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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

粒及利用芬顿铁泥制备陶粒的方法，所述陶粒原

料重量份组成如下：芬顿铁泥1～10份，粘结剂1

～8份，粉煤灰0.1～1份，成球剂0.1～1份，所述

的粘结剂为粘土；所述陶粒吸水率为5～10％，颗

粒密度为1000～1600kg/m3，堆积密度500～

750kg/m3。本发明的陶粒集阴极、阳极与一体，本

身自带阴阳极，表面粗糙，比表面积大，同时具有

吸水率小、颗粒密度小、孔隙率高等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6810204 B

2020.09.25

CN
 1
06
81
02
04
 B



1.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组

成如下：

芬顿铁泥6份，粘结剂3份，粉煤灰0.5份，成球剂0.5份；

制备方法：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颗粒

直径≤0.15mm；

（2）按重量比6：3：0.5称取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并且

通过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3-6mm的生料球；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20h，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600℃下无氧烧结33min，密闭干燥室内冷却至室温，即得

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为黑色粗糙球状固体，吸水率为6.3%，颗粒密

度为1587kg/m3，堆积密度746kg/m3。

2.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组

成如下：

芬顿铁泥5份，粘结剂4份，粉煤灰0.5份，成球剂0.5份；

制备方法：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颗粒

直径≤0.15mm；

（2）按重量比5：4：0.5称取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并且

通过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5mm的生料球；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18h，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580℃下无氧烧结30min，密闭干燥室内冷却至室温，即得

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为黑色粗糙球状固体，吸水率为7.6%，颗粒密

度为1456kg/m3，堆积密度704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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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及利用芬顿铁泥制备陶粒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及利用芬顿铁泥制备陶粒的方法，属

于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芬顿氧化技术是一种水处理高级氧化技术，已应用于多种难降解废水处理中，该

技术是在酸性条件下利用Fe2+和H2O2反应，生成具有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氧化废水中的

有机化合物成为CO2和H2O，进而降解废水，Fenton处理后的出水一般通过加碱将溶液调至中

性或弱碱性，并加入一定的絮凝剂使铁以氢氧化铁的形式聚沉，并通过过滤的方式将Fe

(OH)3与溶液分离，由于芬顿反应后的体系中存在大量的Fe3+离子，进而产生大量含铁的污

泥固废。如果不妥善处理会产生很多危害：例如占用土地，堆放过程中经风吹雨淋发生化学

反应，破坏土壤结构；进入水体导致河床淤积，污染水体，另外，铁泥中含有丰富的Fe资源，

利用不合理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0003] 目前，处理芬顿铁泥的方法主要是焚烧、钢厂回收、直接填埋等；焚烧法处理铁泥，

将有机物高温烧掉，进而铁泥回用；该方法会对大气产生污染并且浪费染料资源；钢厂回

收，同样也是采用高温燃烧的方法，与焚烧方法类似；直接填埋处理铁泥，不仅污染环境，并

且Fe资源的浪费等。芬顿铁泥是制约芬顿氧化技术推广应用的关键性问题，因此芬顿铁泥

的有效资源化的处理，是一项亟待解决的工作。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集阴

极、阳极与一体，本身自带阴阳极，表面粗糙，比表面积大，同时具有吸水率小、颗粒密度小、

孔隙率高等特点。

[000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芬顿铁泥制备阴阳极一体化陶粒的方法，为芬顿铁泥提供

一种合理的资源化利用途径，一次配料、烧结即可制得本身自带阴阳极的陶粒，制备方法简

单。

[0006]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

组成如下：

[0008] 芬顿铁泥1～10份，粘结剂  1～8份，粉煤灰0.1～1份，成球剂0.1～1份，所述的粘

结剂为粘土；所述陶粒吸水率为5～10%，颗粒密度为1000～1600kg/m3，堆积密度500～

750kg/m3。

[0009] 本发明优选的，芬顿铁泥阴阳极陶粒，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组成如下：芬顿铁泥3

～8份，粘结剂  1～6份，粉煤灰0.1～0.6份，成球剂0.1～0.6份。

[0010] 本发明优选的，芬顿铁泥阴阳极陶粒，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组成如下：芬顿铁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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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份，粘结剂  3～5份，粉煤灰  0.5份，成球剂0.5份。

[0011] 本发明优选的，所述的成球剂为聚乙烯醇、羧甲基纤维素钠和六水硫酸镍混合后

加热水稀释后的混合溶液，混合溶液中，聚乙烯醇的质量浓度为3~6wt%，羧甲基纤维素钠的

质量浓度2~4wt%，六水硫酸镍质量浓度为1~2wt%。

[0012] 本发明优选的，所述的芬顿铁泥中有机物含量为40-50%，铁元素含量为20-30%。

[0013] 上述利用芬顿铁泥制备阴阳极一体化陶粒的方法，以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

成球剂为原料，制备过程，步骤如下：

[0014]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

[0015] （2）按重量比称取粘结剂、粉煤灰和芬顿铁泥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并且通过

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3-6mm的生料球；

[0016]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15～20h，

[0017]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520～650℃下无氧烧结25～35min，密闭干燥室内冷

却至室温，即得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0018] 发明人意外发现，以芬顿铁泥为原料经配料、烧结可制得本身自带阴阳极的陶粒，

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成球剂复配制得的生料球，高温无氧煅烧生料球，使有机物进行

有机碳化，芬顿铁泥内的三价铁化合物高温热解为零价铁，进而在陶粒内部形成微小原电

池的阴阳极，高温烧制后形成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0019] 有机物的有机碳化和三价铁化合物高温热解为零价铁的转化条件极难掌握，是该

转化技术的难点；如果芬顿铁泥过多，制得的陶粒生料球内部三价铁化合物含量比重相对

较大，又因为芬顿铁泥本身有机物含量较高，则所造陶粒本身就会过轻，同时内部转化进行

的程度可能较低，反而造成铁资源的一种浪费，用于进行微电解反应效果不好。如果芬顿铁

泥过少，制得的陶粒生料球内部三价铁化合物含量比重相对较小，经过无氧高温烧制后，内

部微小电池数目较少；本发明通过无数次实验制得的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处理模拟氯霉

素废水，氯霉素去除率达到50%以上，处理效果好。

[0020] 本发明利用芬顿氧化技术处理工业化废水时产生的铁泥制备新型阴阳极粒状陶

粒，使其资源化利用，不仅消除了芬顿铁泥固废的污染，而且节约了Fe资源。制备粒状陶粒

工艺简单，外表为粗糙粒状固体，吸水率为5—10%，颗粒密度为1000—1600kg/m3，堆积密度

500—750kg/m3，具有吸水率小、比表面积大、孔隙率高等特点。本发明制备的阴阳极粒状陶

粒可直接应用于曝气生物滤池和流化反应床的填料，也可以用于隔音材料、隔热材料、保温

材料等。

[0021] 本发明所用原料及设备均为现有技术。

[0022] 本发明的优点如下：

[0023] 本发明制备的陶粒为阴阳极一体化微电解型填料，陶粒表面粗糙、吸水率小、比表

面积大、孔隙率高，原料直接利用芬顿铁泥，消除了芬顿铁泥固废的污染，而且节约了Fe资

源。

[0024]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1制得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图；

[0026] 图2为实施例2制得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图；

[0027] 图3为实施例3制得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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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4为实施例4制得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图。

[0029] 图5为实验例填装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的微电解反应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中，1模拟废水，2进水泵，3曝气头，4输气泵，5取样口，6出水口，7陶粒填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不限于此。

[0032] 实施例中使用的芬顿铁泥铁成分如下表1所示：

[0033]

[0034] 实施例1

[0035] 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

组成如下：

[0036] 芬顿铁泥6份，粘结剂3份，粉煤灰0.5份，成球剂0.5份。

[0037] 制备方法：

[0038]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

（颗粒直径≤0.15mm）

[0039] （2）按重量比6：3：0.5称取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

并且通过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3-6mm的生料球；

[0040]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20h，

[0041]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600℃下无氧烧结33min，密闭干燥室内冷却至室温，

即得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0042] 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为黑色粗糙球状固体，吸水率为6.3%，颗

粒密度为1587kg/m3，堆积密度746kg/m3。制备的陶粒样品如图1所示。

[0043] 实施例2

[0044] 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

组成如下：

[0045] 芬顿铁泥5份，粘结剂4份，粉煤灰0.5份，成球剂0.5份。

[0046] 制备方法：

[0047]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

（颗粒直径≤0.15mm）

[0048] （2）按重量比5：4：0.5称取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

并且通过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5mm的生料球；

[0049]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18h，

[0050]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580℃下无氧烧结30min，密闭干燥室内冷却至室温，

即得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0051] 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为黑色粗糙球状固体，吸水率为7.6%，颗

粒密度为1456kg/m3，堆积密度704kg/m3。制备的陶粒样品如图2所示。

[0052] 实施例3

[0053] 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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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如下：

[0054] 芬顿铁泥4份，粘结剂4份，粉煤灰0.5份，成球剂0.5份。

[0055] 制备方法：

[0056]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

（颗粒直径≤0.15mm）

[0057] （2）按重量比4：4：0.5称取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

并且通过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5mm的生料球；

[0058]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17h，

[0059]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610℃下无氧烧结28min，密闭干燥室内冷却至室温，

即得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0060] 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为黑色粗糙球状固体，吸水率为8.8%，颗

粒密度为1367kg/m3，堆积密度675kg/m3。制备的陶粒样品如图3所示。

[0061] 实施例4

[0062] 一种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该陶粒本身自带阴阳极，所述陶粒原料重量份

组成如下：

[0063] 芬顿铁泥5份，粘结剂5份，粉煤灰0.5份，成球剂0.5份。

[0064] 制备方法：

[0065] （1）将芬顿铁泥、粉煤灰、粘结剂分别进行烘干处理、破碎并过100目筛进行筛分，

（颗粒直径≤0.15mm）

[0066] （2）按重量比5：5：0.5称取芬顿铁泥、粘结剂、粉煤灰，然后加入滚筒式造粒机内，

并且通过喷洒成球剂进行造粒成球，制得粒径5mm的生料球；

[0067] （3）将生料球置于室温下干燥16h，

[0068] （4）干燥后的生料球置于温度650℃下无氧烧结26min，密闭干燥室内冷却至室温，

即得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

[0069] 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外观为黑色粗糙球状固体，吸水率为9.1%，颗

粒密度为1248g/m3，堆积密度589kg/m3。制备的陶粒样品如图4所示。

[0070] 实验例：

[0071] 应分别将按照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3、实施例4制备的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

陶粒填装于图5  所示的微电解反应器中，进行对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的应用试验，

所述的微电解反应器4个圆柱状反应柱，反应柱内填充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每个反

应柱的侧壁底部设置有进水口，进水口连接进水管，进水管与进水总管连接，进水总管上设

置有进水泵，进水总管与储水池连接，每个反应柱的侧壁上部设置有出水口和取样口，在每

个反应柱的底部设置有曝气头，曝气头连接曝气管，曝气管连接曝气总管。对氯霉素模拟废

水进行预处理探究；氯霉素废水经过芬顿铁泥阴阳极一体化陶粒进行处理，水力停留时间

为2-8h，温度20～30℃，pH值2-7，填料与氯霉素废水的体积比为2-4:1，氯霉素模拟废水中

浓度为80-120mg/L。在没有曝气时，浓度100mg/L的氯霉素废水经过电解颗粒填料连续处理

六小时后，氯霉素去除率均达50%以上。反应器连续运行6  个月，未发现明显的板结现象，废

水处理效率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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