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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除磷填料X-Phos基质及其

制备方法，可应用于水处理材料制备领域。该填

料的主要制备原料为：CaO2、凹凸棒粘土、胶黏剂

和水余量。制备方法为：将上述各种原材料分别

进行特定步骤的预处理，然后按照特定比例均匀

混合，并加水搅拌；将搅拌好的浆料制成直径、高

度一定的圆柱体颗粒；成型后于一定温度下风

干。本发明原材料易获得，成品除磷效果高效稳

定，可用于人工湿地、生物滤池、尾水净化等系统

的深度除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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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除磷填料X-Phos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磷填料X-Phos基质成分组成为：CaO2

粉末50%~55%，天然凹凸棒粘土5%~10%，改性凹凸棒粘土30%~35%，胶黏剂3%~6%，水3%~6%；所

述基质还含有MgO2、活性炭或者粉煤灰中的一种或几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磷填料X-Phos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凹凸棒粘土由天

然凹凸棒粘土进行800℃高温改性制备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磷填料X-Phos基质，其特征在于，该除磷填料X-Phos基质为

圆柱体，底面直径为5~50mm，高度为5~50mm，最大磷吸附容量为200mg/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磷填料X-Phos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CaO2粉末中CaO2含

量50%~6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磷填料X-Phos基质，其特征在于，所述胶黏剂为硅酸钠、聚

乙烯醇胶黏剂中的一种或两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磷填料X-Phos基质，其特征在于，MgO2、活性炭或者粉煤灰的

含量均为1%。

7.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除磷填料X-Phos基质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

下步骤：

1）CaO2粉末与凹凸棒粘土过200目筛网；

2）将天然凹凸棒粘土进行800℃高温改性处理制备改性凹凸棒粘土；

3）常温下，将各个组成物质按比例进行混合搅拌；

4）将搅拌好的浆料压制成圆柱体颗粒后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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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除磷填料X-Phos基质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污染控制工程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水体除磷填料X-Phos基

质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由水体富营养化而引起的水华或赤潮会导致水质下降，水生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

坏，进而会威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类健康。水体富营养化主要是因为水体中氮、磷等

营养物质较多造成的，而其中磷被认为是控制富营养化的关键，因此研究除磷填料的应用

对水体富营养化的控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对非工业废水即污染程度相对较低的污水，生

物滤池、人工湿地等技术较为常用，在此类技术中，填料的选择是核心问题之一，直接影响

氮磷的去除效果。目前在已应用于污水处理的填料中，多数存在除磷机理单一，效率低等问

题，对深度除磷、见效快的基质报道较少。

[0003] 王长波等人用Fe、活性炭和一些催化元素为原料发明一种既能降低水体中磷含量

又能同步去除水体中色度的填料（申请号201310315294.2），达到了同步脱色除磷的目的，

但制作过程较为复杂，对温度要求较高，催化元素中含有多种金属元素，易引起二次污染。

刘超翔等将建筑废弃水泥砖破碎，制成小颗粒作为除磷吸附剂（申请号201310420535.X），

使建筑废料资源化利用，但其除磷原理主要为物理吸附，吸附饱和后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

向水体中释放磷。刘志军等发明了一种可再生改性页岩陶粒除磷填料（申请号

201510190580.X），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但制备过程中对pH要求较高，且填料饱和吸附量相

对较低，为20~25mg/g。李旭东等以粉煤灰、石膏、磷石膏、水泥、铝粉和水为原料按一定配比

制备出一种污水强化除磷填料（申请号201410005588.X），但除磷机理同样以物理吸附为

主，待吸附饱和后便失去除磷功能，为了解决此问题，李旭东等对填料进行了改进，发明出

一种新型聚合氯化铝除磷填料（申请号201410784847.3），使磷吸附功能高效稳定，但原料

中聚氯化铝的重量比重过多，达60%~90%，易造成水体中Al含量过多。

[0004] 申请人前期研究表明天然凹凸棒粘土内部多孔道，比表面积大，具有良好的吸附

性能，将其在700℃以上热处理后会表现出高效的磷吸附功能。Ca2+会与水体中的磷反应生

成沉淀，其中羟基磷酸钙最为稳定，所以当水体中含有Ca和P成分时，最终多会以羟基磷酸

钙形态存在。羟基磷酸钙是一种新型无机高分子材料，人体中钙元素主要以羟基磷酸钙晶

体的形式存在，当其在水体中存在时不会对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影响，可视为一种生

态友好型物质。所以当某种填料中含有凹凸棒粘土和Ca时，既可以保证除磷的高效率又不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不利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为达到深度除磷的效果，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除磷填料X-Phos基质及其制备

方法，X定义为“去除”，Phos代表磷酸盐，利用CaO2、凹凸棒粘土、胶黏剂和水余量按一定比

例进行混合搅拌压制成圆柱状颗粒，可作为除磷填料。主要原料：CaO2粉末（CaO2含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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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凹凸棒粘土、胶黏剂、水。填料重量组成成分为：CaO2粉末50%~55%，天然凹凸棒粘土5%

~10%，改性凹凸棒粘土30%~35%，胶黏剂3%~6%，水3%~6%。填料最后成型时为圆柱体，底面直

径为5~50mm，高度为5~50mm。最大磷吸附容量为200mg/g。

[0006] 所述胶黏剂为硅酸钠、聚乙烯醇胶黏剂中的一种或两种。

[0007] 除了上述主要原料，在填料制作过程中还可以加入少量MgO2、活性炭、粉煤灰等物

质。MgO2、活性炭或者粉煤灰的含量均为1%。

[0008] 使用方法：本发明是针对磷的深度处理，所以使用时要与其他种类填料配合使用，

以达到对水质综合净化效果。使用量宜为总填料用量的1%。

[0009] 具体制作步骤：

[0010] （1）CaO2粉末与凹凸棒粘土过200目筛网。

[0011] （2）将部分凹凸棒粘土进行800℃高温改性处理。

[0012] （3）常温下，将各个组成物质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搅拌。

[0013] （4）将搅拌好的浆料压制成圆柱体颗粒于一定温度下风干。

[0014] 除磷机理：天然凹凸棒粘土具有良好的吸附性和遇水膨胀性，700℃以上热处理后

磷吸附性能会进一步增强；CaO2粉末遇水会反应生成Ca+，会与磷酸根反应生成沉淀；天然凹

凸棒粘土遇水膨胀会增大CaO2与水的接触面积，在天然凹凸棒粘土和改性凹凸棒粘土的共

同吸附作用下，磷酸根会不断地与Ca+反应生成羟基磷酸钙沉淀，凹凸棒的功能是“招商”，

CaO2的功能是“扎根”，达到深度除磷的效果。

[0015] 优点：

[0016] （1）所用原材料均为环境友好型材料，不会引起二次污染。

[0017] （2）在物理吸附和化学反应两种途径的综合作用下进行除磷，确保除磷的高效率。

[0018] （3）填料成产成本低、周期短、机械化程度高，可承受水流长时间冲击，方便工程应

用。

[0019] （4）CaO2与水反应可生成O2，除磷的同时可增加水中溶解氧含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实验室静态模拟实验Ⅰ

[0021] 在实验室配置磷酸二氢钾溶液使其TP为1.2mg/L，选用圆柱体填料，直径5mm，高

10mm，填料制备步骤同上述，原料成分重量配比：CaO2粉末50%，天然凹凸棒粘土8%，改性凹

凸棒粘土31%，硅酸钠1%，聚乙烯醇胶黏剂3%，水4%，MgO2  1%，活性炭1%，粉煤灰1%。取1L磷酸

二氢钾溶液，投加两颗填料，8h后取水样进行检测，结果见表1。

[0022] 表1 水质比较

[0023]

  pH TP

初始水质 6.8 1.24mg/L

8h后水质 10.5 0.21mg/L

[0024] 实施例2：实验室静态模拟实验Ⅱ

[0025] 在实验室配置磷酸二氢钾溶液使其TP为1.2mg/L，选用圆柱体填料，直径10mm，高

20mm，填料制备步骤同上述，原料成分重量配比：CaO2粉末50%，天然凹凸棒粘土6%，改性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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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棒粘土30%，活性炭5%，硅酸钠1%，聚乙烯醇胶黏剂4%，水4%。取5L磷酸二氢钾溶液，投加两

颗填料，12h后取水样进行检测，结果见表2。

[0026] 表2水质比较

[0027]

  pH TP

初始水质 6.9 1.22mg/L

8h后水质 9.8 0.20mg/L

[0028] 实施例3：实验室基质除磷实验Ⅰ

[0029] 在实验室配置磷酸二氢钾溶液使其TP为1.2mg/L，选用圆柱体填料，直径10mm，高

50mm，填料制备步骤同上述，原料成分重量配比：CaO2粉末52%，天然凹凸棒粘土6%，改性凹

凸棒粘土32%，硅酸钠2%，聚乙烯醇胶黏剂2%，水6%。

[0030] 使用内径10cm，高20cm的有机玻璃柱作为反应容器，在反应器内放填料20g，保持

进水量50L/d，三天后取水样进行检测，结果见表3。

[0031] 表3水质比较

[0032]

  pH TP

进水水质 6.8 1.22mg/L

出水水质 10.0 0.26mg/L

[0033] 实施例4：实验室基质除磷实验Ⅱ

[0034] 在实验室配置磷酸二氢钾溶液使其TP为1.2mg/L，选用圆柱体填料，直径20mm，高

20mm，填料制备步骤同上述，原料成分重量配比：CaO2粉末51%，天然凹凸棒粘土10%，改性凹

凸棒粘土31%，粉煤灰1%，硅酸钠2%，聚乙烯醇胶黏剂1%，水4%。

[0035] 使用内径10cm，高20cm的有机玻璃柱作为反应容器，在反应器内放填料30g，保持

进水量80L/d，三天后取水样进行检测，结果见表4。

[0036] 表4水质比较

[0037]

  pH TP

进水水质 6.8 1.18mg/L

出水水质 10.3 0.23mg/L

[0038] 实施例5：人工湿地模拟实验

[0039] 选用圆柱体填料，直径50mm，高5mm，填料原料成分配比：CaO2粉末52%，天然凹凸棒

粘土5%，改性凹凸棒粘土35%，硅酸钠2%，聚乙烯醇胶黏剂3%，水3%。将制得填料用于模拟人

工湿地对生活污水的净化，用量为总填料重量的1%。湿地运行稳定后取水样进行监测，结果

见表5。

[0040] 表5进出水水质

[0041]

  pH TP

初始进水 7.8 2.00mg/L

无X-Phos基质出水 8.1 0.28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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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X-Phos基质出水 8.9 0.12mg/L

[0042] 实施例6：人工湿地工程应用

[0043] 选用圆柱体填料，直径40mm，高30mm，填料原料成分配比：CaO2粉末55%，天然凹凸

棒粘土7%，改性凹凸棒粘土30%，硅酸钠1%，聚乙烯醇胶黏剂2%，水4%，活性炭1%。将制得填料

用于某处人工湿地示范工程中，该人工湿地应用于对劣Ⅴ类河水的净化，用量为总填料重

量的1%。湿地运行稳定后取水样进行监测，结果见表6。

[0044] 表6进出水水质

[0045]

  pH TP

进水水质 7.8 1.92mg/L

出水水质 8.3 0.13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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