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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

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该催化剂由以

下质量百分含量的原料组成：石灰：0.5～3.5%；

粉煤灰：12～38%；粉末活性炭：3～15%；粉末氟

石：10～25%；剩余污泥：30～65%。该催化剂的制

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各物料的自然干化；2）

各物料的粉碎、筛分；3）物料的混合。本发明的催

化剂可以有效促进黑臭河涌水体中富氧细菌的

生长繁殖，驯化培养时间明显缩短，富氧细菌浓

度显著升高，数量增大，提高了水体中活性污泥

浓度和污泥活性，进而提高了河涌水体的抗负荷

冲击能力，提高了修复系统的处理能力；本发明

的催化剂原料来源广泛易得，成本极低，制备方

法简便易行，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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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其特征在于：其由以下质量百分含

量的原料组成：

石灰：0.5～3.5％；

粉煤灰：12～38％；

粉末活性炭：3～15％；

粉末氟石：10～25％；

剩余污泥：30～65％；

所述的粉煤灰的粒径小于180μm；

所述的粉末活性炭的粒径小于180μm；

所述的粉末氟石的粒径小于180μ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粉煤灰为工业锅炉粉煤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剩余污泥为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沉池或生化池的剩余活性污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剩余污泥的粒径小于180μm。

5.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化；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进行

筛分；

3)将筛分得到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按比例混合均匀，得

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396128 B

2



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属于水

环境修复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的城市河涌水环境生态系统普遍处于失衡状态，水体发黑发臭，景观效

果差，污染严重，其根本原因在于排放到河涌中的有机污染物量大大超过了水环境的容纳

量。排放到河涌中的有机污染物在生物分解过程中会消耗掉水中的溶解氧，使水体和底泥

变为厌氧环境，在厌氧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会产生硫化氢、甲烷、氨气等恶臭气体，同时，

厌氧过程产生的硫化物还会与金属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FeS沉淀物，导致河涌水体发黑。

研究表明：通过向黑臭水体中投加一定数量的优势菌种和光合细菌，水体的水质会发生明

显好转。例如，在曝气条件下投加土著微生物，增加水体中的富氧微生物浓度，便可以有效

去除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提高河涌的自我净化能力。

[0003]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可以对黑臭河涌水

体中的富氧微生物进行高效修复，可以显著提升水环境质量，为城市黑臭河涌的生物治理

与生态修复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适宜在全国各城市黑臭水体生物修复治理中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及其制备

方法。

[0005]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其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原料组

成：

[0007] 石灰：0.5～3.5％；

[0008] 粉煤灰：12～38％；

[0009] 粉末活性炭：3～15％；

[0010] 粉末氟石：10～25％；

[0011] 剩余污泥：30～65％。

[0012] 所述的粉煤灰为工业锅炉粉煤灰。

[0013] 所述的粉煤灰的粒径小于180μm。

[0014] 所述的粉末活性炭的粒径小于180μm。

[0015] 所述的粉末氟石的粒径小于180μm。

[0016] 所述的剩余污泥为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沉池或生化池的剩余活性污泥。

[0017] 所述的剩余污泥的粒径小于180μm。

[0018] 上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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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0020]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进行筛分；

[0021] 3)将筛分得到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按比例混合均

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催化剂可以有效促进黑臭河涌水体中富氧细菌的

生长繁殖，驯化培养时间明显缩短，富氧细菌浓度显著升高，数量增大，提高了水体中活性

污泥浓度和污泥活性，进而提高了河涌水体的抗负荷冲击能力，提高了修复系统的处理能

力；本发明的催化剂原料来源广泛易得，成本极低，制备方法简便易行，稳定性好。

[0023] 1)本发明的催化剂中的石灰可以对水体的pH值进行调节，增强了絮凝作用，并为

富氧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

[0024] 2)本发明的催化剂中的粉煤灰具有絮凝作用，可以对水体进行净化，且其含有多

种微量元素，可以起到活化富氧微生物的作用；

[0025] 3)本发明的催化剂中的粉末活性炭具有很强的吸附作用，能吸附水中的大分子或

微生物，形成生物活性炭；

[0026] 4)本发明的催化剂中的粉末氟石能吸附氨氮，附着生长硝化细菌，形成生物氟石，

可有效加速硝化细菌的生长和繁殖；

[0027] 5)本发明的催化剂中的活性污泥可以接种活性富氧微生物，增加生物种类，加快

富氧微生物生长和繁殖。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一种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其由以下质量百分含量的原料组

成：

[0029] 石灰：0.5～3.5％；

[0030] 粉煤灰：12～38％；

[0031] 粉末活性炭：3～15％；

[0032] 粉末氟石：10～25％；

[0033] 剩余污泥：30～65％。

[0034] 优选的，所述的粉煤灰为工业锅炉粉煤灰。

[0035] 优选的，所述的粉煤灰的粒径小于180μm。

[0036] 优选的，所述的粉末活性炭的粒径小于180μm。

[0037] 优选的，所述的粉末氟石的粒径小于180μm。

[0038] 优选的，所述的剩余污泥为城市污水处理厂二沉池或生化池的剩余活性污泥。

[0039] 优选的，所述的剩余污泥的粒径小于180μm。

[0040] 上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化；

[0042]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进行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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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3)将筛分得到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按比例混合均

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

[0044] 本发明的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使用方法如下：按照催化

剂、黑臭河涌污水质量比(0.1～0.7)：1000将本发明的催化剂通过播撒的方式投加到黑臭

河涌污水中，然后曝气，进行生物修复处理过程。

[004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46] 实施例1：

[0047] 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

[0048]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化；

[0049]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过80目筛，进行筛分；

[0050] 3)将筛分得到的1质量份的石灰、20质量份的粉煤灰、9质量份的粉末活性炭、23质

量份的粉末氟石和47质量份的剩余污泥混合均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

催化剂。

[0051] 实施例2：

[0052] 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

[0053]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化；

[0054]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过80目筛，进行筛分；

[0055] 3)将筛分得到的0.5质量份的石灰、38质量份的粉煤灰、3质量份的粉末活性炭、

18.5质量份的粉末氟石和40质量份的剩余污泥混合均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

修复的催化剂。

[0056] 实施例3：

[0057] 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

[0058]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化；

[0059]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过80目筛，进行筛分；

[0060] 3)将筛分得到的2质量份的石灰、25质量份的粉煤灰、15质量份的粉末活性炭、18

质量份的粉末氟石和40质量份的剩余污泥混合均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

的催化剂。

[0061] 实施例4：

[0062] 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

[0063]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化；

[0064]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过80目筛，进行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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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3)将筛分得到的3.5质量份的石灰、12质量份的粉煤灰、9.5质量份的粉末活性炭、

10质量份的粉末氟石和65质量份的剩余污泥混合均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

复的催化剂。

[0066] 实施例5：

[0067] 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的催化剂的制备：

[0068] 1)分别将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在常温下进行自然干

化；

[0069] 2)将干化后的石灰、粉煤灰、粉末活性炭、粉末氟石和剩余污泥分别碾碎成粉，再

过80目筛，进行筛分；

[0070] 3)将筛分得到的1质量份的石灰、29质量份的粉煤灰、15质量份的粉末活性炭、25

质量份的粉末氟石和30质量份的剩余污泥混合均匀，得到用于黑臭河涌水体富氧生物修复

的催化剂。

[0071] 测试例：

[0072] 选取实施例1制备的催化剂进行黑臭水体在富氧(DO大于5mg/L)条件下的细菌培

养驯化时间测试和CODcr去除效果测试。

[0073] 黑臭水体在富氧(DO大于5mg/L)条件下的细菌培养驯化时间测试：

[0074] 分别选取不同CODcr的黑臭水体，在水体中投加不同质量的催化剂进行比较实验，

细菌在曝气富氧(DO大于5mg/L)条件下的培养驯化时间如表1所示。

[0075] 表1细菌在曝气富氧条件下的培养驯化时间(天)

[0076]

[0077] 由表1可知：投加了本发明的催化剂后，细菌的驯化时间大为缩短，且催化剂的投

加量越大，驯化时间相应缩短的越多，越有利于富氧生物修复。

[0078] 黑臭水体在富氧(DO大于5mg/L)条件下的CODcr去除效果测试：

[0079] 分别选取不同CODcr的黑臭水体，在水体中投加不同质量的催化剂进行比较实验，

曝气富氧(DO大于5mg/L)条件下的CODcr去除率如表2所示。

[0080] 表2曝气富氧条件下的CODcr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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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由表2可知：投加了本发明的催化剂后，富氧生物修复的效果有了显著提高，且催

化剂的投加量越大，CODcr的去除率越高。

[0083]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6396128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