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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

处理药剂及用其处理污水的方法，属于污水处理

技术领域。所述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

剂，包括按照重量百分比计的如下组分：聚合硅

酸铝铁43.8%~46.5%、膨润土28.7%~30.6%、沸石

粉19.3%~20.9%、硅藻土4.9%~5.4%。该污水处理

药剂的污水处理效果不受低温条件影响，处理工

艺简单易操作，最终生活污水处理出水可稳定达

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B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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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按照重量百分比计的如下组分：

聚合硅酸铝铁43.8%~46.5%、膨润土28.7%~30.6%、沸石粉19.3%~20.9%、硅藻土4.9%~5.4%。

2.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如下：将水样从城市生活污水厂调节池取至反应系统后，先进入前端生化系统处理，随

后进入混合反应池，投加所述处理药剂，搅拌混合均匀；然后进入稳定池，池内通过穿孔曝

气的方式使所述处理药剂与污水进一步充分接触反应；随后污水进入后续斜板沉淀（表面

负荷为1.0m3/m2·h）、砂滤（滤速3m3/m2·h）处理工序，满足处理要求后排放。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用所述前端生化系统处理时，厌氧处理2.3h~2.7h，好氧处理5.7h~6.3h。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搅拌时的转速为85r/min~95r/min，搅拌反应时间为8min~15min。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穿孔曝气时的气水比为2.5~3.5:1，所述处理药剂与污水进一步充分接触反应

20min。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斜板沉淀处理工序的表面负荷为1.0~1.5m
3/m2·h，所述砂滤处理工序的滤速为

2.7~3.5m
3/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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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及用其处理污水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及

用其处理污水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

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而黄

河流域季节差别大、温差悬殊，黄河上游青海省久治县以上的河源地区为“全年皆冬”；久治

至兰州区间及渭河中上游地区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兰州至龙门区间为“冬长(六七个

月)、夏短(一二个月)”。在这种长期寒冷的气候条件下，采用生物净化技术的污水处理系统

运行存在较多问题。

[0003] 生物净化技术具有成本低、对环境负面影响小等优点，已普遍成为污水处理的核

心部分。温度是影响微生物和酶活性的重要因素，对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及代谢活动都有着

显著的影响。在污水处理系统中，温度低于10℃时，大部分微生物已不能代谢外源物质，当

温度降低至4℃时，大部分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活性受到抑制，微生物停止生长。

[0004] 面临冬季低温，污水处理要确保出水达标，普遍采用的方法包括：建立保温系统提

高污水温度、提高污泥浓度、延长沉淀时间、增加曝气量等，但这些方法都存在着效果欠佳

或成本高昂的劣势。

[0005] 面对黄河流域低温这个难题，对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进行研究就显得

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

理药剂及用其处理污水的方法，该污水处理药剂的污水处理效果不受低温条件影响，处理

工艺简单易操作，最终生活污水处理出水可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2002)一级B标准。

[0007]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包括按照重量百分比计的如下

组分：聚合硅酸铝铁43.8％～46.5％、膨润土28.7％～30.6％、沸石粉19.3％～20.9％、硅

藻土4.9％～5.4％。

[000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所述的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步

骤如下：将水样从城市生活污水厂调节池取至反应系统后，先进入前端生化系统处理，随后

进入混合反应池，投加所述处理药剂，搅拌混合均匀；然后进入稳定池，池内通过穿孔曝气

的方式使所述处理药剂与污水进一步充分接触反应；随后污水进入后续斜板沉淀(表面负

荷为  1.0m3/m2·h)、砂滤(滤速3m3/m2·h)处理工序，满足处理要求后排放。

[0010] 更进一步地，用所述前端生化系统处理时，厌氧处理2.3h～2.7h，好氧处理5.7h～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1410385 A

3



6.3h。

[0011] 更进一步地，所述搅拌时的转速为85r/min～95r/min，搅拌反应时间为8min～

15min。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穿孔曝气时的气水比为2.5～3.5:1，所述处理药剂与污水进一

步充分接触反应20min。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斜板沉淀处理工序的表面负荷为1.0～1.5m3/m2·h，所述砂滤处

理工序的滤速为2.7～3.5m3/m2·h。

[0014] 聚合硅酸铝铁具有离子度高、易溶于水(在整个pH值范围内完全溶于水，且不受低

水温的影响)、不成凝胶、水解稳定性好等特点，由于聚合硅酸铝铁絮凝剂的大分子链上所

带的正电荷密度高，产物的水溶性好，分子量适中，因此具有絮凝和消毒的双重性能。

[0015] 聚合硅酸铝铁絮凝剂与传统使用的无机絮凝剂(如聚合氯化铝，硫酸铝、碱式氯化

铝等)相比，具有产生的淤泥量少，沉降速度快水质好，成本低等特点，而且还可采用直接过

滤的新工艺，这对传统的上水处理无疑是一个重大改革。最新高效絮凝剂它不仅可有效地

降低水中悬浮物固体含量，从而降低水的浊度：而且还可使病毒沉降，且具有降低水中三卤

甲烷前体的作用，因而使水中的总含碳量(TOC)降低。聚合硅酸铝铁絮凝剂可作为主絮凝剂

和助凝剂使用  (其用量0.5-0.7PPM相当于明矾50-60PPM)，对水的澄清更具显著效果。特别

是对低浊度水的处理，更是其它类型的高分子絮凝剂所不及。

[0016] 在混凝过程中，不同形态的铝铁其水解过程、与颗粒物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铝铁

中等聚合物首先以吸附电中和方式与颗粒物发生作用，然后在羟基连接作用下分子量逐渐

增大，最终形成宏观絮团，在此过程中部分颗粒物进入絮团中。中等聚合物在水溶液中有在

一定时间内保持其形态不继续水解的稳定性，从而减缓水解进程，这使中等聚合物有充分

的机会与颗粒物发生吸附电中和作用，并发挥桥联和网捕等多种作用机制，故其除藻、除浊

效率较高，形成的絮团大，不易残留在水中。因此，它是除污的最有利成分。而单体成分在混

凝过程中水解速度极快，并形成小尺寸凝胶物质，而且其形成宏观絮团的能力也低于中等

聚合物，容易残留在水中，使混凝沉淀出水中残铝浓度升高。单体成分主要靠压缩双层、絮

团吸附去除颗粒物，所以其除藻、除浊效率低。

[0017] 因此，聚合硅酸铝铁在本发明中具有如下基本性能：

[0018] ①净化后的水质优于硫酸铝絮凝剂，净水成本与之相比低15－30％。

[0019] ②絮凝体形成快、沉降速度快，比硫酸铝等传统产品处理能力大。

[0020] ③消耗水中碱度低于各种无机絮凝剂，因而可不投或少投碱剂。

[0021] ④适应的源水PH5.0-9.0范围均可凝聚。

[0022] ⑤腐蚀性小，操作条件好。

[0023] ⑥溶解性优于硫酸铝。

[0024] ⑦处理水中盐分增加少，有利于离子交换处理和高纯制水。

[0025] ⑧对源水温度的适应性优于硫酸铝等无机絮凝剂。

[0026] 助凝剂可加速混凝过程，加大凝絮颗粒的密度，使其迅速沉淀，加强粘结架桥作

用，充分发挥吸附卷带作用。

[0027] 膨润土是以蒙脱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非金属矿产，蒙脱石结构是由两个硅氧四面

体夹一层铝氧八面体组成的2：1型晶体结构，由于蒙脱石晶胞形成的层状结构存在某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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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如Cu、Mg、Na、K等，且这些阳离子与蒙脱石晶胞的作用很不稳定，易被其它阳离子交

换，故具有较好的离子交换性。

[0028] 膨润土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良好的吸附性能和阳离子交换能力，这为它们在污

水处理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矗膨润土在废水处理中主要用于吸附剂和絮凝剂。早茌20世纪30

年代，膨润土已开始用于水和废水的处理。较近几年，膨润土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研究较为

活跃。在水质净化和废水处理领域已受到相当重视，其科研和应用力度正逐渐加大，用膨润

土及其改性产品作为污水处理材料，具有以下诸多优点：原料储量丰富、价廉易得；制备方

法简便；可有效去除水中无机和有机污染物；具有较高的化学和生物稳定性；容易再生。膨

润土及其改性产品将是取代传统废水处理材料的一个理想选择，必将得到广泛的应用。我

国膨润土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应用天然嘭润土开发污水处理新材料无疑是解决我国污水

处理问题的一条可行之路。

[0029] 硅藻土是一种硅质岩石，是一种生物成因的硅质沉积岩，它主要由古代硅藻的遗

骸所组成。其化学成分以SiO2为主，可用SiO2·nH2O表示，矿物成分为蛋白石及其变种。我国

硅藻土储量3.2亿吨，远景储量达20多亿吨，主要集中在华东及东北地区，其中规模较大，储

量较多的有吉林、浙江、云南、山东、四川等省。

[0030] 硅藻土的密度1.9-2.3g/cm3，堆密度0.34-0.65g/cm3，比表面积40-65㎡/g，孔体积

0.45-0 .98cm3/g，吸水率是自身体积的2-4倍，在电子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特殊多孔的构

造。

[0031] 硅藻土用于污水处理主要利用其表面性质、精度及孔系结构等带来的特殊性质，

使其性能稳定，吸附性强，能吸附自身质量1.5-4倍的液体、吸附自身质量11-15倍油。硅藻

土的吸附性能与它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结构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比表面积越大吸附量越大；

孔径越大，吸附量在孔内的扩散速率越大，则越有利于达到吸附平衡。而且硅藻土的表面及

孔内表面分布有大量的硅羟基，这些硅羟基在水溶液中离解出H+，从而使硅藻土颗粒表现

出一定的表面负电性。

[0032] 硅藻土一方面可作为形成絮体的骨架，改善矾花的结构，即有助凝的作用，使形成

的絮体密实而有较好的沉降性，从而改善一般的化学絮凝剂产生的矾花松散、不易下沉的

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其巨大的比表面积和表面吸附性等，脱稳胶体极易被吸附到硅藻土

上，且附着了污染物质的硅藻土颗粒间相互吸附的能力也大，因而硅藻土用于污水处理时，

能快速形成密度较大且稳定性好的絮体，甚至当絮体被打碎后，还可以再絮凝，这是其他铝

盐、铁盐等常用污水处理剂所无法比拟的。

[0033] 硅藻土在我国的储量巨大，由于硅藻土自身的特殊性质，将其运用在污水处理方

面，处理效果不仅稳定，而且处理单元耐冲击负荷能力强，不易受到温度、水质、水量变化等

的影响，适宜含有较多有毒物质或冲击负荷较大的城市污水的处理。而且硅藻土污泥的回

收利用空间大，因其是一种天然矿物，且稳定性好，经适当的处理，可被用到农业、污水处理

或建材等领域。

[0034] 沸石粉是由天然的沸石岩磨细而成，颜色为浅绿色、白色。可去除水中氨氮95％，

净化水质，缓解转水现象。

[0035] 沸石表面粗糙和具有的多孔结构，使其具有较强的携载能力，不但能使物料均匀

地吸附在表面，而且能吸附到孔穴和通道内，提高了物料的可利用性也大大改善了混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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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性。吸氨值是沸石粉的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合格的沸石粉吸氨值一般都大于100mg当

量/100g。每亩每米水深使用沸石粉25-50公斤，可起到除去水中95％氨氮，净化水质增加溶

氧的作用，同时提高水体总碱度，稳定水质。

[0036] 在砂滤处理工序中采用石英砂滤层。

[003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为：

[0038] 复合药剂中，聚合硅酸铝铁作为絮凝剂、兼具助凝剂的作用；膨润土和硅藻土主要

作为助凝剂；沸石粉起到吸附剂的作用。本发明的处理药剂在水温低于10℃的情况下，药剂

依旧保持高效净化作用，可弥补生化系统处理效率低的不足，确保后续出水稳定达标。

[0039] 其中，复合药剂用于污水处理时，聚合硅酸铝铁的铝铁中等聚合物首先以吸附电

中和方式与颗粒物发生作用，然后在羟基连接作用下分子量逐渐增大，最终形成宏观絮团，

在此过程中部分颗粒物进入絮团中有充分的机会发生吸附电中和作用，并发挥桥联和网捕

等多种作用机制。膨润土中的蒙脱石晶胞形成的层状结构存在Cu、Mg、Na、K等阳离子，与蒙

脱石晶胞的作用很不稳定，易被其它阳离子交换，故具有较好的离子交换性。硅藻土形成絮

体的骨架，使形成的絮体密实而有较好的沉降性；另一方面，由于其巨大的比表面积和表面

吸附性等，脱稳胶体极易被吸附到硅藻土上，附着了污染物质的硅藻土颗粒间相互吸附的

能力也大，因而复合药剂中的硅藻土能快速形成密度较大且稳定性好的絮体，甚至当絮体

被打碎后，还可以再絮凝。沸石具有较强的携载能力，能使污染颗粒物均匀地吸附在表面。

沸石还具有吸氨性，可起到除去水中氨氮、净化水质增加溶氧的作用。四种药剂成分通过吸

附电中和、桥联、网捕等作用，联合离子交换作用、吸附沉降作用、吸附去除氨氮作用等综合

反应，完成生活污染生化处理后主要污染物的去除过程。

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用本发明药剂处理污水时的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2为用本发明药剂处理污水时的处理系统的前端生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3为本发明药剂对污水中COD去除效果图；

[0043] 图4为本发明药剂对污水中氨氮去除效果图；

[0044] 图5为本发明药剂对污水中TN去除效果图；

[0045] 图6为本发明药剂对污水中TP去除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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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效

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47] 本发明提供一种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包括按照重量百分比计的如下

组分：聚合硅酸铝铁43.8％～46.5％、膨润土28.7％～30.6％、沸石粉19.3％～20.9％、硅

藻土4.9％～5.4％。

[004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所述的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处理污水的方法，步

骤如下：将水样从城市生活污水厂调节池取至反应系统后，先进入前端生化系统处理，随后

进入混合反应池，投加所述处理药剂，搅拌混合均匀；然后进入稳定池，池内通过穿孔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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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使所述处理药剂与污水进一步充分接触反应；随后污水进入后续斜板沉淀(沉淀池，

表面负荷为1.0m3/m2·h)、砂滤(滤速3m3/m2·h)处理工序(滤池)，满足处理要求后排放。

[0049] 在一个实施例中，用所述前端生化系统处理时，厌氧处理2.3h～2.7h，好氧处理

5.7h～6.3h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搅拌时的转速为85r/min～95r/min，搅拌反应时间为

8min～15min。

[0050]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穿孔曝气时的气水比为2.5～3.5:1，所述处理药剂与污水

进一步充分接触反应20min。

[0051]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斜板沉淀处理工序的表面负荷为1.0～1.5m3/m2·h，所述砂

滤处理工序的滤速为2.7～3.5m3/m2·h。

[0052] 下面结合一个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53] 实施例

[0054] 本发明的低温环境下的高效污水处理药剂，按照重量百分比计包括：聚合硅酸铝

铁45％、膨润土30％、沸石粉20％、硅藻土5％。药剂可直接投入生活污水中使用，适用pH范

围为  5.0～9.0，处理效果不受低温条件影响，且易于后续过滤处理。

[0055] 如图2所示，用本发明药剂处理污水时的处理系统的前端生化系统包括：调节池、

缺氧池、第一好氧池和第二好氧池，所述调节池、缺氧池、第一好氧池和第二好氧池依次相

邻连接设置，所述调节池的底部设有提升泵，所述第一好氧池和第二好氧池内设有微孔曝

气器，并通过所述曝气管进行曝气。

[0056] 如图1所示，用本发明药剂处理污水时的处理系统包括：混合反应池、稳定池、沉淀

池和滤池，所述混合反应池、稳定池、沉淀池和滤池依次相邻连接设置，所述混合反应池内

设有搅拌机，所述稳定池内设有曝气装置，并通过所述曝气管曝气，所述沉淀池采用斜板沉

淀，所述滤池的一侧设底部设有排放口。

[0057] 污水处理工艺如下：环境温度0-5℃时，取生活污水水样投加此药剂进行了为期一

周的小试试验。水样从城市生活污水厂调节池取至反应系统后，先进到A前端生化系统处理

(厌氧处理2.5h，好氧处理6.0h)，随后进入混合反应池，投加药剂，通过搅拌机(转速90r/

min)  混合均匀(此部分反应时间为10min左右)；然后进入稳定池，池内通过穿孔曝气(气水

比  3:1)的方式使药剂与污水进一步充分接触反应(此部分反应时间为20min左右)；随后污

水进入后续斜板沉淀(沉淀池，表面负荷为1.0m3/m2·h)、砂滤(滤池，滤速3m3/m2·h)处理

工序，满足处理要求后排放。

[0058] 表1水样水质参数及排放标准

[0059]

[0060] 期间记录试验数据，得到图3至图6所示处理效果。

[0061] 由图可见：

[0062] 系统进水水质COD在149mg/L～200mg/L范围内波动时，污水处理系统出水  COD均

能保持在38 .5mg/L以下，满足一级B标准中60mg/L的要求，且COD  去除率为7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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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进水氨氮浓度为21.8mg/L～33mg/L时，出水浓度为  1.6mg/L～3.5mg/L，均低于一

级B标准的8mg/L，氨氮去除率为88.5％～93.3％。系统前三天取样结果显示TN的去除率仅

为43.5％左右，但后期效果越来越稳定，高达78.9％，试验出水水质均满足一级B标准。系统

除磷效果在低温条件下(低于10℃)同样有保障，试验期间出水指标均低于0.80mg/L，满足

一级B标准。

[0063] 污染物去除机理：

[0064] 生活污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后，在缺氧池A池内，微生物在缺氧状态下将污水中有

机氮转化为氨氮，并利用有机碳源作为电子供体发挥反硝化作用，将  NO2-N、NO3-N转化为

N2。缺氧状态下的除磷菌，将污水中的有机物摄入细胞内，并分解聚磷酸盐，同时将此过程

产生的磷酸排出体外。经过缺氧池处理的污水，自动流入好氧池O池内。好氧池的硝化菌利

用有机物分解产生的无机碳源，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作为营养源进行硝化作用，将污水中

的氨氮转化为  NO2-N、NO3-N。除磷菌则吸收水中的BOD5或消耗自身储存的能量，充分摄取污

水中的磷。

[0065] 经过好氧池处理后的上清液，自动流入药剂反应及沉淀过滤系统。药剂反应系统

中，聚合硅酸铝铁充分发挥吸附、电中和、桥联、网捕等多种作用机制。膨润土发挥离子交换

作用。硅藻土形成密实的沉降性较好的絮体、并发挥吸附作用形成密度更大的稳定性絮体。

沸石较强的携载能力，能使污染颗粒物均匀地吸附在表面，并进一步除去水中氨氮、净化水

质增加溶氧的作用。四种药剂成分通过吸附电中和、桥联、网捕等作用，联合离子交换作用、

吸附沉降作用、吸附去除氨氮作用等综合反应，完成生活污染生化处理后主要污染物的去

除过程。进一步将污水中的污染物从沉淀、过滤系统中分离出来，最终实现去除水中污染物

的目的。

[0066] 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

式，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

出各种变化。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可行的实施例而已，并非因此局限本发明的权利范

围，凡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化，均包含于本发明的权利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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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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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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