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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

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

备方法及其产品和应用，将无机聚硅酸硫酸铁与

有机聚丙烯酰胺复合，包括：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聚丙烯酰胺的制备，以及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

胺的复合。本发明中使用的聚硅硫酸铁能中和胶

体微粒及悬浮物表面的电荷，降低双电层电位，

使胶体粒子由原来的相斥变成了相吸，促进胶体

微粒相互碰撞，从而加速絮凝沉降。而聚丙烯酰

胺可有效克服聚硅硫酸铁由于分子链短产生卷

扫作用有限的不足，它通过在颗粒之间架桥形成

大的絮凝体，并通过卷扫去除微小颗粒。具有投

加量少，沉降速度快，絮凝效果好，制备简单等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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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无机聚硅酸硫酸铁与有机聚

丙烯酰胺复合，制备步骤如下：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酸，再将聚硅酸溶

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使聚硅酸与硫酸铁的硅铁比为（1~2）：1，搅拌，调节pH为酸性，在一定

温度下反应一段时间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使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为（20

~40）：1，搅拌混合均匀，在一定温度下聚合反应一段时间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1~3）：1混合，在一定温度下搅拌反

应一段时间，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其中，

步骤（1）中，pH值为2~4；

所述的步骤（1）中，反应温度为40~60℃，反应时间为6‑10h；

步骤（2）中聚合反应的工艺条件为：在30~50℃温度下，反应时间为8~12h；

步骤（3）中搅拌反应的工艺条件为：在30~60℃温度条件下，反应时间为2~4h。

2.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其特征在于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得到。

3.一种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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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领域，具体是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及其产

品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絮凝法在水处理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水处理中应用最广泛、最简单的方法。

将絮凝剂配制成水溶液加入废水中，便会产生压缩双电层，使废水中的悬浮微粒失去稳定

性，胶粒相互凝聚使微粒增大，形成絮凝体、矾花。絮凝体长大到一定体积后即在重力作用

下脱离水相沉淀，从而去除废水中的大量悬浮物，从而达到水处理的效果。

[0003] 絮凝剂可分为无机絮凝剂与有机絮凝剂，无机絮凝剂由于其相对分子质量小使得

絮凝能力低，有机絮凝剂单独使用时脱水效果不够好，成本高。为了克服单独使用无机、有

机絮凝剂时的缺点，通过将无机絮凝剂与有机絮凝剂进行复合来制备出无机‑有机复合絮

凝剂。

[0004] 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既具有无机絮凝剂的电中和作用，也具有有机高分子絮凝

剂的架桥吸附作用，因此，与传统的无机絮凝剂、有机絮凝剂相比，不仅其投加量比单纯的

无机絮凝剂、有机絮凝剂少，而且具有反应速度快、形成絮体大而紧密、沉降速度快、使用pH

范围宽及絮凝效果好等优点，成为近年来水处理剂研究的热点。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

法。

[0006] 本发明的再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方法制备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产品。

[0007]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上述产品的应用。

[0008] 本发明目的通过下述方案实现：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将无机聚

硅酸硫酸铁与有机聚丙烯酰胺复合，制备步骤如下：

[0009]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0010]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酸，再将聚硅

酸溶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使聚硅酸与硫酸铁的硅铁比为（1~2）：1，搅拌，调节pH为酸性，在

一定温度下反应一段时间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0011]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0012]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使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

为（20~40）：1，搅拌混合均匀，在一定温度下聚合反应一段时间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0013]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0014]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1~3）：1混合，在一定温度下搅

拌反应一段时间，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

[0015] 步骤（1）中，pH值范围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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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1）中，反应条件为在40~60℃温度下，反应时间6‑10h。

[0017] 步骤（2）中，聚合反应的工艺条件为：在30~50℃温度下，反应时间为8~12h。

[0018] 步骤（3）中，搅拌反应的工艺条件为：在30~60℃温度下，反应时间2~4h。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根据上述任一所述方法制备得到。

[0020] 又，本发明也提供了一种上述产品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的

应用。

[0021] 本发明中将无机聚硅酸硫酸铁与有机聚丙烯酰胺复合，既发挥出无机絮凝剂的电

中和、压缩双电层功能，又发挥出有机絮凝剂的长链大分子的拖拉、网捕作用和吸附架桥作

用，克服了单一絮凝剂的不足，达到了较好的絮凝处理效果。

[0022] 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后，聚硅硫酸铁能提供大量的多羟基络合离子，能

够强烈吸引污染物胶体颗粒，促进胶体凝聚。同时还进一步发生物理化学变化，中和胶体微

粒及悬浮物表面的电荷，降低双电层电位，使胶体粒子由原来的相斥变成了相吸，促进胶体

微粒相互碰撞，从而加速絮凝沉降。而聚丙烯酰胺可有效克服聚硅硫酸铁由于分子链短产

生卷扫作用有限的不足，它通过在颗粒之间网捕架桥形成大的絮凝体，并通过卷扫去除微

小颗粒。该复合絮凝剂具有投加量少，沉降速度快，絮凝效果好，制备简单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将无机聚硅酸硫酸铁与有机聚丙烯酰胺

复合，制备步骤如下：

[0026]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0027]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0.5  mol/L的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

酸抑制水解，再将聚硅酸溶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聚硅酸和硫酸铁的硅铁比为1：1，充分搅

拌，调节pH为2，在40℃下反应10h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0028]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0029]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为

20：1，搅拌混合均匀，在30℃下聚合反应12h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0030]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0031]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1：1混合，在30℃下搅拌反应4h

后，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

[0032] 所制备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COD为305  mg/L的某农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絮凝

剂的投加量为5‰，经过20分钟的絮凝沉淀，COD的去除率为63.3%。

[0033] 实施例2

[0034] 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方法近似，按如下步骤制备：

[0035]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0036]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0.5  mol/L的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

酸抑制水解，再将聚硅酸溶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聚硅酸和硫酸铁的硅铁比为2：1，充分搅

拌，调节pH为3，在45℃下反应9h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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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0038]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为

25：1，搅拌混合均匀，在35℃下聚合反应11h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0039]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0040]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2：1混合，，在40℃下搅拌反应3h

后，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

[0041] 所制备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COD为305  mg/L的某农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絮凝

剂的投加量为5‰，经过20分钟的絮凝沉淀，COD的去除率为65.7%。

[0042] 实施例3

[0043] 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方法近似，按如下步骤制备：

[0044]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0045]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0.5  mol/L的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

酸抑制水解，再将聚硅酸溶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聚硅酸和硫酸铁的硅铁比为1：1，充分搅

拌，调节pH为4，在50℃下反应8h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0046]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0047]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为

30：1，搅拌混合均匀，在40℃下聚合反应10h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0048]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0049]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3：1混合，在45℃下搅拌反应2h

后，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

[0050] 所制备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COD为305  mg/L的某农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絮凝

剂的投加量为5‰，经过20分钟的絮凝沉淀，COD的去除率为61.9%。

[0051] 实施例4

[0052] 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方法近似，按如下步骤制备：

[0053]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0054]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0.5  mol/L的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

酸抑制水解，再将聚硅酸溶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聚硅酸和硫酸铁的硅铁比为2：1，充分搅

拌，调节pH为3，在55℃下反应7h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0055]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0056]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为

35：1，搅拌混合均匀，在45℃下聚合反应9h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0057]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0058]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2：1混合，在50℃下搅拌反应3h

后，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

[0059] 所制备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COD为305  mg/L的某农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絮凝

剂的投加量为5‰，经过20分钟的絮凝沉淀，COD的去除率为61.2%。

[0060] 实施例5

[0061] 一种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方法近似，按如下步骤制备：

[0062] （1）聚硅硫酸铁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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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称取硫酸铁溶于水中配成0.5  mol/L的溶液，在不断搅拌下向其中滴加少量浓硫

酸抑制水解，再将聚硅酸溶液滴加到上述溶液中，聚硅酸和硫酸铁的硅铁比为1：1，充分搅

拌，调节pH为2，在60℃下反应6h后，得到聚硅硫酸铁；

[0064] （2）聚丙烯酰胺的制备

[0065] 称取丙烯酰胺溶液，加入引发剂亚硫酸氢钠，丙烯酰胺与亚硫酸氢钠的质量比为

40：1，搅拌混合均匀，在50℃下聚合反应8h后，得到聚丙烯酰胺；

[0066] （3）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的复合

[0067] 将制备的聚硅硫酸铁和聚丙烯酰胺按照质量比为1：1混合，在60℃下搅拌反应4h

后，得到聚硅硫酸铁与聚丙烯酰胺复合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

[0068] 所制备的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对COD为305  mg/L的某农药厂废水进行处理，絮凝

剂的投加量为5‰，经过20分钟的絮凝沉淀，COD的去除率为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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