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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S1.向高氨氮废水投

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不断搅拌，得到中浓度

氨氮废水；S2.向一部分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

氧气，调控硝化菌实现硝化过程，与另一部分中

浓度氨氮废水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化工艺后添

加甲醇，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S3.

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产生MgNH4PO4·6H2O

沉淀，过滤，向滤液加入双氧水，加热至70℃-80

℃，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所

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低于1mg/L。本发明方法处理

简单，降低能耗，得到附加值产品高，氨氮去除率

高，去除负荷高，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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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按比例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不断搅拌，测得所述

废水的氨氮值为1000-1500mg/L时，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滤液为中浓度

氨氮废水；

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将硅藻土和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混合均匀后过滤，洗

净，加入质量为2-5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硅烷偶联剂，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和氧化

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2-3h，过滤，洗净，700W微波煅烧5-10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

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硅藻土、高岭土、硅烷偶联剂、纳米二氧化硅和氧化石墨烯的质量比为5:2:0 .2:

0.5:0.3；

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为2mol/L；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20-50mw/cm2，波长为265-310nm；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实现

硝化过程控制在亚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

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

化工艺，预计进水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

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00-150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9-11，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产

生MgNH4PO4·6H2O沉淀，过滤，固体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

液加入双氧水，加热至70℃-80℃，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用，可作

为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低于1mg/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氨氮废水的氨

氮值为大于20000m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氨氮废水与新

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的比例为1L：10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

方法为：将滤渣105℃烘干1-2h后用700W微波煅烧10-12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转速为500-

70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调控硝

化菌的方法为控制pH在8-8.4，温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2-3mg/L，泥龄大于5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甲醇的

添加量为300g/m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Mg(OH)2

和H3PO4的物质的量比值为1: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反

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1L:(580-870)mg:  (980-1470)mg。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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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液与双氧水的比值为1L:(80-12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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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氮素污染是引起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控制水中含氮化合物对维持水体

清洁以及防止水体富营养化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

[0003] 生物脱氮是指在微生物的联合作用下，污水中的有机氮及氨氮经过氨化作用、硝

化反应、反硝化反应，最后转化为氮气的过程。基本原理如下：氨化反应是指含氮有机物在

氨化功能菌的代谢下，经分解转化为  NH4+的过程。含氮有机物在有分子氧和无氧的条件下

都能被相应的微生物所分解，释放出氨硝化反应由好氧自养型微生物完成，在有氧状态下，

利用无机氮为氮源将NH4+化成NO2-，然后再氧化成NO3-的过程。硝化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由亚硝化菌将氨氮转化为亚硝酸（NO2-），第二阶段由硝化菌将亚硝酸盐转化为

硝酸盐（NO3-）。

[0004] 反硝化是在缺氧状态下，反硝化菌将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还原成气态氮（N2）的

过程。反硝化菌为异养型微生物，多属于兼性细菌，在缺氧状态时，利用硝酸盐中的氧作为

电子受体，以有机物（污水中的BOD成分）作为电子供体，提供能量并被氧化稳定。

[0005] 传统生物脱氮工艺将缺氧段置于系统前端，其发生反硝化反应产生的碱度能够少

量补充硝化反应之需。另外，缺氧池中反硝化反应利用原废水中的有机物为碳源可以减少

补充碳源的投加甚至不加。通过内循环将硝化反应产生的硝态氮转移到缺氧池进行反硝化

反应，硝态氮中氧作为电子受体，供给反硝化菌的呼吸作用和生命活动，并完成脱氮工序。

[0006] 在传统生物脱氮工艺中，内循环液来自曝气池，含有一定的DO，使A段难以保持理

想的缺氧状态，影响反硝化效果，脱氮率很难达到90%；另外含氨氮过多的水质对生物活性

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进入到生化系统后，严重时可导致其瘫痪；硝化液回流比对系统的脱

氮效果影响很大，若回流比控制过低，则无法提供充足的硝态氮进行反应，使硝化作用不完

全，进而影响脱氮效果。若要提高脱氮效率，必须加大内循环比，因而加大了运行费用。

[0007] 传统生物脱氮处理过程中，需要长时间高强度的曝气，造成废水处理过程能耗高；

出水碳氮浓度依旧较高，难以深度脱氮除碳。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目的在于，

提供一种处理简单，降低能耗，得到附加值产品高，氨氮去除率高，去除负荷高的高氨氮废

水处理方法。

[0009]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按比例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不断搅拌，测得所述

废水的氨氮值为1000-1500mg/L时，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滤液为中浓度

氨氮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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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将硅藻土和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混合均匀后过滤，洗

净，加入质量为2-5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硅烷偶联剂，加入纳米二氧化硅和氧化

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2-3h，过滤，洗净，700W微波煅烧5-10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

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硅藻土、高岭土、硅烷偶联剂、纳米二氧化硅和氧化石墨烯的质量比为5:2:0.2:

0.5:0.3；

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物质的量浓度为2mol/L；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20-50mw/cm2，波长为265-310nm；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实现

硝化过程控制在亚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

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

化工艺，预计进水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

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00-150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9-11，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产

生MgNH4PO4·6H2O沉淀，过滤，固体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

液加入双氧水，加热至70℃-80℃，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用，可作

为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低于1mg/L。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高氨氮废水的氨氮值为大于20000mg/L。

[0011]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高氨氮废水与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的比例为1L：

10g。

[001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方法为：将滤渣105℃烘干1-2h后

用700W微波煅烧10-12min。

[0013]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搅拌转速为500-700r/min。

[0014]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步骤S2中所述调控硝化菌的方法为控制pH在8-8.4，温

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2-3mg/L，泥龄大于5天。

[0015]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步骤S2中所述甲醇的添加量为300g/m3。

[0016]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步骤S3中所述Mg(OH)2和H3PO4的物质的量比值为1:1。

[001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步骤S3中所述反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

1L:(580-870)mg:  (980-1470)mg。

[0018]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步骤S3中所述滤液与双氧水的比值为1L:(80-120)mg。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1.  本发明制得的新型高选择性纳米分子筛具有反应快，吸附容量高、可重复使用，效

率高等特点，能高效去除水体中的氨氮从而使废水得到净化；高岭土和硅藻土天然具有多

孔结构，二氧化硅和氧化石墨烯改性后制得纳米结构使其具有更低的空隙用于吸附水体中

的氨氮，起到初步降低污水氨氮的作用，且成本较低，分子筛容易再生活化等特点；新型分

子筛的层与层间由氢键相连，作用力大，层间电荷饱和，然而四面体层和八面体层之间的阳

离子可以与其它离子发生置换反应而引入层间阳离子；

2.  本发明生物脱氮过程中厌氧氨氧化在缺氧条件下进行，不需要曝气装置供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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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能量的消耗，厌氧氨氧化以CO2作为碳源，不需要提供外加碳源，减少对碳源的消耗，产

泥量低，减少剩余污泥量，污泥处置费用低，去除负荷高，最大氮负荷可达9.5kg/（m3·d）；

3.  本发明方法处理简单，降低能耗，得到附加值产品高，氨氮去除率高，去除负荷高，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测试结果对比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显然，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其他所有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0022] 实施例1

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氨氮值为20000mg/L）中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投

入比例为1L：10g，不断搅拌，搅拌转速为500r/min，测得所述废水的氨氮值为1000-1500mg/

L时，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方法为：将滤渣105℃烘

干1h后用700W微波煅烧10min，滤液为中浓度氨氮废水；

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将50g硅藻土和20g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2mol/L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搅拌转

速为500r/min，混合均匀后过滤，洗净，加入质量为2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2g硅烷

偶联剂，加入5g纳米二氧化硅和3g氧化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2h，过滤，洗净，700W微波

煅烧5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20mw/cm2，波长为265nm；

改进的Hummers法制备氧化石墨烯：

步骤一、称取天然石墨粉(G)10  g，过硫酸钾4  g，五氧化二磷10  g，在搅拌的情况下加

入到装有24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先在60℃恒温水浴中反应3  h，然后再将三口烧瓶移人

2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5  h，抽滤，并用离子水清洗到中性，在空气中干燥，得到预氧化石墨

(P-G)；

步骤二、称取l  g的预氧化石墨，在搅拌的情况下加入到装有25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

放人冰水浴中，待预氧化石墨全部溶解以后，加入3  g的高锰酸钾，反应2  h，再将三口烧瓶

移人3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40min，最后加入去离子水，继续35℃反应1  h，最后滴加30％的

H2O2，使得不再有气体生成为止，溶液变为亮黄色。趁热离心过滤，并用大量的5％盐酸和去

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将最终的沉淀物经过l  h的超声震荡后，倒人培养皿中90℃下干燥24  h

得到片状的氧化石墨(GO)。

[0023]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

方法为控制pH在8，温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2mg/L，泥龄大于5天，实现硝化过程控制在亚

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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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化工艺，预计进水

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甲醇的添加量为

300g/m3，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00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9，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所述反

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1L:580mg:980mg，产生MgNH4PO4·6H2O沉淀，过滤，固体

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液加入双氧水，所述滤液与双氧水

的比值为1L:80mg。加热至70℃，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用，可作为

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为0.72mg/L。

[0024] 实施例2

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氨氮值为为29000mg/L）中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投入比例为1L：10g，不断搅拌，搅拌转速为700r/min，测得所述废水的氨氮值为1500mg/L

时，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方法为：将滤渣105℃烘干

2h后用700W微波煅烧12min，滤液为中浓度氨氮废水；

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将50g硅藻土和20g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2mol/L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搅拌转

速为700r/min，混合均匀后过滤，洗净，加入质量为5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2g硅烷

偶联剂，加入5g纳米二氧化硅和3g氧化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3h，过滤，洗净，700W微波

煅烧10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50mw/cm2，波长为310nm；

改进的Hummers法制备氧化石墨烯：

步骤一、称取天然石墨粉(G)10  g，过硫酸钾4  g，五氧化二磷10  g，在搅拌的情况下加

入到装有24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先在60℃恒温水浴中反应3  h，然后再将三口烧瓶移人

2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5  h，抽滤，并用离子水清洗到中性，在空气中干燥，得到预氧化石墨

(P-G)；

步骤二、称取l  g的预氧化石墨，在搅拌的情况下加入到装有25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

放人冰水浴中，待预氧化石墨全部溶解以后，加入3  g的高锰酸钾，反应2  h，再将三口烧瓶

移人3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40min，最后加入去离子水，继续35℃反应1  h，最后滴加30％的

H2O2，使得不再有气体生成为止，溶液变为亮黄色。趁热离心过滤，并用大量的5％盐酸和去

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将最终的沉淀物经过l  h的超声震荡后，倒人培养皿中90℃下干燥24  h

得到片状的氧化石墨(GO)。

[0025]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

方法为控制pH在8.4，温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3mg/L，泥龄大于5天，实现硝化过程控制在

亚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

度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化工艺，预计进

水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甲醇的添加量为

300g/m3，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50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11，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所述

反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1L:870mg:1470mg，产生MgNH4PO4·6H2O沉淀，过滤，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10194568 A

7



固体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液加入双氧水，所述滤液与双

氧水的比值为1L:120mg。加热至80℃，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用，

可作为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为0.97mg/L。

[0026] 实施例3

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氨氮值为22000mg/L）中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投

入比例为1L：10g，不断搅拌，搅拌转速为550r/min，测得所述废水的氨氮值为1200mg/L时，

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方法为：将滤渣105℃烘干

1.5h后用700W微波煅烧11min，滤液为中浓度氨氮废水；

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将50g硅藻土和20g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2mol/L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搅拌转

速为550r/min，混合均匀后过滤，洗净，加入质量为3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2g硅烷

偶联剂，加入5g纳米二氧化硅和3g氧化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2.5h，过滤，洗净，700W微

波煅烧7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30mw/cm2，波长为280nm；

改进的Hummers法制备氧化石墨烯：

步骤一、称取天然石墨粉(G)10  g，过硫酸钾4  g，五氧化二磷10  g，在搅拌的情况下加

入到装有24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先在60℃恒温水浴中反应3  h，然后再将三口烧瓶移人

2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5  h，抽滤，并用离子水清洗到中性，在空气中干燥，得到预氧化石墨

(P-G)；

步骤二、称取l  g的预氧化石墨，在搅拌的情况下加入到装有25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

放人冰水浴中，待预氧化石墨全部溶解以后，加入3  g的高锰酸钾，反应2  h，再将三口烧瓶

移人3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40min，最后加入去离子水，继续35℃反应1  h，最后滴加30％的

H2O2，使得不再有气体生成为止，溶液变为亮黄色。趁热离心过滤，并用大量的5％盐酸和去

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将最终的沉淀物经过l  h的超声震荡后，倒人培养皿中90℃下干燥24  h

得到片状的氧化石墨(GO)。

[0027]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

方法为控制pH在8.1，温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2mg/L，泥龄大于5天，实现硝化过程控制在

亚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

度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化工艺，预计进

水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甲醇的添加量为

300g/m3，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10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9.5，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所述

反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1L:638mg:  1078mg，产生MgNH4PO4·6H2O沉淀，过滤，

固体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液加入双氧水，所述滤液与双

氧水的比值为1L:90mg。加热至72℃，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用，可

作为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为0.59mg/L。

[0028] 实施例4

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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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氨氮值为25000mg/L）中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投

入比例为1L：10g，不断搅拌，搅拌转速为650r/min，测得所述废水的氨氮值为1400mg/L时，

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方法为：将滤渣105℃烘干

1.5h后用700W微波煅烧11min，滤液为中浓度氨氮废水；

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将50g硅藻土和20g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2mol/L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搅拌转

速为650r/min，混合均匀后过滤，洗净，加入质量为4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2g硅烷

偶联剂，加入5g纳米二氧化硅和3g氧化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2.5h，过滤，洗净，700W微

波煅烧9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40mw/cm2，波长为280nm；

改进的Hummers法制备氧化石墨烯：

步骤一、称取天然石墨粉(G)10  g，过硫酸钾4  g，五氧化二磷10  g，在搅拌的情况下加

入到装有24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先在60℃恒温水浴中反应3  h，然后再将三口烧瓶移人

2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5  h，抽滤，并用离子水清洗到中性，在空气中干燥，得到预氧化石墨

(P-G)；

步骤二、称取l  g的预氧化石墨，在搅拌的情况下加入到装有25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

放人冰水浴中，待预氧化石墨全部溶解以后，加入3  g的高锰酸钾，反应2  h，再将三口烧瓶

移人3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40min，最后加入去离子水，继续35℃反应1  h，最后滴加30％的

H2O2，使得不再有气体生成为止，溶液变为亮黄色。趁热离心过滤，并用大量的5％盐酸和去

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将最终的沉淀物经过l  h的超声震荡后，倒人培养皿中90℃下干燥24  h

得到片状的氧化石墨(GO)。

[0029]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

方法为控制pH在8.3，温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3mg/L，泥龄大于5天，实现硝化过程控制在

亚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

度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化工艺，预计进

水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甲醇的添加量为

300g/m3，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30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10，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所述

反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1L:812mg:  1372mg，产生MgNH4PO4·6H2O沉淀，过滤，

固体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液加入双氧水，所述滤液与双

氧水的比值为1L:110mg。加热至78℃，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用，

可作为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为0.52mg/L。

[0030] 实施例5

一种高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选择性吸附：向高氨氮废水（氨氮值为24000mg/L）中投入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投

入比例为1L：10g，不断搅拌，搅拌转速为600r/min，测得所述废水的氨氮值为1250mg/L时，

过滤，滤渣进行活化再生处理循环使用，所述滤渣的活化再生方法为：将滤渣105℃烘干

1.5h后用700W微波煅烧11min，滤液为中浓度氨氮废水；

所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由以下方法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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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50g硅藻土和20g高岭土混合均匀后加入2mol/L氢氧化钠溶液中，加热搅拌，搅拌转

速为600r/min，混合均匀后过滤，洗净，加入质量为4倍的去离子水中，边搅拌边加入2g硅烷

偶联剂，加入5g纳米二氧化硅和3g氧化石墨烯，紫外灯照射下搅拌2.5h，过滤，洗净，700W微

波煅烧7min，洗涤烘干，去除杂质，烘干，研磨，得到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

所述紫外灯的照射强度为35mw/cm2，波长为280nm；

改进的Hummers法制备氧化石墨烯：

步骤一、称取天然石墨粉(G)10  g，过硫酸钾4  g，五氧化二磷10  g，在搅拌的情况下加

入到装有24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先在60℃恒温水浴中反应3  h，然后再将三口烧瓶移人

2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5  h，抽滤，并用离子水清洗到中性，在空气中干燥，得到预氧化石墨

(P-G)；

步骤二、称取l  g的预氧化石墨，在搅拌的情况下加入到装有25  mL硫酸的三口烧瓶里，

放人冰水浴中，待预氧化石墨全部溶解以后，加入3  g的高锰酸钾，反应2  h，再将三口烧瓶

移人35℃的恒温水浴中反应40min，最后加入去离子水，继续35℃反应1  h，最后滴加30％的

H2O2，使得不再有气体生成为止，溶液变为亮黄色。趁热离心过滤，并用大量的5％盐酸和去

离子水清洗至中性。将最终的沉淀物经过l  h的超声震荡后，倒人培养皿中90℃下干燥24  h

得到片状的氧化石墨(GO)。

[0031] S2.  生物脱氮：向一部分步骤S2中中浓度氨氮废水中充入氧气，通过调控硝化菌，

方法为控制pH在8.2，温度为35℃左右，DO浓度为2.5mg/L，泥龄大于5天，实现硝化过程控制

在亚硝化阶段，预计亚硝态氮积累率为80%左右，将亚硝化工艺出水与另一部分步骤S2中中

浓度氨氮废水混合，配水比按照实际情况确定，中间池混合后，进入厌氧氨氧化工艺，预计

进水亚硝态氮为550mg/L，氨氮为450mg/L，厌氧氨氧化处理出水后添加甲醇，甲醇的添加量

为300g/m3，进入反硝化工艺，得到反硝化出水，所述反硝化出水的氨氮值为125mg/L；

S3.  沉淀：调节步骤S2中的反硝化出水的pH值为9-11，按比例加入Mg(OH)2和H3PO4，所

述反硝化出水与Mg(OH)2和H3PO4的比值为1L:754mg:1274mg，产生MgNH4PO4·6H2O沉淀，过

滤，固体留用，可作为农业肥料，滤液中的氨氮值为30mg/L，向滤液加入双氧水，所述滤液与

双氧水的比值为1L:100mg。加热至75℃，搅拌直至不产生气泡，冷却至室温，过滤，固体留

用，可作为工业粗盐，滤液可排放，所述滤液中氨氮含量为0.47mg/L。

[0032] 对比例1

与实施例5相比，省去步骤S1，直接将高氨氮废水进行生物脱氮步骤和沉淀步骤，最后

测得滤液中的氨氮含量为1020mg/L。

[0033] 对比例2

与实施例5相比，省去步骤S2，直接将步骤S1制得的中浓度氨氮废水进行沉淀步骤，最

后测得滤液中的氨氮含量为2260mg/L。

[0034] 测试例1

将采用实施例1-5和对比例1-2以及普通方法处理的原水和处理后水进行测试，结果见

图1。

[0035] 由图1可知，本发明实施例1-5所述方法与对比例1、2以及普通方法相比，均具有极

好的氨氮去除率（99.99%），其COD去除率较高（大于98%），盐度降低了（60-66%）。通过与对比

例1相比，可见本发明制备的新型高选择性分子筛具有较好的污水净化效果；通过与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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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比，可见生物脱氮能够更进一步净化污水，去除污水中的污染成分。

[003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制得的新型高选择性纳米分子筛具有反应快，吸附容量

高、可重复使用，效率高等特点，能高效去除水体中的氨氮从而使废水得到净化；高岭土和

硅藻土天然具有多孔结构，二氧化硅和氧化石墨烯改性后制得纳米结构使其具有更低的空

隙用于吸附水体中的氨氮，起到初步降低污水氨氮的作用，且成本较低，分子筛容易再生活

化等特点；新型分子筛的层与层间由氢键相连，作用力大，层间电荷饱和，然而四面体层和

八面体层之间的阳离子可以与其它离子发生置换反应而引入层间阳离子；

本发明生物脱氮过程中厌氧氨氧化在缺氧条件下进行，不需要曝气装置供氧，可以减

少能量的消耗，厌氧氨氧化以CO2作为碳源，不需要提供外加碳源，减少对碳源的消耗，产泥

量低，减少剩余污泥量，污泥处置费用低，去除负荷高，最大氮负荷可达9.5kg/（m3·d）；

本发明方法处理简单，降低能耗，得到附加值产品高，氨氮去除率高，去除负荷高，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0037]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权利要求书确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条件下，还

可以对以上内容进行各种各样的修改。因此本发明的范围并不仅限于以上的说明，而是由

权利要求书的范围来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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