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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

法。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向高浓度氨氮废

水中加入氧化镁和磷酸，搅拌反应，静置后排出

上清液，得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S2：向磷酸铵镁

固液混合物中加入氧化镁，搅拌、吹气使得氨氮

吹脱；S3：加入高浓度氨氮废水，搅拌，反应后静

置，排出上清液；S4：重复S2～S3，至出水的氨氮

浓度不高于10mg/L。本发明将磷酸铵镁置于水溶

液体系中分解，可大为降低分解温度，同时在水

溶液体系中采用氧化镁作为碱剂，仅需少量补充

即可实现氨氮的去除，氨氮的平均去除率可达到

80％以上，操作方法简单，极大的降低了处理成

本，既达到了处理废水的目的，同时又能回收有

价值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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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向高浓度氨氮废水中加入氧化镁和磷酸使得Mg、N和P的摩尔比为2～4.5:1:1，搅拌

反应，静置后排出上清液，得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

S2：向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中按Mg:N摩尔比为0.5～1.5:1加入氧化镁，搅拌、吹气使得

氨氮吹脱；

S3：按N:P摩尔比为0.6～0.8:1加入高浓度氨氮废水，搅拌，反应后静置，排出上清液；

S3中反应的时间为90～200min；静置的时间为60～90min；

S4：重复S2～S3，至出水的氨氮浓度不高于10mg/L，以NH4-N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Mg、N和P的摩尔比为2: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反应的时间的100～300min，静置的

时间为60～9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Mg和N的摩尔比为0.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吹气的过程为：吹入温度为100～

120℃的高温蒸汽，吹气量和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的液体量的体积比为300～600: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氨氮吹脱后利用氨吸收工艺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N和P的摩尔比为0.6: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浓度氨氮废水为养猪废水、焦化

废水或垃圾渗滤液中的一种或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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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体富营养化现象主要是由氮、磷等营养盐含量超标导致的。其中，氨氮废水的不

达标排放是造成我国水体氮污染的主要因素。我国氨氮废水来源广，排放量大，毒性强，目

前我国氨氮废水排放量远远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为了遏制氨氮对水体环境的污染，国

家已经将氨氮列为减排约束性指标之一。

[0003] 目前，氨氮废水处理工艺主要分为生物法和物理化学法两大类。生物法处理氨氮

废水的核心是通过微生物生命活动中的氨化、硝化、反硝化等反应将废水中的氨氮转化为

无害的氮气从水体中释放出去。但是，由于硝化细菌是异养细菌，生长速度缓慢，达到所需

的生物量比较困难，导致采用传统生物法处理高浓度氨氮废水效果不佳。物理化学法是利

用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向废水中投加化学药剂或改变水体的物理化学性质，从而达到

去除污染物的目的。例如折点氯法、空气吹脱法、膜分离法和化学沉淀法等，这是废水处理

领域的一种简便、快捷、高效的处理技术。其中，磷酸铵镁法由于其能够高效地去除废水中

的氨氮而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同时，反应生成的磷酸铵镁晶体是一种优良的缓释

肥，可以用于农业生产中，不但解决了磷酸铵镁法处理废水过程中产生的化学污泥，还可以

进一步降低处理成本，实现氨的资源化利用。

[0004] 但是，对于高浓度氨氮废水则需要加入大量的镁盐和磷才能够使氨氮达到排放标

准，大大增加了除氨成本。为了降低磷酸铵镁除氨的成本，实现工业化应用，循环利用磷酸

铵镁中的镁和磷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实现磷酸铵镁循环利用主要是在固-固体

系下通过加入氢氧化钠，并在温度为100℃以上来进行分解，但该方法由于高温脱水极易产

生焦磷酸镁非活性产物，降低分解产物的除氨效果；其次，采用氢氧化钠作为分解剂处理成

本高，导致该方法难以应用到实际生产。

[0005] 因此，针对高浓度氨氮废水开发一种除氨效果好，成本低廉的处理方法具有重要

的研究意义和经济价值。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高浓度氨氮废水条件要求高，处理成本高的缺

陷或不足，提供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本发明将磷酸铵镁置于水溶液体系中分

解，可大为降低分解温度，同时在水溶液体系中采用氧化镁作为碱剂，仅需少量补充即可实

现氨氮的去除，氨氮的平均去除率可达到80％以上，操作方法简单，工程投资费用低，极大

的降低了处理成本，既达到了处理废水的目的，同时又能回收有价值的资源。

[0007]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向高浓度氨氮废水中加入氧化镁和磷酸使得Mg、N和P的摩尔比为2～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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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反应，静置后排出上清液，得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

[0010] S2：向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中加入氧化镁使得Mg和N的摩尔比为0.5～1.5:1，搅

拌、吹气使得氨氮吹脱；

[0011] S3：加入高浓度氨氮废水使得N和P的摩尔比为0.6～0.8:1，搅拌，反应后静置，排

出上清液；

[0012] S4：重复S2～S3，至出水的的氨氮浓度不高于10mg/L，以NH4-N计。

[0013] 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方法通过如下原理实现氨氮的有效去除及成本大幅减小。

[0014] (1)S1中，氧化镁和磷酸反应生成磷酸铵镁结晶，从而达到磷的回收，反应方程式

如下：

[0015] MgO+NH4++H3PO4+5H2O→MgNH4PO4·6H2O↓+H+

[0016] (2)S2中磷酸铵镁晶体分解，从而达到产物再利用目的，反应的方程式如下：

[0017] MgO+H2O→Mg2++2OH-

[0018] 3MgNH4PO4·6H2O+3OH-+16H2O→Mg3(PO4)2·22H2O+3NH3·H2O+PO43-

[0019]

[0020] 将磷酸铵镁置于水溶液体系中分解，可大为降低分解温度。

[0021] (3)磷酸铵镁晶体分解产物直接用于循环除氨，反应方程式如下：

[0022] Mg3(PO4)2·22H2O+2H+→3Mg3++2HPO42-+22H2O

[0023] Mg2++HPO42-+NH4++6H2O→MgNH4PO4·6H2O+H+

[0024] MgO+NH4++HPO42-+H++5H2O→MgNH4PO4·6H2O

[0025] 在水溶液体系中采用氧化镁作为碱剂，仅需少量补充即可实现氨氮的去除，氨氮

的平均去除率可达到80％以上。

[0026] 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方法操作简单，处理成本低，只需少量补充少量氧化镁即可实

现氨氮的去除，氨氮的平均去除率可达到80％以上。

[0027]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方法可在一个反应器中进行，工程投资费用低。

[0028] 优选地，S1中Mg、N和P的摩尔比为2:1:1。

[0029] 优选地，S1中反应的时间的100～300min。

[0030] 优选地，S2中Mg和N的摩尔比为0.5:1。

[0031] 优选地，S2中吹气的过程为：吹入温度为100～120℃的高温蒸汽，吹气量和磷酸铵

镁固液混合物的液体量的体积比为300～600:1。

[0032] 优选地，S2中氨氮吹脱后利用氨吸收工艺处理。

[0033] 优选地，S3中N和P的摩尔比为0.6:1。

[0034] 优选地，S3中反应的时间为90～200min；静置的时间为60～90min。

[0035] 常规的浓度氨氮废水均可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进行处理。

[0036] 优选地，所述高浓度氨氮废水为养猪废水、焦化废水或垃圾渗滤液中的一种或几

种。

[0037] 优选地，所述氧化镁为工业级氧化镁。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9] 本发明将磷酸铵镁置于水溶液体系中分解，可大为降低分解温度，同时在水溶液

体系中采用氧化镁作为碱剂，仅需少量补充即可实现氨氮的去除，氨氮的平均去除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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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以上，操作方法简单，工程投资费用低，极大的降低了处理成本，既达到了处理废水

的目的，同时又能回收有价值的资源。

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本发明的装置流程示意图；其中1为沉淀反应器，2为高浓度氨氮废水入口，3

为药剂加入口，4为搅拌器，5为出水口，6为吹脱装置，7为出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

本发明的范围。下例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通常按照本领域常规条件或按

照制造厂商建议的条件；所使用的原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可从常规市场等商业

途径得到的原料和试剂。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基础上所做的任何非实质性的变化

及替换均属于本发明所要求保护的范围。

[0042] 实施例1

[004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利用图1所示的装置进行处理，具

体操作如下。

[0044] a、从密闭的沉淀反应器1的高浓度氨氮废水入口2加入1m3氨氮浓度为500mg/L的

养猪废水，然后从药剂加入口3加入氧化镁和磷酸至沉淀反应器1，保证废水混合液中Mg:N:

P摩尔比为2:1:1,启动搅拌器4使废水混合，搅拌速度控制在300rpm；反应时间为100min，生

成磷酸铵镁晶体，反应后静置60min，使反应器内混合物固液分离，打开反应器侧面出水口

5，排出上清液。

[0045] b、通过药剂加入口3向步骤a中形成的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中按Mg:N摩尔比为

0.5:1加入氧化镁，启动搅拌器4使固液混合均匀，同时启动吹脱装置6向固液体系中吹入高

温蒸汽(100～120℃)，吹脱期间，控制气-液体积比为300:1；打开出气口7，吹脱出的氨氮进

入后续氨吸收工艺。

[0046] c、从废水加入口2按N:P摩尔比为0.6:1加入高浓度氨氮废水，启动搅拌器4，反应

90min，反应后静置60min，使反应器内混合物固液分离，打开反应器侧面出水口5，排出上清

液。

[0047] d、重复步骤b和c，进行养猪废水中氨的循环去除。

[0048] 通过上述操作步骤，养猪废水中氨氮浓度降低至100mg/L，即氨氮去除率达90％；

余磷浓度降至1mg/L以下。

[0049] 实施例2

[005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51] a、从密闭的氨氮废水沉淀反应器1高浓度氨氮废水入口2加入1m3氨氮浓度为

1000mg/L的焦化废水，然后从药剂加入口3加入氧化镁和磷酸至沉淀反应器1，保证废水混

合液中Mg:N:P摩尔比为3.5:1:1,启动搅拌器4使废水混合，搅拌速度控制在300rpm；反应时

间为200min，生成磷酸铵镁晶体，反应后静置80min，使反应器内混合物固液分离，打开反应

器侧面出水口5，排出上清液。

[0052] b、通过药剂加入口3向步骤a中形成的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中按Mg:N摩尔比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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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氧化镁，启动搅拌器4使固液混合均匀，同时启动吹脱装置6向固液体系中吹入高温蒸

汽(100～120℃)，吹脱期间，控制气-液体积比为450:1；打开出气口7，吹脱出的氨氮进入后

续氨吸收工艺。

[0053] c、从废水加入口2按N:P摩尔比为0.7:1加入高浓度氨氮废水，启动搅拌器4，反应

150min，反应后静置80min，使反应器内混合物固液分离，打开反应器侧面出水口5，排出上

清液。

[0054] d、重复步骤b和c，进行废水中氨的循环去除。

[0055] 通过上述操作步骤，焦化废水中氨氮浓度降低至150mg/L，即氨氮去除率达85％；

余磷浓度降至1mg/L以下。

[0056] 实施例3

[005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58] a、从密闭的氨氮废水沉淀反应器1废水入口2加入1m3氨氮浓度为1860mg/L的垃圾

渗滤液，然后从药剂加入口3加入氧化镁和磷酸至沉淀反应器1，保证废水混合液中Mg:N:P

摩尔比为4.5:1:1,启动搅拌器4使废水混合，搅拌速度控制在300rpm；反应时间为300min，

生成磷酸铵镁晶体，反应后静置90min，使反应器内混合物固液分离，打开反应器侧面出水

口5，排出上清液。

[0059] b、通过药剂加入口3向步骤a中形成的磷酸铵镁固液混合物中按Mg:N摩尔比为

01.5:1加入氧化镁，启动搅拌器4使固液混合均匀，同时启动吹脱装置6向固液体系中吹入

高温蒸汽(100～120℃)，吹脱期间，控制气-液体积比为600:1；打开出气口7，吹脱出的氨氮

进入后续氨吸收工艺。

[0060] c、从废水加入口2按N:P摩尔比为0.8:1加入高浓度氨氮废水，启动搅拌器4，反应

200min,反应后静置90min，使反应器内混合物固液分离，打开反应器侧面出水口5，排出上

清液。

[0061] d、重复步骤b和c，进行废水中氨的循环去除。

[0062] 通过上述操作步骤，垃圾渗滤液中氨氮浓度降低至200mg/L，即氨氮去除率达

85％；余磷浓度降至1mg/L以下。

[0063]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将会意识到，这里的实施例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本发明的

原理，应被理解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这样的特别陈述和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可以根据本发明公开的这些技术启示做出各种不脱离本发明实质的其它各种具

体变形和组合，这些变形和组合仍然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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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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