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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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800155.2

(22)申请日 2016.08.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27767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1.04

(73)专利权人 新奥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地址 100190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

1708室

(72)发明人 韩先福　程东惠　梁超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律远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11574

代理人 全成哲

(51)Int.Cl.

C02F 11/00(2006.01)

C02F 1/52(2006.01)

C02F 1/56(2006.01)

C02F 1/2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495271 A,2014.01.08,

CN 1270146 A,2000.10.18,

CN 104649467 A,2015.05.27,

审查员 张成

 

(54)发明名称

镉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方法

(57)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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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镉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方法，该方法包括依次的如下步骤：镉浸出步骤、镉沉淀步骤和

镉吸附步骤，其中：

镉沉淀步骤中使用硫化物进行沉淀，沉淀剂为硫化钠和聚合氯化铝，硫化钠的投加量

为0.03mg/L-0.20mg/L；

其中用吸附剂将来自镉沉淀步骤的滤液进行镉吸附处理，所述吸附剂为利用杨梅加工

副产物生产的吸附剂，该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将杨梅红色素提取后的固体副产物为原

料，制取杨梅丹宁，然后以胶原纤维为载体，以咪唑类化合物为交联剂，通过共价交联的方

式将杨梅丹宁固载在胶原纤维上，制得吸附剂；

杨梅丹宁通过以下方法由杨梅副产物进行制取：称取利用杨梅红色素提取后的固体副

产物，将固体副产物置于容器中，加入为固体副产物体积1-6倍的70：30(v:v)丙酮-水混合

提取溶液，搅拌抽提1-3h后，将抽提物以1000-4000rpm速度在4℃下离心10-60min，将上清

液与等量乙醚混合后静置5-10min，分层后弃去上层有机相有机溶液，保存下层液相溶液，

重复抽提一次，将两层液相合并，然后经旋转蒸发仪减压蒸发掉溶于液相的丙酮，再经氮气

吹扫仪浓缩冻干，得到丹宁产物。

2.根据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所述镉浸出步骤采用硫酸溶液进行浸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的方法，其中镉沉淀步骤中替换为采用氢氧化物沉淀，在沉淀的

过程中同时使用三氯化铁和聚合氯化铝作为混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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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重金属处理领域，具体涉及镉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方法，更具体涉及无

害化处理河道湖泊污泥中重金属镉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镉是一种铅灰色有光泽的软质金属，熔点为320 .9℃，沸点为765℃，密度为

8650kg.m-3，原子量为112.41。镉在周期表中位于第1IB族，常以二价阳离子的形式存在。镉

在自然环境中的分布十分广泛，不同环境下，浓度不同，地壳中镉的浓度约为0.15～0.20μ

g .k-3，河流湖泊中镉的浓度为l-10μg .k-3，在海水中为0.11μg .k-3，空气中含镉0.002～

0.005kg.m-3。

[0003] 人们将镉、汞、铅、铬、砷这五种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为“五毒”，镉被称为

“五毒之首”。镉具有很强的生物毒性，如果大量的镉进入环境中，会对环境和人类产生严重

的危害。日常生活中，人体摄入镉途径为吸入被镉污染得空气、饮食受镉污染的食物及水，

镉进入人体后，不易被人体生理代谢排出，且镉的半衰期为7～30年，这会造成镉不断的在

人体内蓄积，镉能在人体中蓄积可长达50年之久，即使人脱离了镉污染的环境，体内的镉含

量仍不易减少，依然处于较高的浓度水平。人体内的镉离子主要积累于肾、肝、胰腺和甲状

腺等内脏器官，其中肾脏是镉毒性作用的主要靶器官，人体镉总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蓄积于

肾脏内。镉会对肾脏造成严重损害，使其功能发生障碍，萎缩变性，甚至于造成肾脏纤维化。

镉中毒可能还会引发心血管病、骨髓损伤和癌症等高危病种。

[0004] 据统计，2009年我国全年废水排放总量达589.2亿吨，比上一年增加3.0％，而2010

年废水排放总量达到617.2亿吨，比2009年增加4.7％，我国废水排放量愈来愈多，随之带来

的水体污染也越来越严重，污染水体周围居民的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将直接受到影响，并且

我国晕度污染的地域范围在不断增加。我国境内的的江河湖海有很多，但足污水中镉离子

联合吸附技术研究目前很多江河湖海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近几年，水污染受到了人们的

重视，我国加大了对水环境的监测范围，监测面积占整个流域面积的80％。2001年监测结果

表明，我国各大水系就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海河、辽河、淮河3条河流污染最为严重，

其次是松花江、珠江、黄河和长江。南方城市广东、深圳等很多经济发达城市内的河流也受

到不同程度污染，沿海城市的污染都如此严重，这预示着我国污染水系范围之广令人担忧。

[0005] CN101513640A公开了一种锌镉超积累植物无害化固定床热解处置系统,将干燥后

的锌镉超积累植物送入热解炉进行热解,热解产生的热解气再处理后通过焚烧综合利用系

统焚烧再利用；焚烧综合利用系统输出的热烟气部分用于干燥锌镉超积累植物，部分用于

热解炉供热；热解炉内的热解温度维持依靠燃料油燃烧产生的热烟气、焚烧综合利用系统

输出的部分热烟气以及热解炉内锌镉超积累植物热解和燃烧反应释放的热量；焚烧综合利

用系统输出的热烟气干燥锌镉超积累植物后经活性炭吸附净化后排空。采用该热解技术，

90％以上的镉和99％以上的锌可被固定于热解焦炭中，实现了锌镉超积累植物的无害化处

置和能源综合利用。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6277675 B

3



[0006] CN101871046A公开了一种重金属污染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回收方法，包括

依次的如下步骤：1)原料浆化：粉碎原料后加水制成浆料；2)酸浸溶解：将步骤1所得浆料液

加入稀硫酸进行常温溶解，过滤处理，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渣碱化处理用作砖或水泥原

料；滤液循环使用；3)铜置换：将步骤2的滤液以铁置换出铜，滤液送入下工序；4)制取铁铬

矾：将步骤3所得滤液加碱性物质和氧化剂，常温调PH值后沉淀，压滤即得铁铬矾，滤液循环

使用；5)制取海绵镉：将步骤4的滤液以锌置换出镉，滤液送入下道工序。

[0007] CN103894401B公开了一种治理镉铅砷复合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方法，该方法包括

步骤如下：步骤S1：选取镉富集型蓖麻品种；步骤S2：获取中性酸碱度的镉铅砷污染的土壤；

步骤S3：将镉富集型蓖麻与蜈蚣草以间作方式种植到中性酸碱度的镉铅砷污染的土壤中成

活生长，并定期收获成熟的蓖麻，执行步骤S5；步骤S4：视蜈蚣草的生长高度，收割蜈蚣草上

部，执行步骤S5；在土壤地面上保留一蜈蚣草段茬执行步骤S3；步骤S5：将收获成熟的蓖麻

和蜈蚣草上部送至专属场所集中并做无害化处理。

[0008] CN101367575B公开了一种利用藻菌协同体系对含镉重金属废水进行无害化生物

吸附处理的同时两次生产氢气的方法，属于环境能源技术领域。本方法的主要特点在于利

用藻细胞壁和菌细胞壁协同快速吸附镉，同时利用衣藻的重金属胁迫效应与其培养过程中

硫元素缺乏效应有相似之处的特点让衣藻除镉同时产生氢气，并进一步利用丁酸梭菌来发

酵衣藻光合作用累积的生物量再次产氢，吸镉产氢的过程中使用的菌均固定化处理，效率

高且易于下游处理，最后获得镉浓度达标的清洁水和大量氢气。

[0009] CN102441562A公开了一种利用柠檬酸促进蚕豆修复治理镉污染土壤的方法，其特

征是包括：在含污染物镉的土壤中种植蚕豆，并在土壤中施入柠檬酸水溶液，当植物蚕豆生

长到结荚果或者成熟期时，将植物蚕豆收割或整体从污染土壤中移走。

[0010] “镉的生物毒性及其防治策略”，黄宝圣等，生物学通报，2005年第40卷第11期，研

究了镉的生物毒性及其在人类生命代谢活动中的作用机制，有计划地保护、开发和利用各

种镉资源，及时治理各种镉毒污染物和注意科学饮食是最有效的镉毒防治策略。

[0011] 由上述背景技术可知，即使微量的镉，也可以导致严重的危害。然而，常规处理方

法仍导致残存少量的镉违背去除，仍可产生严重危害。

[0012] 本领域需要一种能够以高的去除率将河道湖泊污泥中的镉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方

法。

发明内容

[001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人经过深入研究和大量实验，充分结合河道湖泊污泥中

重金属镉的主要存在形态和含量以及现有的除镉方法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以下技术方

案。

[0014] 在本发明的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镉污染物的高效去除方法，尤其是无害化处理河

道湖泊污泥中重金属镉的方法(即系统)，该方法包括依次的如下步骤：镉浸出步骤、镉沉淀

步骤和镉吸附步骤。

[0015] 优选地，所述镉浸出步骤采用硫酸溶液进行浸出。即，有效将镉污染物从污泥中浸

出。

[0016] 优选地，浸出液用沉淀剂进行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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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优选地，镉沉淀步骤中采用氢氧化物(优选氢氧化钠)沉淀，在沉淀的过程中同时

使用三氯化铁和聚合氯化铝作为混凝剂，三氯化铁和聚合氯化铝的重量为6:1-1:6。三氯化

铁比聚合氯化铝更适合去除超标倍数较高的镉污染。因此在镉含量较高的情况下，提高三

氯化铁的用量，此时三氯化铁与聚合氯化铝的重量比可以为10:1-5:1。

[0018] 优选地，镉沉淀步骤中使用硫化物进行沉淀，沉淀剂为硫化钠和聚合氯化铝。本发

明人经研究发现硫化钠投加量大于0.03mg/L(以S计)时能有效去除自来水中超标4倍的镉，

残余硫未超标。当硫化钠投加量(以S计)增加到0.20mg/L时，上清液硫化物超标，所以在满

足去除要求的情况下，应该注意硫化钠的投加量，以控制残余硫化物浓度，同时提高该方法

的经济性。因此，硫化钠的投加量优选为0.03mg/L-0.20mg/L，更优选0.05mg/L-0.15mg/L，

最优选0.08mg/L-0.10mg/L。

[0019] 就本发明而言，将来自镉沉淀步骤的滤液进行镉吸附处理。所述吸附剂优选为天

然产物制成的吸附剂。任选地，先对滤液中的镉含量进行检测，以便于确定后续处理的吸附

剂用量。

[0020] 在本发明方法，通过二级吸附，可以是污泥中镉的去除率达到99％以上，基本实现

了河道湖泊污泥中重金属镉的无害化处理。

[0021] 所述吸附剂为利用杨梅加工副产物生产的吸附剂，该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将杨

梅红色素提取后的固体副产物为原料，制取杨梅丹宁；然后以胶原纤维为载体，以咪唑类化

合物为交联剂，通过共价交联的方式将杨梅丹宁固载在胶原纤维上，制得吸附剂。本发明人

发现，该吸附剂对五价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效果。同时该吸附剂本身为天然吸附剂，不会引

入新的有害物质。

[0022] 所述杨梅加工副产物为利用杨梅红色素提取后的固体副产物，有该副产物制取杨

梅丹宁优选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称取固体副产物置于容器中，加入为固体副产物体积1-6

倍，优选2-5倍，更优选3倍的丙酮-水(70：30v:v)混合提取溶液，搅拌抽提1-3h后，将抽提物

以1000-4000rpm速度在4℃下离心10-60min，将上清液与等量乙醚混合后静置5-10min，分

层后弃去上层有机相有机溶液，保存下层液相溶液。重复抽提一次，将两层液相合并。然后

经旋转蒸发仪(优选条件为30℃，120rpm)减压蒸发掉溶于液相的丙酮，再经氮气吹扫仪浓

缩冻干，得到单宁产物。该方法与现有技术的方法相比，在单宁纯度相当的情况下，工艺得

到简化，简单易行。

[0023] 另外，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将所述单宁产物(即单宁粗产物)进一步纯化，其纯化方

法优选为如下：将冻干后的单宁粗产物溶于99％的乙醇中，然后与等比例去离子水混合，互

溶后加入交联葡聚糖柱(Sephadex  LH-20)中，搅拌后真空抽滤，反复加入50％乙醇水溶液

直到真空抽滤溶液无色为止，弃去滤液，然后加入50％丙酮水溶液，反复冲洗直到滤液变为

无色，滤液经旋转蒸发仪蒸干后再经氮气吹扫仪吹干后冻干，得到纯化的杨梅单宁。

[0024] 本发明人发现，交联葡聚糖柱的使用可以极大的降低单宁杂质含量。在现有技术

中尚未报导将交联葡聚糖柱应用到杨梅单宁的制备中。

[0025] 优选地，所述固体副产物含有两性离子物质。所述两性离子物质为使杨梅红色素

稳定存在的pH值缓冲剂。研究发现，这样的缓冲剂的存在，不仅能够调节pH值，还能够使杨

梅丹宁在杨梅红色素提取时的流失减小，即，使得杨梅单宁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在固体副

产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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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所述固体副产物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获得：

[0027] (1)将杨梅果清洗、晾干，然后粉碎成杨梅果糊状物；

[0028] (2)将所述糊状物投入提取容器中，加入为糊状物质量3～7倍的醇水混合溶液，向

该醇水混合溶液中加入pH值缓冲剂，所述pH值缓冲剂能够维持提取液的pH值为3-6，在25～

60℃的条件下浸提，将所得提取液合并，浸提后的提余固体物即为固体副产物。

[0029] 任选地，进行如下步骤获得杨梅红色素产品：

[0030] (3)将提取液在-0.06～-0.1MPa的真空度、70～110℃的温度下浓缩；

[0031] (4)将浓缩后的提取液用植物油提取溶剂萃取，在20～35℃，转速10～100转/分钟

的条件下连续进行萃取，分离出杨梅核中的油溶性物质；

[0032] (5)将脱油后的浓缩液过滤除去颗粒不溶物，该颗粒不溶物即为固体副产物，所述

过滤后的滤液用于通过纯化制备杨梅红色素产品。

[0033] 所述胶原纤维优选为牛皮胶原纤维。

[0034] 所述咪唑类化合物优选为2-乙基-4-甲基咪唑。

[0035] 优选地，所述胶原纤维在使用前用乙醛酸为改性剂进行部分羧基化改性。

[0036] 在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提供了通过上述方法获得的吸附剂。

[0037] 由上述固体副产物为原料制取杨梅丹宁，然后以胶原纤维为载体，以咪唑类化合

物为交联剂，通过共价交联的方式将杨梅丹宁固载在胶原纤维上，制得吸附剂。所述咪唑类

化合物还可以替代为戊二醛交联剂，吸附效果更加，吸附效果能提高5-10％，且成本为降低

10-20％。

[0038] 优选地，所述pH值缓冲剂为两性离子物质。优选地，固体副产物含有所述两性离子

物质。

[0039] 在一个优选实施方式中，本发明的方法还包括镉回收步骤即洗脱再生步骤。通过

用稀硫酸溶液洗脱吸附剂，可以使吸附剂得到再生，同时能够回收镉，以制备有用的含镉产

品。所述洗脱液的pH优选为2-6，更优选3-5。

[0040] 镉回收的方法可以采用如下方法：向洗脱液中加入锌粉，置换提取海绵镉。最佳回

收条件为，溶液的pH值为4，温度为50℃，锌粉用量为化学计量量的122％，时间为2小时。

具体实施方案

[0041] 下面结合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

[0042] 实施例1

[0043] 取淮河流域的安徽颍上县境内河段的污泥进行除镉操作。采取的方法包包括镉浸

出步骤、镉沉淀步骤和镉吸附步骤，使用的浸出溶液为浓度0.05M的硫酸，吸附剂为根据本

发明上文所述由利用杨梅加工副产物生产的吸附剂。经检测，废水中镉的去除率达到了约

99.3％，远高于仅仅通过沉淀法的镉去除率(通常为90％左右)，有效实现了无害化处理。

[0044] 本书面描述使用实例来公开本发明，包括最佳模式，且还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

制造和使用本发明。本发明的可授予专利的范围由权利要求书限定，且可以包括本领域技

术人员想到的其它实例。如果这种其它实例具有不异于权利要求书的字面语言的结构元

素，或者如果这种其它实例包括与权利要求书的字面语言无实质性差异的等效结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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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种其它实例意图处于权利要求书的范围之内。在不会造成不一致的程度下，通过参考

将本文中参考的所有引用之处并入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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