 NaOH 投加量的优化

用量筒量取 400 mL 原水于若干 500 mL 烧杯

中，依次加入 4. 0、4. 8、5. 6、6. 4、7. 2 和 8. 0 mL 200
g /L 的 NaOH 溶液，立即搅拌，方法为先以 200 r /min
快搅 1 min，再以 40 r /min 慢搅 5 min，静置 30 min
后检测上清液 pH，并取样进行总铁含量分析，按公

式(2)计算 Fe 的去除率。

ρ(Fe) =
c0 － ce

c0
× 100% (2)

式中:c0 为原水中总铁的浓度，ce 为出水中总铁的

浓度，单位均为 mg /L，ρ(Fe) 为原水中总铁的去除

率(% )。
1. 2. 2 H2O2 预氧化-中和沉淀除铁实验

在 H2O2 预氧化处理实验中，用量筒依次量取

400 mL 原水于若干 500 mL 烧杯中，依次加入稀释

10 倍后的双氧水 0、2. 4、3. 2、4. 0、4. 8、5. 6、6. 4、8. 0
和 9. 6 mL，慢速搅拌，反应 15 min 之后，检测 pH 并

取样检测 Fe( II) 浓度，考察 H2O2 化学氧化预处理

对酸性矿井水中 Fe( II)的转化效率。
在 H2O2 预氧化-NaOH 中和实验中，取若干 400

mL 原 水 于 500 mL 烧 杯 中，各 加 入 一 定 体 积 的

H2O2，慢速搅拌反应 15 min 后，再加入一定体积的

NaOH 溶液中和，方法同 NaOH 中和沉淀实验。反

应完成后，取样进行总铁含量分析并按公式(2)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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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Fe 的去除率。
1. 2. 3 曝气预氧化及其三组不同工艺组合除铁优

化实验对比

用量筒量取 1 000 mL 原水于若干 1 L 烧杯中，

各加入 10 mL 200 g /L 的 NaOH 溶液(即 NaOH 投加

量为 2 g /L)，立即搅拌，方法同 NaOH 中和实验，静

置 30 min 后，各取上清液 400 mL，分 3 组。第 1 组

不作处理;第 2 组各加入 4 mL 稀释 10 倍后的 H2O2

溶液(总投加量相当于 1. 0 mL /L H2O2)，慢速搅拌，

反应 15 min;第 3 组用鼓风机曝气 2 h。
然后，对每组进行相同的中和沉淀实验操作，即

依次加入 0、0. 4、0. 6、0. 8、1. 0、1. 2、1. 4 和 1. 6 mL
200 g /L NaOH 溶液，使 NaOH 投加量分别为 0、0. 2、
0. 3、0. 4、0. 5、0. 6、0. 7 和 0. 8 g /L，搅拌反应，静置

30 min，检测上清液中水的 pH 值，并取样进行除铁

效果分析对比。取样方法为:用注射器吸取 10 mL
样品，用 0. 45 μm 水系滤膜过滤后，存放于 10 mL
离心管中，加入 1 滴浓 HNO3 酸化，摇匀，于 4℃下保

存备用，以进行水质指标含量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 1 酸性矿井水中和沉淀除铁工艺及其改进

山西某煤矿酸性矿井水现有处理工艺流程如图

1(a)所示
［13］。其主要处理方法是中和-絮凝-沉淀，

该处理方法存在很多缺点，其中和处理需要将 pH
调到 8. 5 以上，要消耗大量的碱。操作过程中，把烧

碱直接倒入酸性水池内，烧碱不能充分溶解，与酸性

水混合反应不完全，达不到酸性矿井水的中和反应

要求。废水中的亚铁离子完全沉淀终点 pH 较高，

一般需要达到 pH 9. 0 以上，中和处理难以将亚铁去

除完全，出水中容易因含有亚铁而出现返色，色度升

高，不能达标排放。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改进

措施，在中和反应处理之前增加氧化处理。实验采

用 H2O2 作为氧化剂，将酸性矿井水中的 Fe(Ⅱ) 氧

化成 Fe(Ⅲ)，然后再进行中和沉淀处理，以达到完

全去除水中高含量的铁和减少碱的用量、节约成本

的目的。
改进处理方法如图 1(b)所示，关于此方法这里

特作两点说明:(1) 采用 H2O2 作为氧化剂，前面可

以不设酸度调节。因为 H2O2 具有强氧化性，pH 对

H2O2 氧化 Fe(Ⅱ)的影响可以不用考虑;(2)在氧化

反应前增加酸度调节，主要目的是通过加碱中和调

节提高原水的 pH 值，以避免在 pH 较低的情况下

图 1 某煤矿酸性矿井水处理工艺流程

及其改进工艺方案

Fig. 1 Flow chart of treatment process for acidic mine
draining water and its improvement plan

H2O2 分解过快，从而影响对 Fe(Ⅱ) 的氧化作用效

果，以及曝气处理难以将 Fe(Ⅱ) 氧化为 Fe(Ⅲ) 之

弊端，考 察 曝 气 在 较 高 的 pH 下 氧 化 Fe (Ⅱ )

的效果。
2. 2 中和沉淀实验中 NaOH 投加量的影响

当向原水中加入较少量的 NaOH 后，首先 是

OH －
和 H +

发生中和反应(反应式 3)。接着产生棕

绿色絮状物，呈球形，且粒径不断长大，这是由于原

水中含有大量的 Fe(Ⅱ)，先于 Fe(Ⅲ) 水解产生沉

淀(反应式 4)，并发生絮凝反应。随着 NaOH 投加

量的继续增加，原水中的絮体和沉淀物逐渐由棕绿

色变为黄色，这是由于随着 pH 的升高，溶液中 Fe
(Ⅲ)发生水解沉淀(反应式 5) 以及 Fe(Ⅱ) 沉淀在

溶解氧的作用下，发生了氧化转化所致。
H + (aq) + OH － (aq)→H2O( l) (3)

Fe2 + (aq) + 2H2O(aq)→Fe(OH) 2(s) + 2H + (aq)

(4)

Fe3 + (aq) + 3H2O( l)→Fe(OH) 3(s) + 3H + (aq)

(5)

图 2 给出了中和沉淀实验中 NaOH 投加量对出

水 pH 及铁的去除率影响情况。可 以 看 出，随 着

NaOH 投加量的增加，出水 pH 升高，总铁含量不断

减少。当 NaOH 投加量为 2. 8 g /L 时，出水 pH 为

6. 64，总铁去除率达到 99. 75%，出水铁含量小于 10
mg /L，满足酸洗废水排放总铁浓度限值(DB33 /844-
2011)中的二级排放标准要求。继续增大 NaOH 投

加量时，pH 值会急剧上升，出水呈碱性。说明投加

中和剂使出水 pH 达 6. 7 以上时，可使出水中铁含

量满足排放要求。吴东升
［14］

使用 Na2CO3 中和处理

类似的 pH =2. 63 的含铁酸性矿井水，其用量为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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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aOH 投加量对出水 pH 和 Fe 去除率的影响

Fig. 2 Effect of NaOH dosage on pH and iron removal
of effluents by neutralization and precipitation process

g /L(即 0. 034 mol /L)，与本实验 NaOH 用量 2. 8 g /
L(即 0. 070 mol /L)相当。因而，本实验中和沉淀酸

性废水的最佳 NaOH 投加量确定为 2. 8 g /L。
2. 3 H2O2 预氧化-中和沉淀除铁实验

以 H2O2 为氧化剂对原水中的 Fe(Ⅱ)进行化学

氧化预处理，Fe(Ⅱ) 的转化率与 H2O2 投加量的关

系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 H2O2 的投加

量较低时(≤1. 6 mL /L)，Fe(Ⅱ) 的氧化率与 H2O2

的投加量成正比关系，当 n(H2O2 ) = 1. 6 mL /L( 即

16 mmol /L)时，Fe(Ⅱ) 的氧化率达到 98. 5%，转化

基本 完 全。原 水 中 c ( Fe (Ⅱ)) = 14. 8 mmol /L，

H2O2 实 际 消 耗 量 与 原 水 中 Fe (Ⅱ) 含 量 之 比

c(H2O2) ∶ c(Fe(Ⅱ)) = 1. 1( 摩尔比)。H2O2 氧化

Fe(Ⅱ)的过程如反应式 6 所示，理论上 c(H2O2) ∶
c(Fe(Ⅱ)) = 0. 50(摩尔比)，而 H2O2 实际消耗量

大于理论值，原因是 H2O2 中的氧为 － 1 价，既可作

为氧化剂，将 Fe(Ⅱ)氧化成 Fe(Ⅲ)，并消耗 H + (反

应式 6);同时，也可以作为还原剂，将 Fe(Ⅲ) 还原

为 Fe(Ⅱ)，并且产生 H +
和 O2 ( 反应式 7)。因而，

其实际消耗量要大于理论量。而在酸性溶液中，原

水中 Fe (Ⅱ) 含量所占比例较大，综合表现为 Fe
(Ⅱ)向 Fe(Ⅲ)的转化。

2Fe2 + (aq) + H2O2(aq) + 2H + (aq)→

图 3 Fe(Ⅱ)的转化率与 H2O2 投加量的关系

Fig. 3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e(Ⅱ) conversion and
H2O2 dosage

2Fe3 + (aq) + 2H2O( l) (6)

H2O2(aq) + 2Fe3 + (aq)→
2Fe2 + (aq) + 2H + (aq) + O2(g) (7)

在 H2O2 预氧化-NaOH 中和沉淀实验中，不同

H2O2 投加量对中和沉淀出水 pH 和总铁去除效果

的影响如图 4 所示。从图 4(a)可以看出，对于相同

的 NaOH 用量，H2O2 投加量越大，出水的 pH 值越

小。这是因为 H2O2 呈弱酸性，在水溶液中电离产

生 H + ，从而增加其酸度。从图 4(b) 可以看出，当

NaOH 用量小于 2. 8 g /L 时，铁的去除率随 H2O2 投

加量的增加而增大，即出水溶解性铁的含量随 H2O2

投加量的增大而减小。在 H2O2 投加量为 1. 6 mL /
L，NaOH 用量为 2 g /L 条件下，出水 pH =4. 50，铁含

图 4 H2O2 预氧化投加量对中和沉淀实验出水

pH 和总铁去除效果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H2O2 dosage on effluent pH and

total iron removal by oxidation-precipit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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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 3. 7 mg /L，铁的去除率可达 99. 7%，说明此时

Fe(Ⅱ)完全被氧化成 Fe(Ⅲ) ( 见图 3)，Fe(Ⅲ) 水

解沉淀完全。由于 Fe(Ⅲ) 水解沉淀的终点 pH(pH
3. 2)比 Fe(Ⅱ)(pH 9. 0)小，因此投加 H2O2 可将废

水中 Fe(Ⅱ) 氧化成 Fe(Ⅲ)，从而减少碱的用量。
因此，在 H2O2 的投加量为 1. 6 mL /L 时，投加中和

剂使出水 pH 达到 4. 5 以上时，能使出水中残余铁

含量满足排放要求。在本实验条件下，使出水 pH
达到 4. 5 以上所需 NaOH 投加量为 2. 0 g /L。
2. 4 曝气 /H2O2 预氧化-中和沉淀工艺对铁的去处

效果对比

在曝气实验中，先向原水中加入 2 g /L 的 NaOH
溶液，调整溶液 pH 值到 6. 0(图 5(a))，然后进行曝

气或 H2O2 氧化，并与不做处理实验进行对比。氧

化处理完成后，再加入 NaOH 中和沉淀，考察 3 组对

照实验出水 pH 和 Fe 的去除率变化情况，结果如图

5 所示。可以看出，当第 2 次 NaOH 投加量低于 0. 5
mg /L 时，曝气和不曝气相比对出水 pH 和 Fe 的去

除率没有明显的影响;而 H2O2 氧化处理(投加量为

1． 0 mL /L)可明显提高铁的去除率。第 2 次 NaOH
投加量为 0. 4 mg /L 时，铁的去除率为 99. 5%，出水

图 5 曝气和 H2O2 预氧化对出水 pH 和

总铁去除效果的对比

Fig. 5 Comparison of effluent pH and total iron
removal efficiency by aeration /H2O2 oxidation

铁含量为 5. 7 mg /L。实验表明，曝气处理对酸性废

水中 Fe(Ⅱ) 的氧化没有明显的作用。这可能是由

于酸性废水中 Fe(Ⅱ)的氧化速率与其浓度、溶解氧

(DO)和 pH 有关。在碱性条件下 O2 的转移速率

(4 ～ 40 cm /h)比在酸性条件下(2 cm /h)要快;而在

pH 小于 4. 5，且没有微生物参与的条件下，Fe2 +
的

氧化速率则十分缓慢
［15］。因而在酸性条件下，曝气

过程中 O2 的利用效率低，难以发挥其对 Fe(Ⅱ) 的

氧化作用效果。

3 结 论

(1)采用 NaOH 中和沉淀处理酸性矿井水时，

投加中和剂使出水 pH 达 6. 7 以上时，出水铁含量

低于 10 mg /L，满足排放要求，对于本实验废水中和

沉淀所需 NaOH 的最佳投加量为 2. 8 g /L。
(2)Fe(Ⅱ)比 Fe(Ⅲ)水解沉淀完全的终点 pH

值更高，去除 Fe(Ⅱ)需要更多的碱用量;H2O2 能快

速有效地将 Fe(Ⅱ) 氧化成 Fe(Ⅲ)，从而降低酸性

矿井水铁完全沉淀去除的总碱加入量。H2O2 投加

量为 1. 6 mL /L 时，酸性矿井水中 Fe(Ⅱ) 的转化率

达到 99. 0%以上。
(3)采用中和调酸度-曝气 /H2O2 预氧化-NaOH

沉淀等两段中和法处理工艺，H2O2 的投加量为 1. 6
mL /L，投加中和剂使出水 pH 达到 4. 5 以上时，可使

出水中余铁满足排放要求，对于本实验废水所需的

NaOH 投加量为 2. 0 g /L。曝气对酸性废水中由 Fe
(Ⅱ)向 Fe(Ⅲ)的氧化转化没有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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