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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

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处理方

法，它为了解决现有芬顿处理体系存在H2O2消耗

大，铁投量多以及污染物去除效果较差的问题。

水处理方法：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

4.0范围内；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亚铁盐，

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化氢溶液；三、再加入次

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

度为1～15mg/L，进行强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

染物。本发明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

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对污染物的去除率可以提高

30％～50％，使过氧化氢或过硫酸盐的投加量减

少20％～50％，使二价铁或者其他金属盐的投加

量减少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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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按下列步

骤实现：

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4.0范围内；

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亚铁盐，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三、再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15mg/L，进行强

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当待处理水为饮用源水，步骤二中过氧化氢的投量为0.5～5m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当待处理水的COD浓度大于10mg/L时，步骤二控制待处理水中过氧化氢的加入量与

COD的质量浓度比为0.1～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亚铁盐与过氧化氢的摩尔比为0.5～1: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搅拌的速度为100～100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三强化反应的时间为5～60min。

7.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按下列

步骤实现：

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4.0范围内；

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过渡金属盐，搅拌待处理水，加入单过硫酸盐或过二硫酸

盐；

三、再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15mg/L，进行强

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其中步骤二所述的过渡金属盐为亚铁盐、铜盐、锌盐、锆盐、钴盐、锰盐中的一种或者多

种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当加入单过硫酸盐时，使过渡金属盐与单过硫酸盐的当量摩尔比为20～

50：1。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当加入过二硫酸盐时，使过渡金属盐与过二硫酸盐的当量摩尔比为5～

50：1。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待处理水为饮用地

表水、饮用地下水、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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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处理方法，具体涉及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类芬顿反应体系去

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芬顿反应是由亚铁离子(Fe2+)和过氧化氢(H2O2)组成的一种高级化学氧化技术,

能生成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HO·) ,在水溶液中可与难降解有机物发生氧化反应从而破

坏其结构,因此在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芬顿试剂是由法国科学家Fenton于1894年发

现,具有适用范围广、污染小、抗干扰能力强以及反应迅速等优点。在芬顿反应中,H2O2在Fe2

+催化下可以生成具有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HO·)，并生成Fe3+，Fe3+也可和H2O2反应，生

成Fe2+。整个反应过程实现了Fe2+和Fe3+之间的循环，并连续不断地产生活性自由基(HO·，

HOO·)。HO·电子亲和能力高，可以无选择性地快速氧化各种有机化合物，迅速将其氧化为

CO2或H2O或转化为其他易于生物降解的有机物。类芬顿反应体系是指利用芬顿试剂，改变一

些条件(比如紫外光照、电芬顿)或者掺杂了除了铁以外的金属(铜、锌、锆)等的反应。

[0003] 芬顿反应对难生物降解废水、有毒废水和生物抑制性废水有着稳定、有效的去除

功能，因其反应迅速、适用范围广，可以处理不同类型的废水，降解多种多糖聚合物等优点，

在国内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0004] 但单独的芬顿处理体系存在H2O2消耗大，铁投量多，成本高，pH适用范围窄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芬顿处理体系存在H2O2消耗大，铁投量多以及污染

物去除效果较差的问题，而提供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

方法。

[0006] 本发明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列步骤实现：

[0007] 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4.0范围内；

[0008] 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亚铁盐，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0009] 三、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

15mg/L，进行强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10] 本发明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列步骤实现：

[0011] 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4.0范围内；

[0012] 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过渡金属盐，搅拌待处理水，加入单过硫酸盐或过二硫

酸盐；

[0013] 三、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

15mg/L，进行强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14] 其中步骤二所述的过渡金属盐为亚铁盐、铜盐、锌盐、锆盐、钴盐、锰盐中的一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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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种混合物。

[0015] 本发明所述的芬顿或者类芬顿体系本身能够产生氧化作用强的自由基，如羟基自

由基、硫酸根自由基等。但是羟基自由基、硫酸根自由基的稳定性差，在溶液中的稳态浓度

低。在体系中加入自由氯(次氯酸盐或氯气)后，通过自由氯和氯离子与羟基自由基及硫酸

根自由基的反应产生大量的Cl·、ClO·、Cl2·等稳态浓度高的自由基种类，因而提高芬顿

体系对污染物的降解效果。

[0016] 本发明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相比于单独的芬顿/

类芬顿体系，对污染物的去除率可以提高30％～50％，使过氧化氢或过硫酸盐的投加量减

少20％～50％，使二价铁或者其他金属盐的投加量减少30％～60％，使反应时间缩短2～10

倍。

[0017] 具体实施方法

[0018]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

法按下列步骤实施：

[0019] 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4.0范围内；

[0020] 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亚铁盐，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0021] 三、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

15mg/L，进行强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22] 本实施方式加完过氧化氢溶液后，在1～30min内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

气。

[0023]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亚铁盐为氯化亚铁、硝酸亚铁或硫酸亚铁。

[0024] 本实施方式中待处理水可以为高COD、高磷废水、高氨氮或高色度的工业污水、生

活污水或者垃圾渗滤液等。其污染物种类包括各类抗生素、人工合成麝香、止痛药、降压药、

避孕药、催眠药、减肥药、发胶、染发剂和杀菌剂等。

[0025] 应用本实施方式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能使饮用

源水中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达80％以上，或污水中COD含量降低60％～90％。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当待处理水为饮用源

水，步骤二中过氧化氢的投量为0.5～5mg/L。

[0027] 本实施方式饮用源水中的污染物浓度较低，一般COD浓度在0.001～10mg/L范围

内。过氧化氢是以水溶液的形式投加。

[0028]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当待处理水的COD

浓度大于10mg/L时，步骤二控制待处理水中过氧化氢的加入量(mg/L)与COD的质量浓度比

为0.1～1:1。

[0029] 本实施方式中高COD，高磷废水，可以是高氨氮或高色度的工业污水、生活污水或

者垃圾渗滤液等。其污染物种类包括各类抗生素、人工合成麝香、止痛药、降压药、避孕药、

催眠药、减肥药、发胶、染发剂和杀菌剂等。

[0030]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亚铁

盐与过氧化氢(Fe：H2O2)的摩尔比为0.5～1:3。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搅拌

的速度为100～10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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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三强化反

应的时间为5～60min。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

方法按下列步骤实施：

[0034] 一、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在2.0～4.0范围内；

[0035] 二、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过渡金属盐，搅拌待处理水，加入单过硫酸盐或过二硫

酸盐；

[0036] 三、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或者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

15mg/L，进行强化反应，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37] 其中步骤二所述的过渡金属盐为亚铁盐、铜盐、锌盐、锆盐、钴盐、锰盐中的一种或

者多种混合物。

[0038] 本实施方式所述的过二硫酸盐为过二硫酸钾、过二硫酸钠或过二硫酸氨，单过硫

酸盐为过一硫酸钾、过一硫酸钠或过一硫酸氨，铜盐为氯化亚铜、硝酸亚铜或硫酸亚铜。

[0039]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七不同的是步骤二中当加入单过硫

酸盐时，使过渡金属盐与单过硫酸盐的当量摩尔比为20～50：1。

[0040]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七不同的是步骤二中当加入过二硫

酸盐时，使过渡金属盐与过二硫酸盐的当量摩尔比为5～50：1。

[0041]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七不同的是待处理水为饮用地

表水、饮用地下水、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

[0042] 实施例一：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列

步骤实施：

[0043] 一、经测定待处理地表水中包含莠去津、硝基苯、碘普罗胺等微量污染物，污染物

浓度为2.0mg/L；

[0044] 二、确定过氧化氢的投加量为2.0mg/L；

[0045] 三、确定硫酸亚铁的投加量为0.6mg/L；

[0046]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2.5；

[0047]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硫酸亚铁，以50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

化氢溶液；

[0048] 六、再快速加入有效氯浓度为10％的次氯酸盐储备溶液，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

为2.5mg/L，进行强化反应15min，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49] 本实施例能够使饮用源水中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达85％以上。

[0050] 实施例二：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列

步骤实施：

[0051] 一、待处理染料废水中COD的浓度为500mg/L；

[0052] 二、取过氧化氢与COD的质量浓度之比为0.5:1，确定过氧化氢的投加量为250mg/

L；

[0053] 三、根据二价铁盐与过氧化氢的摩尔浓度之比为0.5:3，确定二价铁盐的投加量

(70mg/L)；

[0054]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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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二价铁盐，以100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

氧化氢溶液；

[0056] 六、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0mg/L，进行强化反应

30min，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57] 本实施例能够使处理水中COD含量降低80％。

[0058] 实施例三：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列

步骤实施：

[0059] 一、经待处理生活污水中COD的浓度为200mg/L；

[0060] 二、取过氧化氢与COD的质量浓度之比为0.75:1，确定过氧化氢的投加量为150mg/

L；

[0061] 三、根据二价铁盐与过氧化氢的摩尔浓度之比为0.75:3，确定二价铁盐的投加量

(62mg/L)；

[0062]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3.5；

[0063]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二价铁盐，以75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

化氢溶液；

[0064] 六、再快速通入氯气，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5mg/L，进行强化反应20min，从而

去除水中污染物。

[0065] 本实施例能够使生活污水中COD含量降低90％。

[0066] 实施例四：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列

步骤实施：

[0067] 一、待处理水为氨氮含量为35mg/L,COD含量为100mg/L的养殖场污水；

[0068] 二、取过氧化氢与COD的质量浓度之比为0.5:1，确定过氧化氢的投加量为50mg/L；

[0069] 三、根据二价铁与过氧化氢的摩尔浓度之比为0.75:3，确定二价铁的投加量；

[0070]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3.0；

[0071]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二价铁盐，以50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氧

化氢溶液；

[0072] 六、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7.5mg/L，进行强化反应

30min，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73] 本实施例能够使污水中氨氮含量降低80％，COD含量降低75％。

[0074] 实施例五：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

列步骤实施：

[0075] 一、待处理水为饮用地表水，其包含的微量污染物主要有碘普罗胺、双氯芬酸、卡

马西平等，浓度大约为2.5mg/L；

[0076] 二、确定单过硫酸盐的投加量为3mg/L；

[0077] 三、根据氯化钴与单过硫酸盐的摩尔浓度之比为1.5:3，确定氯化钴的投加量；

[0078]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3.5；

[0079]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氯化钴，以100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单过

硫酸盐溶液；

[0080] 六、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2mg/L，进行强化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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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in，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81] 本实施例能够使饮用源水中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达85％以上。

[0082] 实施例六：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

列步骤实施：

[0083] 一、待处理水为饮用地表水，其包含的微量污染物主要有碘普罗胺、双氯芬酸、卡

马西平等，浓度大约为2.5mg/L；

[0084] 二、确定单过硫酸盐的投加量为3mg/L；

[0085] 三、确定一价铜盐的投加量为0.85mg/L；

[0086]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3.0；

[0087]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一价铜盐，以100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单

过硫酸盐溶液；

[0088] 六、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2mg/L，进行强化反应

10min，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89] 本实施例能够使饮用源水中微量污染物的去除率达90％以上。

[0090] 实施例七：本实施例利用自由氯强化类芬顿反应体系去除水中污染物的方法按下

列步骤实施：

[0091] 一、测定待处理垃圾渗滤液中COD的浓度为1000mg/L；

[0092] 二、取过二硫酸盐与COD的质量浓度之比为0 .5:1，即过二硫酸盐的投加量为

500mg/L；

[0093] 三、根据二价铁盐与过二硫酸盐的摩尔浓度之比为0.5:3；

[0094] 四、调节待处理水的pH值为3.0；

[0095] 五、然后向待处理水中投加二价铁盐，以1000r/min的转速搅拌待处理水，加入过

二硫酸盐溶液；

[0096] 六、再快速加入次氯酸盐溶液，使体系中有效氯的浓度为15mg/L，进行强化反应

40min，从而去除水中污染物。

[0097] 本实施例能够使处理水中COD含量降低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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