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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氯化铝混凝强化新生态铁锰
复合氧化物吸附去除水中的磷

吕建波1，2 郝 婧1，2 苏润西1，2 刘会娟3 曲久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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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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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氧化-共沉淀法制备出新生态铁锰复合氧化物( FMBO) ，研究了单独投加 FMBO 和聚合氯化铝( PACl) 强

化 FMBO 吸附除磷效能及吸附磷后的颗粒物特性。结果表明，单独投加 FMBO 后形成的颗粒物表面带负电荷，颗粒物聚集

和沉淀性能较差。PACl 的投加降低了颗粒物的表面电荷，促进了颗粒物的聚集，平均粒径明显增加，改善了颗粒物的沉淀

性能; 通过 SEM-EDAX 发现，投加 PACl 形成的复合颗粒物表面更为粗糙，Al 元素在复合颗粒物表面相对富集。PACl 的投

加强化了 FMBO 的吸附除磷效果，在实验原水条件下 FMBO 和 PACl 最佳投量分别为 12 和 30 mg /L，此时 TDP 去除率高达

95． 6%。并且出水中 Fe、Mn、Al 浓度均远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限值。PACl 强化新生态 FMBO 易于实现原

位投加，在水体和水处理除磷工艺中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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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shly formed Fe-Mn binary oxide was prepared using simultaneous oxidation and coprecipitati-
on method． Phosphorus removal performa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oaded particle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FM-
BO adsorption with or without PACl enhanced coagulation． Ｒesults indicated that when using simple FMBO ad-
sorption，P-loaded particles which were negatively charged had poor aggregation and precipitation performance．
But when using FMBO adsorption with PACl enhanced coagulation ( FMBO-PACl) ，dosing of PACl decreased the
surface charge of P-loaded particles，and promoted their aggregations，which resulted in the increase of particle
size． Thus the precipitation performance of P-loaded particles was improved． SEM-EDAX analyses showed that
when using FMBO-PACl，the surface of formed compound oxide was rougher and Al was relatively enriched on the
surface． Moreover，PACl coagulation enhanced phosphorus removal using FMBO adsorption． Unde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the optimal dosage of FMBO and PACl was separately 12 and 30 mg /L meanwhile the TDP removal
reached 95． 6% ． The residual concentrations of Fe，Mn and Al were all below limits regulated by surface wa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FMBO-PACl process was easy to achieve in situ and had good application poten-
tial for phosphorus removal in water remediation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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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江河湖库等水体富营养化日趋严

重，水华现象时有暴发，其中磷的过量排放是不容忽

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有效降低水体中的

磷和污水出水中的磷，开发经济高效的水处理除磷

技术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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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是除磷的重要技术之一，其具有操作简单、
产泥量少等优点，特别是铁铝等的金属氧化物类吸

附剂具有安全高效的特点，被广泛研究用于去除水

中的砷、有机物及重金属等［3-6］，在水体和污水深度

除磷工艺中也具有很好的应用开发潜力［7-10］。
本课题组制备了粉末状铁锰复合氧化物［11］，发

现其对水中的磷显示出良好的吸附能力，但用于工

程实际时，仍存在投加不便等缺点。为便于工程应

用，又制备出新生态铁锰复合氧化物( Fe-Mn binary
oxide，FMBO) 。该氧化物为悬浮液，粒径小，容易通

过计量泵实现吸附剂的原位准确投加，由于原位制

备生成的新生态 FMBO，有一部分呈胶体态，粒径

小，沉淀性能差，造成固液分离困难。聚合氯化铝是

水处理中广泛应用的混凝剂，其水解聚合产物对水

中胶体物质具有电中和、吸附架桥等作用［12］，有望

强化新生态 FMBO 胶体的脱稳聚沉。因此，本课题

组继续研究了新生态 FMBO 的物化特点、除磷效能

及聚合氯化铝对其吸附除磷的影响，以期为新生态

FMBO 用于水体和水处理除磷提供技术支持。

1 实验部分

1． 1 试剂与材料

实验所用原水取自上海市某水源地水库，通过

投加磷酸二氢钾配制而成，配制后含磷原水的主要

水质指标及浓度为: pH 8． 20，TDP 1． 10 mg /L，PO3 －
4

1． 02 mg /L，UV254 0． 075，DOC 2． 36 mg /L，SO2 －
4 0． 35

mg /L，SiO2 －
3 5． 20 mg /L，溶解态铁 0． 12 mg /L，溶解

态铝 0． 082 mg /L，溶解态锰 0． 006 mg /L。
实验所用药品七水合硫酸亚铁( FeSO4·H2O) 、

磷酸二氢钾 ( KH2PO4 ) 、高锰酸钾 ( KMnO4 ) 、盐酸

( HCl) 、氢氧化钠( NaOH) 、聚合氯化铝( PACl，Al2O3

含量 10% ) 均为分析纯，购自国药集团北京化学试

剂公司，实验用水除原水外其余均为去离子水。溶

液 pH 使用盐酸和 NaOH 溶液进行调节，反应过程

保持溶液 pH 基本不变。
1． 2 新生态 FMBO 的制备

新生态 FMBO 采用氧化-共沉淀法制备，具体步

骤如下: 配制 100 mL 的 0． 5 mol /L NaOH 和 0． 125
mol /L KMnO4 的混合溶液，另配制 100 mL 的 0． 375
mol /L 的 FeSO4 溶液; 将上述 2 种溶液混合后充分

搅拌均匀，实验过程所用体积根据所需 FMBO 投量

而定。反应方程式如下:

3Fe2+ + MnO－
4 + 5OH－ + 2H2O→

3Fe( OH) 3 + MnO2

反应后生成的铁氧化物和锰氧化物的混合悬浮液即

为新生态 FMBO，其投量以 Fe、Mn 元素的有效投量

计算，为避免放置时间过长对新生态 FMBO 吸磷效

能产 生 影 响，每 次 实 验 前，新 生 态 FMBO 均 现 制

现用。
1． 3 吸附实验

吸附实验在室温下进行，所用设备为六联搅拌

仪( MY3000-6k，湖北梅宇) 。操作步骤如下: 将 300
mL 的含磷原水倒入烧杯中，快搅 6 min( 转速 200 r /
min) ，慢搅 20 min( 转速 50 r /min) 。在快搅开始 5
秒后投加一定量的新生态 FMBO，PACl 的投量为 10
～ 50 mg /L，在快搅 5 min 后投加; 搅拌过程结束后，

静置沉淀 30 min 后，在液面下 2 cm 处取样，样品经

0． 45 μm 滤膜过滤后进行测定。每组实验重复 2 次

并取平均值。
1． 4 分析方法

溶解态总磷( TDP) 及 Fe、Mn、Al 浓度均由电感

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 ICP-OES，Perkin Elmer Elan
5000，美国) 测定; 新生态 FMBO 及 PACl 混凝强化

新生态 FMBO 吸附磷后的颗粒粒径分布采用 Maste-
rsizer 2000 激光粒度仪( Malvern，英国) 测定; 加药后

溶液的 Zeta 电位采用英国 Malvern 公司 Zeta 电位仪

测定。采用 EDAX KEVEX level 4 ( Hitachi U3010，

日本) 进行扫描电镜( SEM) 和表面元素分析测试。

2 结果与讨论

2． 1 新生态 FMBO 除磷效果及吸磷后颗粒物特性

不同 pH 时新生态 FMBO 投加量对 TDP 去除的

影响如图 1 所示，可见，随着 FMBO 投量的增加，

TDP 的去除率也明显增加。当 FMBO 投量分别为

2、6、12 和 24 mg /L 时，对 TDP 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19． 8%、47． 6%、77． 8% 和 95． 2%。当溶液 pH 从 4
增加到 10，不同 FMBO 投量时，TDP 的去除率均呈

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但总体而言，pH 对新生

态 FMBO 吸附去除 TDP 的影响不大。当 FMBO 投

量为 24 mg /L 时，TDP 去除率在 pH = 8 条件下仍高

达 95． 9%，这对于弱碱性原水( pH 为 8． 20 ) 中磷的

去除非常有利。
新生态 FMBO 对 TDP 虽然具有良好的去除能

力，但研究中也发现，吸磷后金属氧化物在水中的沉

淀性差，这与其颗粒粒径密切相关［12］。图 2 即为

pH =6 和 9 时吸磷后 FMBO 颗粒在水中的粒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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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 pH 条件下，不同投量的

新生态 FMBO 除磷效果对比

Fig． 1 TDP removal using different
dosages of FMBO at various pH

图 2 pH = 6 或 9 时吸磷后 FMBO 在水中的粒径分布

Fig． 2 FMBO-P particle distribution at pH = 6 or 9

情况，很明显，吸磷后 FMBO 颗粒的粒径分布集中

在 0 ～ 250 μm，而粒径小于 10 μm 的颗粒在 pH = 6
和 9 时所占比例分别为 5． 0%和 7． 6%，而这部分颗

粒单纯依靠重力沉淀作用难以进行有效的固液分

离，特别是用于水体除磷时。
不同 pH 条件下吸磷后 FMBO 颗粒的 Zeta 电位

结果表明 ( 图 3 ) ，FMBO 投量为 6、12 和 24 mg /L
时，吸磷后 FMBO 颗粒的 Zeta 电位在 pH 为 4 ～ 10
时均为负值，并且随着 pH 的升高而降低。这说明

吸磷后 FMBO 的零电荷点 pH ( pHPZC ) 小于 4，小于

新生态 FMBO 的零电荷点 pH( pH = 6 ) 。这主要是

由于 FMBO 吸附了大量磷酸根离子等阴离子后造

成其零电荷点 pH 明显降低。由于吸磷后 FMBO 颗

粒的表面带负电荷，颗粒之间的静电斥力阻碍了颗

粒的聚集和沉淀［13］。铝盐等混凝剂具有电中和的

作用［12］，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试图投加 PACl 混

凝剂 降 低 颗 粒 表 面 电 荷，改 善 其 沉 淀 性 能，另 外

PACl 的水解聚合产物对水中的磷也具有吸附络合

等作用，可以改善新生态 FMBO 除磷效果。

图 3 吸磷后 FMBO 在不同 pH 条件下的 Zeta 电位

Fig． 3 Zeta potential values of
FMBO-P particles at various pH

2． 2 PACl 强化新生态 FMBO 吸附除磷效果

在含磷原水 pH = 8． 2，FMBO 投量分别为 0、6
和 12 mg /L 时，不同 PACl 投量对 TDP 去除率如图 4
所示。可见，与单独投加 PACl 相比，FMBO-PACl 联

用明显促进了 TDP 的去除效果，当 PACl 投量为 10
mg /L，FMBO 投量分别为 6 和 12 mg /L 时，TDP 去除

率分别为 63． 9%和 86． 4%，当 PACl 投量为 30 mg /
L，FMBO-PACl 联用的 TDP 去除率分别为 89． 8% 和

95． 6%，超过 30mg /L 后，FMBO 投量再增加，磷去除

率的提高不明显( 约为 2． 5% ) ，即: 当 FMBO 投量较

低时，PACl 对 FMBO 除磷的促进作用明显，单独使

用 FMBO 与 FMBO-PACl 联用工艺各自对应的磷去

除率的差值随着 PACl 投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这

说明 PACl 的投加不仅强化了颗粒态磷的去除，同

时进一步去除了 FMBO 未吸附的剩余溶解态磷。
因此在实验原水条件下，可以认为，FMBO 和 PACl
最佳投量分别为 12 和 30 mg /L，而此时水中氧化物

图 4 不同聚合氯化铝投量条件下的 TDP 去除效果

Fig． 4 TDP removal using different
dosages of PACl in FMBO-PACl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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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体的 Zeta 电位在 0 ～ － 5 mV( 图 5 ) ，易于快速脱

稳凝聚［14］。
2． 3 PACl 强化新生态 FMBO 吸附形成的颗粒物

特性

图 5 为不同 PACl 投量时形成的含磷颗粒物的

Zeta 电位变化情况，可见，在 FMBO 投量分别为 6 和

12 mg /L 时，随着 PACl 投量的增加，颗粒物的 Zeta
电位都呈升高趋势，这可能是由于 PACl 的电性中

和作用，使得 FMBO 颗粒物表面的部分负电荷被中

和，Zeta 电位增加( 向零点趋近) 。因此，PACl 的投

加，一方面可以促进吸磷后氧化物胶体的聚集和沉

淀，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新生态 FMBO 对 TDP 的吸附

去除效果。

图 5 不同聚合氯化铝投量条件下，颗粒物的 Zeta 电位

Fig． 5 Zeta potential values of FMBO-P particles
using different dosages of PACl in FMBO-PACl process

图 6 为单独投加 FMBO 和 FMBO-PACl 联用 2
种工艺在慢搅过程( 25 min) 中的颗粒物粒径变化情

况。在 2 种工艺条件下，随着搅拌时间的增加，慢搅

15 min 后颗粒物基本增长到最大粒径。不同的是，

单独投加 FMBO 时，颗粒物平均粒径 ( d50 ) 仅由 68
μm 增加到 80 μm 左右; 而加入 PACl 后，颗粒物粒

径由 90 μm 增加到 103 μm 左右，结合 Zeta 电位的

分析结果，可以认为，PACl 的投加促进了颗粒物的

凝聚，增加了颗粒物的平均粒径，改善了颗粒物的沉

淀性能。
扫描电镜 ( SEM) 的结果进 一 步 证 实 了 PACl

对吸磷颗粒物聚集的促进作用 ( 图 7 ) 。单独投加

FMBO 时形成的颗粒物聚集体，表面粗糙呈多孔结

构。投加 PACl 后，形成的颗粒物表面相对更为粗

糙，说明 PACl 的投加促进了颗粒物的聚集。X 射

线能谱分析( EDAX) 的结果表明，单独投加 FMBO
时形成颗粒物的表面 Fe、Mn 的摩尔比为 3 ∶ 1 左

图 6 单独使用 FMBO 与 FMBO-PACl 联用，

慢搅过程中颗粒物的粒径变化情况

Fig． 6 Comparisons between growth rates of particles
for simple FMBO and FMBO-PACl in slow stirring stage

图 7 单独使用 FMBO 与 FMBO-PACl 联用，

颗粒物 SEM 照片

Fig． 7 SEM analysis for precipitates
collected in FMBO-PACl for TDP removal

右，说明 Fe、Mn 元素在颗粒物表面的分布较为均

匀。投加 PACl 后，形成的颗粒物表面的 Fe、Mn、
Al 的摩尔比约为 4 ∶ 1 ∶ 5，其中 Al 的百分比高 达

56%。这说明在 Fe /Mn /Al 复合颗粒物表面的 Al
元素相对富集，Al 对复合颗粒物的表面性质起了

主导作用［15］。
2． 4 PACl 强化新生态 FMBO 吸附除磷过程金属

的溶出

PACl 强化新生态 FMBO 吸附除磷后出水中可

能会残留部分金属离子，浓度过高会对水质产生不

利影响，因此，对出水中残留的 Fe、Mn 和 Al 离子的

总浓度进行了测定( 图 8) 。结果表明，当 FMBO 投

量 12 mg /L 时，不同 PACl 投量条件下，出水中残留

的铁离子和锰离子浓度均很低，铁离子浓度在 0． 01
～0． 03 mg /L，锰离子浓度均低于 0． 01mg /L，铝离子

虽稍高，其浓度也均在 0． 12 mg /L 以下，出水中 3 种

金属离子浓度均远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

规定的限值。PACl 混凝强化新生态 FMBO 吸附除

磷技术低廉高效，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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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不同 PACl 投量时溶液中残留的

Fe、Mn、Al 浓度( FMBO = 12 mg /L)

Fig． 8 Ｒesidual concentrations of Fe，

Mn and Al in solution using different
dosages of PACl in FMBO-PACl process

3 结 论

( 1) 采用氧化-共沉淀法制备出新生态铁锰复

合氧化物，该氧化物显示出良好的吸附除磷效能，

pH 对新生态 FMBO 吸附除磷的影响不大。由于吸

磷后 FMBO 颗粒的表面带负电荷，颗粒之间的静电

斥力阻碍了颗粒的聚集和沉淀。
( 2) PACl 的投加降低了颗粒物的表面电荷，促

进了颗粒物的聚集，平均粒径较单独投加 FMBO 的

平均 粒 径 明 显 增 加，改 善 了 颗 粒 物 的 沉 淀 性 能;

SEM-EDAX 的结果表明，投加 PACl 形成的复合颗

粒物表面更为粗糙，Al 元素的百分比高达 56%，在

颗粒物表面相对富集，Al 对复合颗粒物的表面性质

起主导作用。
( 3) PACl 的投加强化了 FMBO 的吸附除磷效

果，在实验原水条件下 FMBO 和 PACl 最佳投量分

别为 12 和 30 mg /L，此时 TDP 去除率高达 95． 6%。
并且出水中 Fe、Mn、Al 浓度均远低于《地表水环境

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限值。PACl 强化新生态 FMBO
易于实现原位投加，在水体和水处理除磷工艺中具

有较好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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