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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利用油页岩半焦制备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

料的方法及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油页岩半焦制备富

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方法，是将油页岩半焦在

氮气气氛下于300‑600℃煅烧处理1‑3h，冷却，得

炭化油页岩半焦；再将炭化油页岩半焦与复合菌

混合均匀，然后于25‑30℃下培养6h‑24h，风干造

粒，得到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本发明通过热

处理油页岩半焦，实现扩孔作用形成大量孔隙；

以处理后油页岩半焦为载体，固定生物菌处理富

营养废水，提高了其对氮磷分子的吸附性能，可

达到协同和互补的效果；再以吸附氮磷的净化材

料作为营养型改良材料用于土壤修复。因此，本

发明不仅实现了富营养废水的处理，同时实现了

氮磷养分的有效利用，在水体净化、环境修复等

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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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油页岩半焦制备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方法，是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

于300‑600℃煅烧处理1‑3h，冷却，得炭化油页岩半焦；再将炭化油页岩半焦与复合菌混合

均匀，然后于25‑30℃下培养6h‑24h，风干造粒，得到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所述复合菌为

硝化细菌、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酵母菌、反硝化细菌、乳酸菌、假单孢菌、链球菌的

至少两种的复合菌，所述炭化油页岩半焦与复合菌以100:1‑150:1重量比混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油页岩半焦制备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方法，其特征还在

于：所述造粒粒度控制在1‑5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的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用于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品养

殖废水的吸附净化。

4.如权利要求3所述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用于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品养殖废水的吸

附净化，其特征在于：水体修复材料吸附氮量不低于20mg  N/g，吸附磷量不低于25mgＰ/g，

吸附COD量不低于130mg/g。

5.如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的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吸附净化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

品养殖废水后作为营养型改良材料用于土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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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油页岩半焦制备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方法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体修复材料，尤其涉及一种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制备；本

发明同时还涉及该水体修复材料用于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品养殖废水的吸附净化及吸附

净化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品养殖废水后作为营养型改良材料用于土壤修复，属于废弃物资

源化再利用和环境修复材料制备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水体富营养化，是目前世界水污染领域内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富营养化造成多

种问题，例如藻类大量滋长导致藻类产生的大量藻毒素危及人类健康；水体中溶解氧下降

导致鱼类的大量死亡等。根据富营养化的成因，不难发现，除了从源头控制氮、磷营养源以

外，在已形成富营养化的河流中可采取修复策略，主要包括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和生物方法

三种。生物法是目前去除氮磷经济、有效的方法之一。但由于生物菌代谢周期较长、生物反

应需要控制的条件不同、且氮磷的浓度需要在微生物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等问题，与吸附法

相比效率较低。

[0003] 近年来，采用固化微生物技术为生长缓慢的细菌提供一种良好的生长环境，增加

其在处理装置内的浓度，提高废水处理效率。如利用聚乙烯醇、海藻酸钠和活性炭等作为固

化载体材料，制备芽孢杆菌为主的固化微生物，用于处理规模化养猪场废水，经过21d的处

理，废水COD、氨氮和总磷的去除率分别可达  83.1%、88.6%和45%，最终出水COD和氨氮浓度

为  292.5mg·L‑1  和  77.9mg·L‑1，符合《畜禽养殖废水排放标准》（GB18596‑2001）中COD和

氨氮的排放值（吴晓梅，叶美锋，吴飞龙等。 固化微生物处理规模化养猪场废水的试验研究

[J]。能源与环境，2017，(01)：14‑15）。

[0004] 油页岩工业产生了大量的油页岩半焦，半焦中有机部分以腐殖质为主，无机部分

主要是高岭石等，将半焦炭化后应用于富营养水体净化，制备成营养型土壤修复材料，不仅

实现了富营养水体的治理，而且能有效提高氮磷的利用率，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具有

多重的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油页岩半焦制备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方法；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对所制备的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吸附净化家禽养殖废水

及水产品养殖废水的能力进行研究，同时对吸附净化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品养殖废水后的

材料进行回收并作为营养型改良材料用于土壤修复。

[0007] 一、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制备

[0008] 本发明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的制备，是先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于300‑

600℃煅烧1‑3h后，再与复合菌以100:1‑150:1  重量比混合，然后于25‑30℃下培养6h‑24h；

风干造粒（粒度控制在1‑5mm），得到水体修复材料。其中混合菌为硝化细菌、枯草芽孢杆菌、

地衣芽孢杆菌、酵母菌、反硝化细菌、乳酸菌、假单孢菌、链球菌中至少两种的复合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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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油页岩半焦煅烧后有机碳转化为生物炭，具有丰富的初级孔隙结构，所形成的孔

径分布既有利于微生物的固定，又可以促进半焦对氮磷的吸附。在固定微生物过程中，一方

面可增大半焦与NO3‑N接触的比表面积，另一方面生物菌脱氮过程以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

为主，生物炭为生物反硝化提供电子供体，进一步提高NO3‑N去除效果。在吸附过程中，油页

岩半焦中富含的钙离子与磷酸根离子产生化学反应，形成磷酸钙，从而实现高效除磷。为

此，炭化油页岩半焦、生物菌协同互补作用，进一步提升对废水中氮磷的去除能力。

[0010] 二、油页岩半焦对废水净化能力

[0011] 将上述所得净化材料放入富营养废水进行吸附处理。富营养废水为家禽养殖废水

及水产品养殖废水。

[0012] 表1  为油页岩半焦/微生物对家禽养殖废水中COD的吸附值及其孔隙分布特征。其

中三种固定化微生物颗粒1#，2#和3#分别以实施例1、实施例2和实施例3中方法制备的固化

微生物颗粒。由表1可见，油页岩半焦的大量孔隙提高了对废水中COD的去除率；三种固定化

微生物颗粒1#，2#和3#对水中COD吸附量分别为131.42、157.95和176.28  mg/g。

[0013]

[0014] 图1  为所得油页岩半焦/微生物72  h内对家禽养殖废水中氨氮的去除情况。经过

72h后，三种固定化微生物颗粒1#，2#和3#对氨氮的去除率最终稳定在86.4％、91 .7％和

95.3％。可见，油页岩半焦固定化微生物后可以显著提高对氨氮的去除率。

[0015] 图2  为所得油页岩半焦/微生物对家禽养殖废水中总磷的吸附动力学曲线。由图2

可见，随着吸附时间的增加，油页岩半焦/微生物对磷的吸附量逐渐增加，最终达到吸附平

衡，对磷吸附量为28.67mg  L‑1。

[0016] 综上所述，本发明制备的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能够对水体中的铵根、磷酸根进

行物理吸附以及化学反应吸附，因此其净化效果好，吸附氮量不低于20mg  N/g，吸附磷量不

低于25mgＰ/g，对COD吸附量130mg/g，对养殖废水中氨氮、磷酸根和COD的去除率分别达到

82%，90%和95%。

[0017] 三、吸附净化富营养废水后的修复材料用于土壤修复

[0018] 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吸附净化家禽养殖废水及水产品养殖废水后，富含氮、磷

等、因此，回收后可作为土壤修复材料用于环境修复，以实现养分的循环再利用。

[0019] 图3  为营养型土壤修复材料对土壤肥效的影响。从图3可知，修复材料施用土壤的

速效钾、磷、氮分别增加了  4 .6％、39.3％、20.9％，说明修复材料的施用提高了土壤的肥

力，这是由于修复材料本身带有的氮、磷外，还含有一定量的有机碳源，可以被微生物肥料

中的功能菌株利用，发挥其功能性，提高土壤肥力。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热处理油页岩半焦，实现扩孔作用形成大量孔隙；以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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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页岩半焦为载体，固定生物菌处理富营养废水，提高了其对氮磷分子的吸附性能，可达到

协同和互补的效果；再以吸附氮磷的净化材料作为营养型改良材料用于土壤修复。因此，本

发明不仅实现了富营养废水的处理，同时实现了氮磷养分的有效利用，在水体净化、环境修

复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1] 图1 为所得活化后油页岩半焦及复合材料对废水中氨氮的吸附动力曲线图；

[0022] 图2 为所得油页岩半焦/微生物对废水中总磷的吸附动力学曲线；

[0023] 图3 为所得营养型土壤修复材料对土壤肥效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一种富营养化水体修复材料及其再利用的方法作

进一步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于400℃煅烧3h后，与硝化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反硝

化细菌的复合菌(质量比为1:1:1)以120:1的重量比混合，28℃下培养8h，风干造粒，得到粒

度在3mm的净化材料。将此净化材料放入富营养废水进行吸附处理，净化废水中氮磷后，回

收，80℃的干燥箱烘干，得营养型土壤改良材料，其含氮量21.9mg  N/g，含磷量28.2mgＰ/g，

COD含量150.4mg/g。

[0027] 实施例2

[0028] 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于600℃煅烧1h后与地衣芽孢杆菌、反硝化细菌、乳酸

菌和假单孢菌的复合菌（质量比为1:2:1:1）以150:1的重量比混合，30℃下培养12h，风干造

粒，得到粒度在4mm的净化材料。将此净化材料放入富营养废水进行吸附处理，净化废水中

氮磷后，回收，80℃的干燥箱烘干，得营养型土壤改良材料，其含氮量23.8mg  N/g，含磷量

26.4mgＰ/g，COD含量170.3mg/g。

[0029] 实施例3

[0030] 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于500℃煅烧2h后与硝化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反硝

化细菌复合菌(质量比为1:1:1)以100:1的重量比混合，25℃下培养24h，风干造粒，得到粒

度在2.5mm的净化材料。将此净化材料放入富营养废水进行吸附处理，净化废水中氮磷后，

回收，80℃的干燥箱烘干，得营养型土壤改良材料，其含氮量21.8mg  N/g,含磷量28.2mgＰ/

g，COD含量171.3mg/g。

[0031] 实施例4

[0032] 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于500℃煅烧3h后与枯草芽孢杆菌、地衣芽孢杆菌、反

硝化细菌和假单孢菌复合菌（质量比为1:1:1:1）以130:1的重量比混合，30℃下培养20h，风

干造粒，得到粒度在2mm的净化材料。将此净化材料放入富营养废水进行吸附处理，净化废

水中氮磷后，回收，80℃的干燥箱烘干，得营养型土壤改良材料，其含氮量22.7mg  N/g，含磷

量26.2mgＰ/g，COD含量152.6mg/g。

[0033] 实施例5

[0034] 将油页岩半焦在氮气气氛下于300℃煅烧3h后，得到载体材料，然后与硝化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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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硝化细菌和假单孢菌复合菌（质量比为1:1:2）以100:1的重量比混合，28℃下培养12h，风

干造粒，得到粒度1mm的净化材料。将此净化材料放入富营养废水进行吸附处理，净化废水

中氮磷后，回收，80℃的干燥箱烘干，得营养型土壤改良材料，其含氮量23.8mg  N/g，含磷量

30.1mgＰ/g，COD含量189.5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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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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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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