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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饮用水净水剂，该净水剂

成份按重量比包括：氢氧化钙1～6份；蒙脱石1～

12份；聚丙烯酰胺1～24份；硅藻土1～26份；聚合

氯化铝1～32份。另外，还公开了该饮用水进水剂

的制备方法和水质净化方法。采用本发明，使水

质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作为本发明的

免烧砖、土壤改良剂（种植土、有机肥）的生产原

料加以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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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饮用水净水剂，其特征在于，成份按重量比包括：氢氧化钙1～6份；蒙脱石1～12

份；聚丙烯酰胺1～24份；硅藻土1～26份；聚合氯化铝1～32份。

2.一种饮用水净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依次将聚合氯化铝1～32份，硅藻土1～26份，聚丙烯酰胺1～24份，蒙脱石1～12份，氢

氧化钙1～6份，放入搅拌机中；

在常温、常压下以80～120r/min的速度正、反方向搅拌≥9min，得混合物为饮用水净水

剂。

3.一种饮用水水质净化方法，所述饮用水水质净化方法采用的净水剂为权利要求1所

述的饮用水净水剂，其特征在于，包括：

a，将饮用水净水剂按水体流量的1‰～5 ‱ 投入到饮用水水源中，同时以120±10r/min

速度搅拌；

b，搅拌1～3min、停顿3～5min、再搅拌1～3min、静置3～60min；

c，取上清液检测，检测水质是否达GB饮用水标准；

d，将水质净化时产生的沉淀物抽取收集到沉淀池，并对沉淀物进行处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饮用水水质净化淤泥资源化利用的方法一，其特征在于，步骤d

包括：

d11，以板式或叠螺式泥水分离机，将含水率≥95%的沉淀脱水至80±5%；

d12，以翻土机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d13，按重量比添加海藻酸钠，1～6份，1～12份拌合均匀后制成团粒，陈化6～18d作为

植物种植土使用。

5.权利要求3所述的饮用水水质净化淤泥资源化利用的方法二，其特征在于，步骤d包

括：

d21，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d22，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d23，按重量比添加海藻酸钠1～6份、植物腐殖酸6～12份、有机碳1～18份，拌合均匀后

制成团粒，陈化6～18d；

d24，检测使湿泥中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质量分数≥5mg/kg、酸碱度pH值为5.5～

8.5、鲜样水分的质量分数≤30；

d25，检测金属指标，总砷As≤15、总汞Hg≤2、总铅Pb≤50、总铬Cr≤150、总镉Cd≤3；

d26，  当细菌指标（蛔虫卵死亡率和粪大肠菌群数）符合NY884  要求时，判定作为有机

肥使用。

6.权利要求3所述的饮用水水质净化淤泥资源化利用的方法三，其特征在于，步骤d包

括：

d31，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d32，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d33，按重量比添加6～12份PO425，拌合均后以150～800t的压力挤压成标准机制砖、自

然干燥28d后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7.权利要求6所述的饮用水水质净化淤泥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四，其特征在于，步骤d33自

然干燥28d可以更换为以高压蒸汽养护48h，然后再自然干燥26d，作为建筑材料墙体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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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饮用水净水剂、制备方法及水质净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饮用水净水剂，尤其涉及一种饮用水净水剂、制备方法及水质净化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饮用水净水剂在饮水水处理后得到只考虑到饮用水的多年来，我国的饮用

水处理一致采用“絮凝+沉淀+消毒”的工艺流程，由于其占地面积大，净化时间长、输送距离

远，使饮用水净化效率低、水中有残余氯味（很快散发）、水体偏硬（屯水容器变糙、烧水有水

垢）等缺陷。

[0003] 现有的饮用水净化技术后的淤泥通常采用填埋的方法进行处理，对环境造成了污

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饮用水净化剂、制备方法及水质净化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饮用水净化剂，该净化剂包括成份按重

量比包括：氢氧化钙1～6份；蒙脱石1～12份；聚丙烯酰胺1～24份；硅藻土1～26份；聚合氯

化铝1～32份。

[0006] 相应的，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饮用水净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依次将聚合氯化铝1～32份，硅藻土1～26份，聚丙烯酰胺1～24份，蒙脱石1～12份，氢

氧化钙1～6份，放入搅拌机中；

在常温、常压下以80～120r/min的速度正、反方向搅拌≥9min，得混合物为饮用水净水

剂。

[0007] 相应的，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饮用水水质净化方法，该方法还包括：

a.将饮用水净水剂按水体流量的1‰～5 ‱投入到饮用水水源中，同时以120±10r/min

速度搅拌；

b.搅拌1～3min、停顿3～5min、再搅拌1～3min、静置3～60min；

c取上清液检测，检测水质是否达GB饮用水标准；

d.将水质净化时产生的沉淀物抽取收集到沉淀池，并对沉淀物进行处理。

[0008] 优选的，步骤d包括：

d11，以板式或叠螺式泥水分离机，将含水率≥95%的沉淀脱水至80±5%；

d12，以翻土机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d13，按重量比添加海藻酸钠，1～6份、PO425，1～12份拌合均匀后制成团粒，陈化6～

18d作为植物种植土使用。

[0009] 优选的，步骤e3包括：

d21，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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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d23，按重量比添加海藻酸钠1～6份、PO425，1～12份、有机碳1～18份，拌合均匀后制成

团粒，陈化6～18d；

d24，检测使湿泥中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质量分数≥5mg/kg、酸碱度pH值为5.5～

8.5、鲜样水分的质量分数≤30；

d25，检测金属指标，总砷As≤15、总汞Hg≤2、总铅Pb≤50、总铬Cr≤150、总镉Cd≤3；

d26，  当细菌指标（蛔虫卵死亡率和粪大肠菌群数）符合NY884  要求时，判定作为有机

肥使用。

[0010] 优选的，步骤d包括：

d31，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d32，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d33，按重量比添加植物腐殖酸6～12份，拌合均后以150～800t的压力挤压成标准机制

砖、自然干燥28d后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优选的，步骤d33自然干燥28d之前，以高压蒸汽养护48h，然后再自然干燥26d，作为建

筑材料墙体砖使用。

[0011] 本发明的饮用水净水剂不仅考虑到对饮用水的净化作用，而且充分考虑到饮用水

处理后的淤泥处理，因此饮用水净水剂的原料采用了蒙脱石和硅藻土，他们的主要成分是

天然的SiO2,对板结的土壤有很好的松散作用，净水过程中，孔隙吸附了大量的微生物，离

开水体后微生物死亡成为对种植有益的营养品缓慢的逐步释放出来，向土壤和植物提供营

养。当孔隙中的物质释放完毕后，在潮湿的环境条件下，孔隙将作为容器储藏水分，旱季时，

水分被自然析出。蒙脱石、硅藻土这种充析现象，对土壤特别是作物的耕作层提供了保水和

恒温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2] 图1本发明一种饮用水水质净化方法的技术工艺流程简图；

图2本发明一种饮用水水质净化方法的沉淀物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4] 本发明实施例的饮用水净水剂的成份，按重量比包括1氢氧化钙、2蒙脱石、3聚丙

烯酰胺、4硅藻土、5聚合氯化铝分别为1～6份、1～12份、1～24份、1～26份、1～32份（顺序有

变）。

[0015] 本发明实施例的饮用水净水剂的制备方法为：

在常温、常压下将氢氧化钙、蒙脱石、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铝、硅藻土（顺序有变）放入

搅拌机中；

在常温、常压下以80～120r/min的速度正、反方向搅拌≥9min即成。

[0016] 其中，所述原料为固体粉末，粒径为80～250目。氢氧化钙、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

铝为许可的涉水产品，蒙脱石、硅藻土为饲料级、医用级或食品级产品。

[0017] 如图2所示，饮用水水质净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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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净水剂按水体总量的1‰～5 ‱投入到水中并立即搅拌（或曝气）；

搅拌1～3min出现絮状物、停顿3～5min、再搅拌1～3min、静置3～60min；

取上清液检测，水质达GB饮用水标准；

将水质净化时产生的沉淀物抽取收集到沉淀池，并对沉淀物进行处理。

[0018] 另外，如果，饮用水净水剂在已经建成的自来水厂进行使用的话，该净化方法为：

步骤a，所述饮用水净水剂按水体流量的1‰～5 ‱ 投入到水中（人工均匀投入，或设定

转速以螺旋干粉投料机投入），利用水体流速自动搅拌；

步骤b，水流搅拌1～3min后出现絮状物；

步骤c，在清水池，取上清液检测，水质达GB饮用水标准。；

步骤d，水质净化沉淀资源化利用。

[0019] 本发明实施例的水质净化原理如下：

(1)经改性后的蒙脱石、硅藻土对水中高分子有机物、悬浮物及重金属等有主动吸附作

用，并在主动吸附过程中以“包裹”或“附着”等方式结合在一起自然絮凝沉淀下降。

[0020] (2)蒙脱石和硅藻土均有巨大的比表面积，干粉状态下其孔隙充满了空气，加入水

体后，孔隙被水体填充的同时增加了水体的溶解氧，并且，微小的细菌、病毒、藻类等微生物

进入孔隙后因被沉淀而从水体中去除。

[0021] (3)  氢氧化钙有杀菌、消毒、调整pH值等功能，当与水中物质（含污染物和净水剂

的自身原材料）接触，其钙离子和氢氧根离子参与复式反应，使水中氨氮NH3-N在游离氨NH3

和铵离子NH4+之间形式转换时被去除。

[0022] (4)聚氯化铝有较强的架桥吸附性能，在水解过程中，伴随发生凝聚、吸附、沉淀等

物理化学过程。其絮凝沉淀速度快、净水效果明显，能有效去除水中色质、SS、COD、BOD及砷、

汞等重金属离子等物质，主要起吸附、褪色、使水质变清、使悬浮物快速沉降等作用。

[0023] (5)聚丙烯酰胺与蒙脱石、硅藻土、聚氯化铝配合使用，对水中悬浮颗粒的凝聚和

澄清起到加速、瞬时沉淀的作用。本发明所述方法制备所得的饮用水净水剂，对水中COD、

NH3-N、T-N、T-P、T-C总碳、T-S总固体有明显的去除作用。

[0024] 在具体实现时，步骤d中的沉淀资源化利用可以是将沉淀制备成种植土（土壤改良

剂），具体方法包括：

步骤d14，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步骤d15，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步骤d16，按重量比添加海藻酸钠1～6份、有机碳1～12份，拌合均匀后制成团粒，陈化6

～18d作为植物种植土（兼土壤改良剂）使用。

[0025] 本发明实施例制得的土壤改良剂实现了对土壤的改良，具体的：

(1)饮用水净水剂的原料蒙脱石、硅藻土，主要成份是天然的SiO2，对板结的土壤有很

好是松散作用，净水过程中，其空隙吸附了大量的微生物，离开水体后微生物死亡成为对种

植有益的营养品缓慢地逐步释放出来，向土壤和植物提供营养。当空隙中的物质释放完毕

后，在潮湿的环境条件下，空隙将作为容器储藏水份，旱季时，水份被自然析出。蒙脱石、硅

藻土的这种“充析”现象，对土壤特别是作物的耕作层提供了保水和恒温的功能。

[0026] (2)水质净化过程中，随着SS、COD、BOD、NH3-N、T-P的降解，这些物质最终只能以沉

淀的形式存在，经脱水、陈化以及人为的添加营养质，使淤泥变成了能够提供植物生长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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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营养土，对于可能微量存在的重金属离子等有害物质，也通过添加微生物、腐殖酸、有

机碳等元素，将其分解或包裹固化。

[0027] (3)聚丙烯酰胺与海藻酸钠在土壤改良剂（有机肥）的制备中，主要起到保湿、缓

释、利于制作团粒的作用，为土壤和植物提供更多的氧份空间，是沙质土理想的保水调理

剂。

[0028] 另外，步骤d中的沉淀资源化利用也可以是将沉淀制备成机肥，该具体方法包括：

步骤d21，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步骤d22，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步骤d23，按重量比添加海藻酸钠1～6份、腐殖酸1～12份、有机碳1～18份，拌合均匀后

制成团粒，陈化6～18d；

检测使湿泥中总养分（氮+五氧化二磷+氧化钾）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5mg/kg、酸

碱度pH值5.5～8.5、鲜样水分的质量分数≤30、金属指标（mg/kg、以烘干基计）：总砷As≤

15、总汞Hg≤2、总铅Pb≤50、总铬Cr≤150、总镉Cd≤3，细菌指标（蛔虫卵死亡率和粪大肠菌

群数）符合NY884  要求，作为有机肥使用。

[0029] 此外，步骤d中的沉淀资源化利用也可以是将沉淀制备成机建筑材料免烧砖，该制

备方法包括：

步骤d31，以叠螺机对沉淀进行泥水分离，将含水率为≥95%沉淀降至80±5%成湿淤泥；

步骤d32，以人工翻土将含水率为80±5%的湿淤泥自然晾干至50±5%；

步骤d33，.按重量比添加6～12份PO425，拌合均后以150～800t的压力挤压成标准机制

砖、自然干燥28d后作为建筑材料使用;具体实现时，可以高压蒸汽养护48h、自然干燥26d，

作为建筑墙体材料使用。

[0030] 本发明实施例的免烧砖原理如下：

(1)PO425与水反应生成水化硅酸钙C-S-H，而且其生成的Ca（OH）2与净水剂中大量、细

小的蒙脱石和硅藻土（主要成份为SiO2）、聚氯化铝（主要成份为Al2O3,）发生火山灰反应，即

二次水化反应生成C-S-H。C-S-H不仅具有胶凝作用，将湿泥固结成为整体，且C-S-H是水泥

石强度的主要提供者，是淤泥砖强度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二次水化反应使毛细孔隙减少和

细化孔隙，有利于淤泥砖的物理力学性能，提高了淤泥砖的水稳性。

[0031] (2)正常情况下，淤泥固化免烧砖胶凝材料主要水化产物是水化硅酸钙、水化铝酸

钙和钙矾石。PO425水化生成的Ca（OH）2晶体已不复存在，水化产物中失去了水泥结石稳定、

混凝土耐久的标志矿物Ca（OH）2晶体。因此，淤泥固化免烧砖是以淤泥为硅质材料、以PO425

为钙质材料，经一定的工艺过程，在自然养护条件下，生成以水化硅酸钙为主要水化产物的

硅酸盐制品。这与国家标准《硅酸盐建筑制品术语》GB/T16753给出的硅酸盐建筑制品的定

义：“用硅质材料和钙质材料，以一定的工艺方法，在自然或人工水热合成条件下反应生成

以水化硅酸钙、水化铝酸钙为主要胶结料的建筑制品”一致。由于其采用自然养护，因此，淤

泥免烧砖属于非蒸压养护硅酸盐砖。

[0032] (3)高分子材料在加工、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因受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

性能会逐渐变劣，直至失去使用价值，这种现象称为老化。淤泥免烧砖如用高分子有机固化

剂，则会因老化问题影响其使用寿命。PO425为无机主固化剂，在正常条件下其性能可保持

30～50年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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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本发明实施例利用现有市场不同产品之长，经组合、调配成为功能更加强大的混

合净水剂，以简单、方便、快捷的方式完成水质净化，在净水剂配方设计研发的初期，着重考

虑了水质净化沉淀的资源化利用，为净水无二次污染、无固体废弃物排放奠定了基础。

[0034] 饮用水净水剂采用高分子纳米载体技术，使水质的净化达到了速度快、效率高、净

化彻底的效果。“不依赖于设备、集吸附.混凝.消毒.沉淀.自滤于一体，对水中污染物进行

分解、包裹、吸附等一站式去除”，是对饮用水净水剂的客观评价。

[0035] 水质净化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作为本发明的免烧砖、土壤改良剂（种植土、

有机肥）的生产原料加以资源化利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水质净化必然导致固体污染”的难

题，为水处理行业以及水处理产品、水处理技术的拓展开辟了新的思路。

[0036] 另外，本发明实施例所述饮用水净水剂提供了一种饮用水净化的简易方法，简化

了饮用水净化工艺、缩短了饮用水的净化周期，并为进一步处理净水固废设定了生态环保、

符合时政、满足增收节支，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0037] 经本发明所述净水剂净化的水质除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外，还对含有镉、铅、砷等

重金属离子及其它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一定程度的去除和降解，对蓝藻等藻类、大肠杆菌等

致病细菌及病毒等有灭杀作用（去除率≥80%）。

[0038] 本发明所述饮用水净水剂净化水质所产生的沉淀，经脱水、添加营养物质、陈化、

制作团粒后，可直接用于植物种植、土壤改良和制作有机肥，其相关指标可完全符合GB规

定。

[0039] 本发明所述饮用水净水剂净化水质所产生的沉淀，经脱水、添加固化剂后，可用于

制作建筑机制免烧砖，其相关指标可完全符合GB规定。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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