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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污水处理剂，其包括：聚

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改性沸石、

氧化剂、催化剂、金属去除剂、缓冲剂、活性炭粉，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污水处理剂的制备方法。本

发明的此种污水处理剂可有效降低各种污水对

环境的污染程度，处理污染物范围广，效果好，工

艺流程短，操作安全性高，可应用于制浆造纸废

水、炼油厂含油废水、城市污水等，适用性广，对

环境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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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污水处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水处理剂的各组份按质量百分比为：聚合氯化

铝20-40%、聚丙烯酰胺5-8%、磷酸二氢铵5-8%、改性沸石10-15%、氧化剂5-10%、催化剂1-5%、

金属去除剂1-5%、缓冲剂1-5%、余量为活性炭粉；所述改性沸石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沸石

磨细为150-300目的粉末，使用有机酸性改性剂在50-100℃浸泡3-6小时后加入复配表面活

性剂；所述有机酸性改性剂为萘乙酸；所述复配表面活性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

基苯磺酸钠的混合物；所述氧化剂为过氧化氢、次氯酸钠的一种或两种；所述催化剂为浓度

为80-98%的聚乙烯醇、浓度为90-95%的二甲基亚砜；所述金属去除剂为EDTA；所述缓冲剂为

碳酸氢钠。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污水处理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1）将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改性沸石、金属去除剂、催化剂、活性炭粉

按比例混合，加入混合物重量3-5倍的水搅拌均匀；各组份按质量百分比计算为：聚合氯化

铝20-40%、聚丙烯酰胺5-8%、磷酸二氢铵5-8%、改性沸石10-15%、氧化剂5-10%、催化剂1-5%、

金属去除剂1-5%、缓冲剂1-5%、余量为活性炭粉；

2）将步骤1）的混合物加入物料桶，加入缓冲剂，疏松物料，在30-60℃搅拌5-10h；

3）将搅拌好的物料在40-80℃烘干，加入氧化剂，粉碎至50-200目粉，得到产品污水处

理剂。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487823 B

2



一种污水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污水处理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废水是指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污水和废液，其中含有随水流失的工

业生产用料、中间产物和产品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废水的

种类和数量迅猛增加，对水体的污染也日趋广泛和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对

于保护环境来说，工业废水的处理比城市污水的处理更为重要。

[0003] 现行处理印染污水的处理方法中主要有生物法，电解法，化学法和光催化法。生物

法占地面积大，适用范围窄，效果也不理想；电解法虽然效果好于生物法，但是能源消耗大，

推广困难。光催化法由于可以使有机物完全矿化，没有二次污染而备受瞩目，但是光催化法

对于沉淀悬浮物尚有效果，而对于降低COD，BOD及色度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除臭效果更

差，此外还会带来二次污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化学处理方法是用投放的化学试

剂处理污染物，包括中和、絮凝、氧化还原等反应，这种方式处理污水较为彻底，处理后能够

达到排放标准。污水处理剂则是化学处理法的主要原料。水处理剂也称絮凝剂，在生活用

水、工业废水、污水处理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其中，有机合成高分子型絮凝剂包括聚丙烯酰

胺等人工合成高分子絮凝剂，因为絮凝效果好，投加量少在而广泛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可有效降低各种污水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处

理污染物范围广、效果好、工艺流程短、操作安全性高、可应用于制浆造纸废水、炼油厂含油

废水、城市污水等、适用性广、对环境较友好的污水处理剂。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污水处理剂，所述污水处理剂的各组份为聚合氯

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改性沸石、氧化剂、催化剂、金属去除剂、缓冲剂、活性炭粉；

[0006] 进一步地，各组份按质量百分比为：聚合氯化铝20-40％、聚丙烯酰胺5-8％、磷酸

二氢铵5-8％、改性沸石10-15％、氧化剂5-10％、催化剂1-5％、金属去除剂1-5％、缓冲剂1-

5％、余量为活性炭粉；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改性沸石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沸石磨细为150-300目的粉末，使

用有机酸性改性剂在50-100℃浸泡3-6小时后加入复配表面活性剂；所述有机酸性改性剂

为苹果酸、草酸、乳酸、枸椽酸、草酸、萘乙酸、吲哚丁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复配表面活性

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混合物；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氧化剂为过氧化氢、次氯酸钠的一种或两种；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催化剂为浓度为80-98％的聚乙烯醇、浓度为90-95％的二甲基亚

砜；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去除剂为EDTA；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缓冲剂为碳酸氢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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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污水处理剂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为：

[0013] 1)将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改性沸石、金属去除剂、催化剂、活性

炭粉按比例混合，加入混合物重量3-5倍的水搅拌均匀；各组份按质量百分比计算为：聚合

氯化铝20-40％、聚丙烯酰胺5-8％、磷酸二氢铵5-8％、改性沸石10-15％、氧化剂5-10％、催

化剂1-5％、金属去除剂1-5％、缓冲剂1-5％、余量为活性炭粉；

[0014] 2)将步骤1)的混合物加入物料桶，加入缓冲剂，疏松物料，在30-60℃搅拌5-10h；

[0015] 3)将搅拌好的物料在40-80℃烘干，加入氧化剂，粉碎至50-200目粉，得到产品污

水处理剂；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改性沸石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沸石磨细为150-300目的粉末，使

用有机酸性改性剂在50-100℃浸泡3-6小时后加入复配表面活性剂；所述有机酸性改性剂

为苹果酸、草酸、乳酸、枸椽酸、草酸、萘乙酸、吲哚丁酸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复配表面活性

剂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混合物；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氧化剂为过氧化氢、次氯酸钠的一种或两种；所述催化剂为浓度为

80-98％的聚乙烯醇、浓度为90-95％的二甲基亚砜；所述金属去除剂为EDTA；所述缓冲剂为

碳酸氢钠。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相对于现有技术中的污水处理剂，本发明的此种污水处理剂可有效降低各种污水

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处理污染物范围广，效果好，工艺流程短，操作安全性高，可应用于制浆

造纸废水、炼油厂含油废水、城市污水等，适用性广，对环境较友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一种污水处理剂，由以下组份按重量份配比而成：

[0022] 聚合氯化铝20％、聚丙烯酰胺5％、磷酸二氢铵8％、改性沸石10％、过氧化氢5％、

浓度为98％的聚乙烯醇5％、EDTA5％、碳酸氢钠5％、余量为活性炭粉；

[0023] 所述改性沸石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沸石磨细为150目的粉末，使用重量为沸石重

量3倍、浓度为30％的萘乙酸乙醇溶液在50℃浸泡6小时后加入重量为沸石重量3倍、浓度为

3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重量比为1:1的混合物溶液；将产物烘干即

得到改性沸石。

[0024] (二)制备方法：

[0025] 1)将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改性沸石、EDTA、浓度为98％的聚乙烯

醇、活性炭粉按比例混合，加入混合物重量3倍的水搅拌均匀；

[0026] 2)将步骤1)的混合物加入物料桶，按比例加入缓冲剂，疏松物料，在30℃搅拌5h；

[0027] 3)将搅拌好的物料在60℃烘干，按比例加入过氧化氢，粉碎至200目粉，得到产品

污水处理剂。

[0028] 实施例2：

[0029] (一)一种污水处理剂，由以下组份按重量份配比而成：

[0030] 聚合氯化铝40％、聚丙烯酰胺8％、磷酸二氢铵5％、改性沸石15％、次氯酸钠5％、

浓度为98％的聚乙烯醇5％、金属去除剂5％、碳酸氢钠5％、余量为活性炭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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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改性沸石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沸石磨细为150目的粉末，使用重量为沸石重

量3倍、浓度为30％的萘乙酸乙醇溶液在50℃浸泡6小时后加入重量为沸石重量3倍、浓度为

30％的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重量比为1:1的混合物溶液；将产物烘干即

得到改性沸石。

[0032] (二)制备方法：

[0033] 1)将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改性沸石、EDTA、浓度为98％的聚乙烯

醇、活性炭粉按比例混合，加入混合物重量3倍的水搅拌均匀；

[0034] 2)将步骤1)的混合物加入物料桶，按比例加入缓冲剂，疏松物料，在60℃搅拌5h；

[0035] 3)将搅拌好的物料在60℃烘干，按比例加入次氯酸钠，粉碎至200目粉，得到产品

污水处理剂。

[0036] 对比例：

[0037] (一)一种污水处理剂，由以下组份按重量份配比而成：

[0038] 聚合氯化铝40％、聚丙烯酰胺8％、磷酸二氢铵5％、150目的沸石粉15％、浓度为

98％的聚乙烯醇5％、金属去除剂5％、缓冲剂5％、余量为活性炭粉。

[0039] (二)制备方法：

[0040] 1)将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磷酸二氢铵、沸石、Span-80、浓度为98％的聚乙烯

醇、活性炭粉按比例混合，加入混合物重量3倍的水搅拌均匀；

[0041] 2)将步骤1)的混合物加入物料桶，按比例加入缓冲剂，疏松物料，在60℃搅拌5h；

[0042] 3)将搅拌好的物料在60℃烘干，粉碎至200目粉，得到产品污水处理剂。

[0043] 实施例4：

[0044] 对实施例1-2及对比例的污水处理剂进行对比试验，共设置以下几个组别：

[0045] A1组：使用实施例1制备的污水处理剂，使用量100mg/L；

[0046] A2组：使用实施例2制备的污水处理剂，使用量200mg/L；

[0047] B组：使用对比例制备的污水处理剂作，使用量200mg/L；

[0048] C组：未使用污水处理剂。

[0049] 表1效果对比试验

[0050] 组别 COD BOD6 SS

A1 50 10 10

A2 20 5 5

B 60 20 20

C 250 140 150

[0051] 通过上述效果对比试验可知，本发明的污水处理剂可有效降低各种污水对环境的

污染程度，处理污染物范围广，效果好。

[0052] 上述实施例只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是在于让本领域内的

普通技术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

是根据本发明内容的实质所作出的等效的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7487823 B

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