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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

臭的净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净化剂为固液

混合物，pH为9.5～10.5且其组分包含氢氧化镁、

有机酸、悬浮剂、生物菌以及水，其中氢氧化镁的

质量含量为10～70％，悬浮剂的质量含量为

0.001～5％，生物菌为富养降解菌，且其质量含

量为0.001～10％。净化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使氧

化镁与水发生水合反应生成氢氧化镁，并在温度

为95℃以下时，然后加入悬浮剂和生物菌，混合

均匀，即得。本发明的净化剂特别适于水产养殖

及河道除臭，除臭效果好且操作方便，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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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的净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剂为固液混合物，所

述固液混合物的pH为9.5～10.5且其组分包含氢氧化镁、有机酸、悬浮剂、生物菌以及水，所

述净化剂中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10～70％，所述悬浮剂的质量含量为0.001～5％，所述

生物菌为富养降解菌，且其质量含量为0.001～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净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净

化剂中，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20％～60％，悬浮剂的质量含量为0.0013％～0.5％，生物

菌的质量含量为0.00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净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净

化剂中，所述的悬浮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和/或，所述有机酸为冰醋酸、枸橼酸或二者的

组合；和/或，所述的生物菌包括选自氨氮、磷降解菌群中的一种或多种的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净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有

机酸的质量含量为0.001％～0.5％。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净

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净化剂通过以下方法制备：使氧化镁与水发生水合反应生成氢氧

化镁，并在温度为95℃以下时，然后加入悬浮剂和生物菌，混合均匀，即得所述净化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净化剂，其特征在于：以全部

所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各原料的比例为：氧化镁10-60％，有机酸0.04-0.125％，悬

浮剂0.0013-0.5％，生物菌0.001-0.5％，以及其他为水。

7.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

净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使氧化镁与水发生水合反应生成氢氧

化镁，并在温度为95℃以下时，然后加入悬浮剂和生物菌，混合均匀，即得所述净化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净化剂的原料中，95％以上的固

体颗粒小于等于30微米。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实施如下：首先在反应釜中

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化镁，当温度为65～95℃时，加入有机酸，搅拌，之后加入悬浮

剂，搅拌，之后加入生物菌，混合均匀，即得所述的净化剂。

10.如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净化剂在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中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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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的净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产养殖及河道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及

净化水质作用的净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发展，生活、生产污水排放日益增加，给环境带来极大压力。污水的排放

污染、化肥过的使用导致了重金属污染、高营养负荷导等问题，导致水质无法用于灌溉、水

产养殖及愉悦的享受环境。在极端的条件下，藻类大量繁殖可能会对生物产生毒性、降低水

产值、低溶解氧和低水透明度等问题。

[0003] 另外，水质中的pH值也是一个重要的污染相关因素。水体的富营养化会引起pH值

下降，而pH值下降不仅会导致硫化物升高，还会导致重金属活性增加，这就导致了骨骼疼痛

等疾病的风险增加。

[0004] 目前大部分有水质处理需求的水产养殖场及河道并未连入污水处理网络，在遇到

水质污染时均采用水循环来延缓情况恶化，但是这种方式效果不理想。而如果采用加入化

学药剂来解决臭气及污染，虽有一定效果但是化学药剂大多不能与水中生物兼容。而采取

抽干重新灌溉等物理治理方式解决臭气及污染问题，成本高，人力物力投入大且影响正常

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专用于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的净化剂，该净

化剂不仅除臭效果好，且与水中生物兼容性好。

[0006] 本发明同时还提供一种水产养殖及河道除臭净化用的净化剂的制备方法，该方法

可以获得的净化剂流动性和稳定性好，并具有优异的除臭效果。

[0007] 为实现前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一种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适用于垃圾除臭的

净化剂，该净化剂为固液混合物，所述固液混合物的pH为9.5～10.5且其组分包含氢氧化

镁、有机酸、悬浮剂、生物菌以及水，所述净化剂中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10～80％，所述悬

浮剂的质量含量为0.001～5％，所述生物菌为富养降解菌，且其质量含量为0.001～10％。

[0008] 优选地，所述净化剂中，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低于65％。

[0009] 优选地，所述净化剂中，悬浮剂的质量含量低于3％。更优选地，所述净化剂中，悬

浮剂的质量含量低于2％。

[0010] 优选地，所述生物菌的质量含量低于3％。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且优选方面，所述净化剂中，氢氧化镁的质量含量为20％

～60％，悬浮剂的质量含量为0.0013％～0.5％，生物菌的质量含量为0.001～1％。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悬浮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有机酸为冰醋酸、枸橼酸或二者的组合。

[0014] 根据本发明，所述有机酸的质量含量优选为0.001％～0.5％，尤其优选为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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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0015]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生物菌优选包括选自氨氮降解菌、有机磷降解菌、无机磷降解

菌种的一种或多种的组合。

[0016] 优选地，所述的净化剂通过以下方法制备：使氧化镁与水发生水合反应生成氢氧

化镁，并在温度为95℃以下时，然后加入悬浮剂和生物菌，混合均匀，即得所述净化剂。

[0017] 进一步优选地，以全部所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各原料的比例为：氧化镁10-

60％，有机酸0.04-0.125％，悬浮剂0.0013-0.5％，生物菌0.001-0.5％，以及其他为水。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前述净化剂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使氧化镁与水发生水合

反应生成氢氧化镁，并在温度为95℃以下时，然后加入悬浮剂和生物菌，混合均匀，即得所

述净化剂。

[0019] 进一步优选地，以全部所述原料的总质量为100％计，各原料的比例为：氧化镁10-

60％，有机酸0.04-0.125％，悬浮剂0.0013-0.5％，生物菌0.001-0.5％，以及其他为水。

[0020] 优选地，原料中95％以上的固体颗粒小于等于30微米。

[0021] 进一步地，首先在反应釜中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化镁，当温度为65～95℃

时，加入有机酸，搅拌，之后加入悬浮剂，搅拌，之后加入生物菌，混合均匀，得到净化剂。

[0022] 本发明还涉及一种上述的净化剂在水产养殖以及河道除臭净化中的应用。

[0023] 进一步地，应用时，将净化剂均匀喷洒在水产养殖以及河道水面上。

[0024] 进一步地，净化剂的每周总剂量率为45-150mg/l，具体基于水体总量设定。

[0025] 进一步地，应用时，直接向需要除臭的水体中加入如本发明前述的净化剂。

[0026] 由于以上技术方案的实施，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势：

[0027] 1.本发明的净化剂，投入待处理的水产养殖或河道水体中，pH值能够保持稳定。由

于本发明净化剂能够保持pH值稳定，因此最大程度的减少硫化氢的排放，避免氨气的排放。

并且由于保持pH值稳定，避免了重金属活性增加，同时防止重金属污染。

[0028] 2、本发明的净化剂的流动性好，可以直接投入使用，无需现场配制，使用方便。本

发明的净化剂在投入污水后其中的氢氧化镁可以稳定地保持悬浮状态。

[0029] 3、本发明的净化剂中，主要成分氢氧化镁是安全且无害的，与石灰相比不会造成

化学烧伤。因此本发明净化剂在生产、运输和使用中安全性高，避免造成安全事故和工伤事

故。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本发明提供的净化剂以氢氧化镁为主要成分，并通过有机酸、悬浮剂的作用，使净

化剂获得优异的流动性、存储稳定性和使用稳定性，从而可以方便、安全地获得最佳的除臭

效果。通过富养降解微生物菌消化多余的富养份，阻止藻类及悬浮物的增多。

[0031] 净化剂的组成中，氢氧化镁优选是由氧化镁与水进行原位水合反应制成，并优选

在有机酸存在下进行水合反应。

[0032] 氧化镁水合作用是根据以下反应方程进行的：

[0033] MgO(s)+H2O(l)→Mg(OH)2(s)

[0034] 在制备过程中，优选添加有机酸，有机酸可以促进反应，在氧化镁和水的反应中，

随着反应的进行，粘稠度会增加，加入有机酸会降低粘稠度并促进反应继续进行。具体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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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优选为75-98％的冰醋酸、或枸橼酸其他有机酸的一种或多种。

[0035] 净化剂的一个优选的制备过程包括：1)在反应釜中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

化镁，充分反应后当温度降为65-95℃时，加入有机酸，搅拌(例如30分钟)；2)之后加入悬浮

剂，搅拌(例如40分钟)；3)之后，在使用前24小时内加入生物菌，最终净化剂pH值为9.5-

10.5。

[0036] 在一些具体且优选实施方式中，以重量百分比计，该净化剂的原料配方包括氧化

镁10-60％，有机酸0.04-0.125％，悬浮剂0.0013-0.5％，以及生物菌0.001-0.5％，其他为

水；

[0037] 进一步地，所述氧化镁原料优选氧化镁纯度比例大于90％，二氧化硅低于0.5％。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生产中，氧化镁原料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杂质，杂质包括氧化钙、三

氧化二铁、三氧化二铝、二氧化硅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8] 净化剂中，悬浮剂的作用为保证最终净化剂在存储中以及投入水体后不沉降，保

持悬浮浓度。悬浮剂可以例如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优选粘度规格在5,000-20,000CP中的

一种或多种(可参考http://www.mizudahope.com/content.asp？id＝167)。

[0039] 净化剂中，生物菌的具体优选是氨氮、磷等富养降解菌群的一种或多种。

[0040] 进一步地，所述净化剂原料中固体颗粒大小为：95％以上的固体颗粒小于30微米。

若原料固体颗粒太大，会影响生产时反应速度；此外成品净化剂使用时是采用水泵通过喷

嘴投放，原料颗粒过大，会在成品净化剂中产生杂质，堵塞喷嘴。

[0041] 本发明实施例的净化剂具有以下特点：

[0042] 1、净化剂兼容于水产活物，投入待处理的水质中，pH值能够保持稳定。水处理过程

中一般会间断投放，根据实验实测，在投放后通常30分钟后pH值将始终稳定在8-9。

[0043] 2、由于净化剂能够保持pH值稳定，因此最大程度的减少硫化氢的排放。并且由于

保持pH值稳定，避免了重金属活性增加，同时防止重金属污染。

[0044] 3、净化剂能够对水质中悬浮物进行沉淀，并消耗掉多余的富养成分。

[0045] 4、净化剂能够使底部污泥更加聚集，从而降低必要清理时的难度。

[0046] 4、净化剂中，主要成分氢氧化镁是安全且无害的，与石灰相比不会造成化学烧伤。

因在生产、运输和使用中安全性高，避免造成安全事故和工伤事故。

[0047] 5、本发明的净化剂组成简单，安全，对水体完全无害，同时，净化剂的制备方法简

单，容易实现，具有良好的工业化应用前景。

[0048] 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9]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

洁，未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

征的组合不存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以下各实例中，净化剂浓度为氢

氧化镁重量与净化剂重量之比。

[0050] 实施例1

[0051]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除臭的净化剂，以重量百分比计，采用以下原料通过如下步骤

制备得到：1)在反应釜中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化镁，每100份重量份的氧化镁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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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份，充分反应后当温度降为70℃时，2)加入有机酸(75％冰醋酸)0.3份，搅拌30分钟；3)

之后加入悬浮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规格为15,000mPa.s)2份，搅拌40分钟；4)之后加

入微生菌(氨氮降解菌、有机磷降解菌)1份，搅拌5分钟；最终净化剂浓度为56％，pH值为

9.6。对制备的净化剂的净化能力进行测试：

[0052] 将制备的净化剂用于上海宝山区罗店镇小西张茜泾河道内，一周总剂量率基于水

体总量以45-150mg/l的不同速率每天进行表面均匀喷洒，对水质pH、浑浊度、总磷及色度进

行监测。净化剂投放前，水质pH值为7.61、浑浊度为250、总磷0.81ppm、总氮3.14ppm及色度

浑浊呈现棕色及绿色之间，投放后4周内水质pH值为8.01、浑浊度为20、总磷0.15ppm、总氮

0.7ppm及色度清澈。

[0053] 实施例2

[0054]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除臭的净化剂，以重量百分比计，采用以下原料通过如下步骤

制备得到：1)在反应釜中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化镁，每100份重量份的氧化镁加水

250份，充分反应后当温度降为70℃时，2)加入有机酸(75％冰醋酸)0.3份，搅拌30分钟；3)

之后加入悬浮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规格为15,000mPa.s)2份，搅拌40分钟；4)之后加

入微生菌(氨氮降解菌、有机磷降解菌)1份，搅拌5分钟，最终净化剂浓度为48％，pH值为

9.6。

[0055] 将制备的净化剂用于上海宝山区罗店镇小西张茜泾河道内，每周总剂量率以45-

65mg/l的不同速率每天进行表面均匀喷洒，在对水质pH、浑浊度、总磷及色度进行监测。净

化剂投放前，水质pH值为7.61、浑浊度为500、总磷1.57ppm、总氮6.14ppm及色度浑浊呈现绿

色，投放后4周内水质pH值为8、浑浊度为75、总磷0.3ppm、总氮1.1ppm及色度浅绿色。

[0056] 实施例3

[0057] 一种用于河道水质除臭的净化剂，以重量百分比计，采用以下原料通过如下步骤

制备得到：1)在反应釜中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化镁，每100份重量份的氧化镁加水

150份，充分反应后当温度降为70℃时，2)加入有机酸(75％冰醋酸)0.3份，搅拌30分钟；3)

之后加入悬浮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规格为15,000mPa.s)2份，搅拌40分钟；4)之后加

入微生菌(氨氮降解菌、有机磷降解菌)1份，搅拌5分钟，最终净化剂浓度为59％，pH值为

9.9。

[0058] 将制备的净化剂用于河道内，每周总剂量率以45-65mg/l的不同速率每天进行表

面均匀喷洒，在对水质pH、浑浊度、总磷及色度进行监测。净化剂投放前，水质pH值为7.61、

浑浊度为125、总磷0.13ppm、总氮1.6ppm及色度浑浊呈现轻度混浊，投放后4周内水质pH值

为8.2、浑浊度为10、总磷0.06ppm、总氮0.5ppm及色度清澈。

[0059] 实施例4

[0060] 一种用于水产养殖场水质除臭的净化剂，以重量百分比计，采用以下原料通过如

下步骤制备得到：1)在反应釜中加入水，一边搅拌一边加入氧化镁，每100份重量份的氧化

镁加水150份，充分反应后当温度降为70℃时，2)加入有机酸(75％冰醋酸)0.3份，搅拌30分

钟；3)之后加入悬浮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规格为15,000mPa .s)2份，搅拌40分钟；4)

之后加入微生菌(氨氮降解菌、有机磷降解菌)1份，搅拌5分钟，最终净化剂浓度为58％，pH

值为9.9。

[0061] 将制备的净化剂用于山东威海德明水产养殖场内，每周总剂量率以45-65mg/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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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速率每天进行表面均匀喷洒，在对水质pH、浑浊度、总磷及色度进行监测。净化剂投放

前，水质pH值为6.9、氨氮为0.97ppm、亚硝酸盐3～12周呈增长趋势，第12周时达到0.5ppm、

悬浮物为87ppm、及色度浑浊呈现轻度混浊，投放后12周内水质pH值为8、氨氮为0.4ppm，亚

硝酸盐3～12周呈平稳状态，第12周时仍为0、悬浮物为29ppm、及色度清澈。

[0062] 对比例1

[0063] 本例提供一种用于污水除臭的净化剂，其制备基本同实施例1，不同的是，不添加

悬浮剂和絮凝剂。所制备的新鲜净化剂呈现较为粘稠浆液形态，流速缓慢，且在放置21天后

出现明显沉淀现象，经搅拌后还原至粘稠浆液形态。该净化剂流动性差，投放难度太大，无

法使用。

[0064] 对比例2

[0065] 本例提供一种用于污水除臭的净化剂，其制备基本同实施例1，不同的是，不添加

有机酸。新鲜制备的净化剂呈现浆液形态，流速较为正常，放置1天后出现明显沉淀现象，但

经搅拌后还原至浆液形态。放置21天后出现明显沉淀现象，呈固体形态难以搅拌。该净化剂

只能在制备完成后沉淀前即使用，否则无法使用。

[0066]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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