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977374.2

(22)申请日 2017.10.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7300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12

(73)专利权人 攀枝花秉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617000 四川省攀枝花市钒钛产业园

区内

(72)发明人 周夕和　刘蓉凤　刘沁　

(51)Int.Cl.

C04B 28/26(2006.01)

C04B 38/00(2006.01)

C04B 20/10(2006.01)

C04B 20/02(2006.01)

C02F 3/10(2006.01)

C04B 18/1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069690 A,2014.10.01,

CN 1887790 A,2007.01.03,

CN 101898058 A,2010.12.01,

CN 106396725 A,2017.02.15,

CN 106167393 A,2016.11.30,

CN 1762540 A,2006.04.26,

CN 106332789 A,2017.01.18,

CN 1762540 A,2006.04.26,

CN 101352633 A,2009.01.28,

CN 102266690 A,2011.12.07,

CN 104083945 A,2014.10.08,

CN 105859168 A,2016.08.17,

US 4873207 A,1989.10.10,

审查员 胡宝云

 

(54)发明名称

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属

于水处理领域。本发明煤矸石通过表面活性剂改

性，增加比表面积，提高吸附能力，对煤矸石二次

改性，能够使煤矸石与藻类微生物结合，而且藻

类微生物也具备吸附能力，两者结合，从而提高

煤矸石吸附性能。在制备陶粒滤料过程中，以改

性煤矸石为主要原料，贝壳粉为辅助材料，贝壳

粉可以起到降低陶粒的密度，并在激发剂的作用

下，激发煤矸石的活性，使陶粒比表面积增大，从

而提高陶粒滤料的吸附性能，提高了整体的净水

效果。本发明解决了目前以粉煤灰、煤矸石为主

要原料生产的陶粒，陶粒表面在高温烧结的情况

下容易结釉，表面粗糙度不足，导致陶粒的吸附

性能差，净水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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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煤矸石进行粉碎，过筛，得过筛物，按质量比1：3~4，将过筛物、盐酸溶液进行混

合，浸泡1~2h，过滤，得滤渣，将滤渣用水洗涤至中性，得中性物，将中性物在温度55~60℃下

烘干，得烘干物，按质量比5~6：0.8~1，将烘干物、表面活性剂进行混合球磨，得球磨物，备

用；

（2）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10~15份蛋白胨、7~8份酵母膏、5~6份琼脂、2~3份氯化

钠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1：3~4，将蓝藻、营养液进行混合，培养2~
3d，再进行超声波提取，得提取液；

（3）按质量比1：3~4，将步骤（1）备用的球磨物、提取液进行混合，浸泡2~3h，过滤，得浸

泡球磨物，将浸泡球磨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

（4）按重量分数计，取20~30份水、10~15份干燥物、7~8份贝壳粉、1~2份粘结剂、0.8~1份

激发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将混合物放入转盘造粒机中进行造粒，得造粒物，将造粒物在

高温下进行干燥，得干燥物a，即得陶粒滤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表面活性剂

是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乙二醇其中的任意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超临界二氧

化碳流体提取的参数为压力15~20MPa，温度为40~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粘结剂是硅

酸钠水玻璃、硅酸钾水玻璃其中的任意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激发剂是按

质量比1：1，先将生石灰、石膏分别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再进行混合，即得激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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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陶粒滤料采用优质陶土，粘土，粘溶剂等经团磨、筛分、煅烧加工而成，以好氧活性

污泥作为接种，进水两周即可达到曝气生物滤池的处理效果。因具有容重轻、密度小、强度

高、耐腐蚀、化学稳定性好、机械强度高及抗碱集料反应性优异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于建

筑、环境保护、园林 园艺、石油化工及农业生产等领域，尤其是水处理领域。近些年来，陶粒

滤料的制备主要以页岩及粘土等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为原料经高温焙烧而成。为了满足日益

增长的陶粒滤料的生产需求，就要开采大量的优质的页岩和粘土矿山。一方面必将破坏耕

地资源，造成耕地面积下降，进而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必将破环自然资源，造

成自然资源锐减，从而加剧生态系统恶化。

[0003] 我国已出台了多项与禁采或限采等有关的法律法规，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国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实施细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等。鉴于此，寻找适宜的替代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制备陶粒滤料的原料已然成为破解制约其

可持续发展瓶颈的首要任务。有研究发现，部分固体废弃物的主要化学种类及含量与页岩

及粘土等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极为相近。这就使得利用固体废弃物完全或部分替代不可再

生自然资源来制备陶粒滤料成为现实。以固体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制备陶粒滤料具有里程碑

式的的意义：其一是可大大减轻环境负担，避免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其二是可真正实现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减量化、稳定化及无害化，并最终实现资源化

利用，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三是为陶粒滤料行业健康、稳定、可持

续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原料保障。

[0004] 曝气生物滤池（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BAF），是将生物接触氧化法与给水

过滤相结合的一种好氧生物膜法废水处理工艺，属于生物过滤技术，它主要是利用滤料的

拦截和滤料上生物膜的生物降解双重作用将污染物加以去除。目前，BAF常用工艺有

Biostry和Biofor两种工艺，Biofor工艺因采用成本较低的重质滤料而应用较多。目前，用

于Biofor工艺的滤料包括陶粒、火山岩、沸石等，而陶粒由于具有比表面积大、机械强度高、

生物亲和性好、稳定性高等优点而广泛应用。近几年来，以粉煤灰、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生产

的陶粒不断研制成功，投入生产和使用。但是以粉煤灰、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陶粒，质

脆易碎，陶粒表面在高温烧结的情况下容易结釉，表面粗糙度不足，从而造成陶粒的吸附性

能差，导致水处理效率低，净化效果差。因此，生产出一种处理效果好的陶粒滤料存在很大

的市场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目前以粉煤灰、煤矸石为主要原料生产的陶粒，

陶粒表面在高温烧结的情况下容易结釉，表面粗糙度不足，导致陶粒的吸附性能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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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所述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1）将煤矸石进行粉碎，过筛，得过筛物，按质量比1：3~4，将过筛物、盐酸溶液进行

混合，浸泡1~2h，过滤，得球磨物，将球磨物用水洗涤至中性，得中性物，将中性物在温度55~
60℃下烘干，得烘干物，按质量比5~6：0.8~1，将烘干物、表面活性剂进行混合球磨，得球磨

物，备用；

[0009] （2）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10~15份蛋白胨、7~8份酵母膏、5~6份琼脂、2~3份

氯化钠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1：3~4，将蓝藻、营养液进行混合，培养

2~3d，再进行超声波提取，得提取液；

[0010] （3）按质量比1：3~4，将步骤（1）备用的球磨物、提取液进行混合，浸泡2~3h，过滤，

得浸泡球磨物，将浸泡球磨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

[0011] （4）按重量分数计，取20~30份水、10~15份干燥物、7~8份贝壳粉、1~2份粘结剂、0.8

~1份激发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将混合物放入转盘造粒机中进行造粒，得造粒物，将造粒

物在高温下进行干燥，得干燥物a，即得陶粒滤料。

[0012] 所述步骤（1）中表面活性剂是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乙二醇其中的任意一种。

[0013] 所述步骤（2）中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提取的参数为压力15~20MPa，温度为40~60

℃。

[0014] 所述步骤（4）中粘结剂是硅酸钠水玻璃、硅酸钾水玻璃其中的任意一种。

[0015] 所述步骤（4）中激发剂是按质量比1：1，先将生石灰、石膏分别放入粉碎机中粉碎，

再进行混合，即得激发剂。

[0016] 本发明与其他方法相比，有益技术效果是：本发明煤矸石通过表面活性剂改性，增

加比表面积，提高吸附能力，同时吸附提取液中有效成分，对煤矸石二次改性，能够使煤矸

石与藻类微生物结合，而且藻类微生物也具备吸附能力，两者结合，从而提高煤矸石吸附性

能，本发明在制备陶粒滤料过程中，以改性煤矸石为主要原料，贝壳粉为辅助材料，贝壳粉

可以起到降低陶粒的密度，并在激发剂的作用下，激发煤矸石的活性，使陶粒比表面积增

大，从而提高陶粒滤料的吸附性能，同时，减少了煤矸石的随意堆积对耕地的占用及煤矸石

带来对环境污染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表面活性剂是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乙二醇其中的任意一种。

[0018] 粘结剂是硅酸钠水玻璃、硅酸钾水玻璃其中的任意一种。

[0019] 激发剂是按质量比1：1，先将生石灰、石膏分别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再进行混合，即

得激发剂。

[0020] 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1] （1）将煤矸石进行粉碎，过70~80目筛，得过筛物，按质量比1：3~4，将过筛物、

1.0mol/L盐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2h，过滤，得球磨物，将球磨物用水洗涤至中性，得中性

物，将中性物在温度55~60℃下烘干，得烘干物，按质量比5~6：0.8~1，将烘干物、表面活性剂

进行混合球磨，球磨速率为40~50r/min，得球磨物，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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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2）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10~15份蛋白胨、7~8份酵母膏、5~6份琼脂、2~3份

氯化钠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1：3~4，将蓝藻、营养液进行混合，培养

2~3d，再在压力15~20MPa，温度为40~60℃下进行超声波提取，得提取液；

[0023] （3）按质量比1：3~4，将步骤（1）备用的球磨物、提取液进行混合，浸泡2~3h，过滤，

得浸泡球磨物，将浸泡球磨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

[0024] （4）按重量分数计，取20~30份水、10~15份干燥物、7~8份贝壳粉、1~2份粘结剂、0.8

~1份激发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将混合物放入转盘造粒机中进行造粒，造粒20~30min，得

造粒物，将造粒物在温度105~110℃下进行干燥，得干燥物a，即得陶粒滤料。

[0025] 实例1

[0026] 表面活性剂是十二烷基硫酸钠。

[0027] 粘结剂是硅酸钠水玻璃。

[0028] 激发剂是按质量比1：1，先将生石灰、石膏分别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再进行混合，即

得激发剂。

[0029] 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1）将煤矸石进行粉碎，过70目筛，得过筛物，按质量比1：3，将过筛物、1.0mol/L盐

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h，过滤，得球磨物，将球磨物用水洗涤至中性，得中性物，将中性物

在温度55℃下烘干，得烘干物，按质量比5：0.8，将烘干物、表面活性剂进行混合球磨，球磨

速率为40r/min，得球磨物，备用；

[0031] （2）按重量份数计，取30份水、10份蛋白胨、7份酵母膏、5份琼脂、2份氯化钠进行混

合均匀，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1：3，将蓝藻、营养液进行混合，培养2d，再在压力

15MPa，温度为40℃下进行超声波提取，得提取液；

[0032] （3）按质量比1：3，将步骤（1）备用的球磨物、提取液进行混合，浸泡2h，过滤，得浸

泡球磨物，将浸泡球磨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

[0033] （4）按重量分数计，取20份水、10份干燥物、7份贝壳粉、1份粘结剂、0.8份激发剂进

行混合，得混合物，将混合物放入转盘造粒机中进行造粒，造粒20min，得造粒物，将造粒物

在温度105℃下进行干燥，得干燥物a，即得陶粒滤料。

[0034] 实例2

[0035] 表面活性剂是聚乙二醇。

[0036] 粘结剂是硅酸钾水玻璃。

[0037] 激发剂是按质量比1：1，先将生石灰、石膏分别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再进行混合，即

得激发剂。

[0038] 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9] （1）将煤矸石进行粉碎，过80目筛，得过筛物，按质量比1：4，将过筛物、1.0mol/L盐

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2h，过滤，得球磨物，将球磨物用水洗涤至中性，得中性物，将中性物

在温度60℃下烘干，得烘干物，按质量比6：1，将烘干物、表面活性剂进行混合球磨，球磨速

率为50r/min，得球磨物，备用；

[0040] （2）按重量份数计，取40份水、15份蛋白胨、8份酵母膏、6份琼脂、3份氯化钠进行混

合均匀，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1：4，将蓝藻、营养液进行混合，培养3d，再在压力

20MPa，温度为60℃下进行超声波提取，得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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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3）按质量比1：4，将步骤（1）备用的球磨物、提取液进行混合，浸泡3h，过滤，得浸

泡球磨物，将浸泡球磨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

[0042] （4）按重量分数计，取30份水、15份干燥物、8份贝壳粉、2份粘结剂、1份激发剂进行

混合，得混合物，将混合物放入转盘造粒机中进行造粒，造粒30min，得造粒物，将造粒物在

温度110℃下进行干燥，得干燥物a，即得陶粒滤料。

[0043] 实例3

[0044] 表面活性剂是十二烷基硫酸钠。

[0045] 粘结剂是硅酸钾水玻璃。

[0046] 激发剂是按质量比1：1，先将生石灰、石膏分别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再进行混合，即

得激发剂。

[0047] 一种陶粒滤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8] （1）将煤矸石进行粉碎，过75目筛，得过筛物，按质量比1：3.5，将过筛物、1.0mol/L

盐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5h，过滤，得球磨物，将球磨物用水洗涤至中性，得中性物，将中

性物在温度57℃下烘干，得烘干物，按质量比5.5：0.9，将烘干物、表面活性剂进行混合球

磨，球磨速率为45r/min，得球磨物，备用；

[0049] （2）按重量份数计，取35份水、12.5份蛋白胨、7.5份酵母膏、5.5份琼脂、2.5份氯化

钠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1：3.5，将蓝藻、营养液进行混合，培养

2.5d，再在压力17MPa，温度为50℃下进行超声波提取，得提取液；

[0050] （3）按质量比1：3.5，将步骤（1）备用的球磨物、提取液进行混合，浸泡2.5h，过滤，

得浸泡球磨物，将浸泡球磨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

[0051] （4）按重量分数计，取25份水、12.5份干燥物、7.5份贝壳粉、1.5份粘结剂、0.9份激

发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将混合物放入转盘造粒机中进行造粒，造粒25min，得造粒物，将

造粒物在温度107℃下进行干燥，得干燥物a，即得陶粒滤料。

[0052] 对照例：潍坊市某公司生产的陶粒滤料。

[0053] 取某污水厂废水，其中COD浓度820mg/L，BOD浓度652mg/L，氨氮浓度221  mg/L。分

别将上述实例所得陶粒滤料与对照例的陶粒滤料加入到废水处理系统中对废水进行处理，

处理结果见表1。

[0054] 表1：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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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综合上述，本发明的陶粒滤料加入到废水处理工艺中效果处理效果更好，值得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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