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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原

位氧化分解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方法：将臭氧与

气泡发生液混合制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的溶

液；再将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的溶液通入藻华水

体中，常温常压下降解藻华水体中的藻毒素，同

时除藻，降解结束，收集水面藻渣和降解后的水

体；所述气泡发生液由表面活性剂、无机高分子

混凝剂和水组成；本发明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中

纳米气泡传质效果更好，稳定性更强，在水中的

停留时间更长，可处理区域面积更广；微米气泡

兼具强化捕获藻类细胞和携载臭氧的功能。细胞

去除效果增强；与细胞结合的过程中，气泡破裂，

臭氧释放，可以直接与藻毒素作用，原位氧化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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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原位氧化分解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制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再将富臭氧

胶质微纳气泡溶液通入藻华水体中，常温常压下降解藻华水体中的藻毒素，同时除藻，降解

结束，收集水面藻渣和降解后的水体；所述气泡发生液由表面活性剂、无机高分子混凝剂和

水组成，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十四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或十八烷基二

甲基甜菜碱中的一种；所述混凝剂为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铝或聚合硅酸铝中的一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泡发生液由0.05-0.2mmol/L表面活性

剂水溶液与1.0-2.0mmol/L无机高分子混凝剂水溶液以体积比1：1-2混合而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通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0.1-

2.0mg/L；所述气泡发生液加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0.1-1.0L/L。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藻华水体OD680＝0.050-0.760，藻细胞含

量为1.0-15×105cells/mL，藻毒素含量为1-60μg/L。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藻华水体中藻细胞含量低于或等于8×

105cells/mL时，无机高分子混凝剂水溶液加入浓度为1.5～2.0mmol/L，表面活性剂水溶液

加入浓度为0.05～0.2mmol/L，臭氧通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0.1-1.0mg/L。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藻华水体中藻细胞含量高于8×105cells/

mL时，无机高分子混凝剂水溶液加入浓度为1.5-2.0mmol/L，表面活性剂水溶液加入浓度为

0.1～0.2mmol/L，臭氧通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1.0-2.0mg/L。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是通过空气臭

氧压缩机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3min后，在0.3-0.8MPa压力作用下或者10-30kHz

超声作用下，亦或者真空射水器作用下形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空气臭氧压缩机的空气进气量1L/min，电流

40-100mA。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按下列方法之

一制备：(1)利用空气臭氧压缩机产生的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3min，在0.3-0.8MPa高压

下，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2)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

3min，在超声频率10-30kHz作用下，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3)由空气臭氧压缩机

产生的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3min，流经真空射水器产生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所

述真空射水器的喷嘴直径与喉管距离之比0.5～0.8：1，喉径与喷嘴直径比0.33～0.50：1，

喷嘴面积与喉管面积比0.36～0.64：1。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水体中藻毒素浓度低于1μg/L或OD680低于

0.01时降解结束，收集水面藻渣和降解后的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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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原位氧化分解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

方法

(一)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体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原位氧化分解藻华

水体中藻毒素的方法。

(二)背景技术

[0002] 水体的富营养化所引起的藻类繁殖已严重危害到水生生态环境及饮用水安全。自

2000年到2016年间，中国沿海地区共发生1194起有害藻华，平均每年70起。藻类大量繁殖不

仅阻碍了水生生物的正常生长，且在繁殖过程中微藻产生的藻毒素严重影响水质。研究表

明，藻毒素具有强致癌性。少量喝入会引发急性肠胃炎，长期饮用可能引发肝癌。藻毒素易

溶于水，化学性质稳定，常规的处理方法如混凝、气浮等可以通过去除微藻细胞去除藻毒

素，但其投加量大、混凝剂利用率低且对胞外藻毒素的处理效果较差。此外臭氧作为一种强

氧化剂可以有效的降解藻毒素，一般在对水华水进行处理前进行预臭氧氧化，分解污染物。

预氧化是为增强混凝效果，但高投加量不仅使药剂的利用率低下且易造成藻类细胞死亡释

放藻毒素。而且此过程需要设置臭氧曝气系统和曝气池，处理成本增加。

[0003] 纳米气泡由于其比表面积大、上升速度慢、在水中以布朗运动为主等特点可用于

水体充氧，已在污水处理、生态修复等方面得到应用。相比于纳米气泡，大粒径的微米气泡

的上升速度快，主要以上浮分离功能为主。一般产生的微纳气泡内核包含的是二氧化碳或

氧气，在对水华水进行处理时不能有效的降解水中的藻毒素。因此本发明中提出一种富臭

氧胶质微纳气泡，在微纳气泡发生液中投加混凝剂和通入臭氧，形成一种以臭氧为核心，表

面荷正电的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本发明旨在研发一种新型气泡技术，兼具原位分解藻毒

素与高效去除藻细胞的功能，以高效治理地表水藻华。

(三)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原位氧化分解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

方法，通过投加表面活性剂、混凝剂与臭氧形成以臭氧为核心，表面荷正电的富臭氧胶质微

纳气泡，不仅可以通过絮凝和静电作用快速捕获去除藻类细胞，而且在气泡破裂后释放的

臭氧可以原位氧化分解藻毒素，兼具原位分解藻毒素与高效去除藻细胞的功能，以高效治

理地表水藻华。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原位氧化分解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方法，所

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制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再将富臭

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通入藻华水体中，常温(25-30℃)常压(0.1Mpa)下降解藻华水体中的

藻毒素，同时除藻，降解结束后，收集水面藻渣和降解后的水体；所述气泡发生液由表面活

性剂、无机高分子混凝剂和水组成，所述表面活性剂为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十四烷基二

甲基甜菜碱或十八烷基二甲基甜菜碱中的一种；所述无机高分子混凝剂为铝系混凝剂，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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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铝或聚合硅酸铝中的一种。

[0007] 进一步，所述气泡发生液由0.05-0.2mmol/L表面活性剂水溶液与1.0-2.0mmol/L

无机高分子混凝剂水溶液以体积比1：1-2混合而成。

[0008] 进一步，所述臭氧通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0.1-2.0mg/L；所述气泡发生液加入

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0.1-1.0L/L(优选0.5L/L)。

[0009] 进一步，所述藻华水体OD680＝0.050-0.760，藻细胞含量为1.0-15×105cells/mL，

藻毒素含量为1-60μg/L。

[0010] 进一步，当藻华水体中藻细胞密度低于或等于8×105cells/mL(或藻毒素含量1-

30μg/L)时，无机高分子混凝剂水溶液加入浓度为1.5～2.0mmol/L，优选1.2-1.7mmol/L，表

面活性剂加入为0.05～0.2mmol/L，优选0.05-0.1mmol/L，臭氧通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

0.1-1.0mg/L。

[0011] 进一步，当藻华水体中藻细胞密度高于8×105cells/mL(或者藻毒素含量30-60μ

g/L)时，无机高分子混凝剂水溶液加入浓度为1.5-2.0mmol/L，优选1.7mmol/L，表面活性剂

加入浓度为0.1～0.2mmol/L，优选0.1mmol/L，臭氧通入量以藻华水体体积计为1.0-2.0mg/

L。

[0012] 进一步，降解藻华水体中的藻毒素时间为5-20min，优选10min。

[0013] 进一步，本发明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3min后，在

0.3-0.8MPa压力作用下或者10-30kHz超声作用下，亦或者真空射水器作用下形成富臭氧胶

质微纳气泡溶液，通入藻华水体中进行降解。所述空气臭氧压缩机的空气进气量1L/min，电

流40-100mA。

[0014] 进一步，所述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按下列方法之一制备：(1)利用空气臭氧压

缩机提供的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3min，在0.3-0.8MPa高压下，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

泡溶液；(2)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混合1-3min，在超声频率10-30kHz

条件下经过超声波管时受超声波振子的超声波作用，微小气泡断裂分解为富臭氧胶质微纳

气泡，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3)由空气臭氧压缩机产生臭氧后与气泡发生液混合

1-3min，流经真空射水器产生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的溶液；所述真空射水器的喷嘴直径与

喉管距离之比0.5～0.8：1，喉径与喷嘴直径比0.33～0.50：1，喷嘴面积与喉管面积比0.36

～0.64：1，优选喷嘴直径与喉管距离之比0.6：1，喉径与喷嘴直径比0.4:1，喷嘴面积与喉管

面积比0.5:1。

[0015] 本发明方法(1)产生的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中臭氧浓度为1.0-1.5mg/L，气泡粒径

0.5-20.0μm，气泡体系半衰期36-72h，纳米与微米气泡体积比3:7-6:4；方法(2)产生的富臭

氧胶质微纳气泡中臭氧浓度为0.5-1 .0mg/L，气泡粒径0.1-10 .0μm，气泡体系半衰期48-

120h，纳米与微米气泡体积比7:3-8:2；方法(3)产生的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中臭氧浓度为

0.1-0.5mg/L，气泡粒径1.0-30.0μm，气泡体系半衰期24-48h，纳米与微米气泡体积比1:9-

2:8。

[0016] 进一步，当水体中藻毒素浓度低于1μg/L或藻密度低于103cells/L(或OD680低于

0.01)时降解结束。

[0017] 与现有方法相比，本发明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

[0018] 1、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中纳米气泡传质效果更好，稳定性更强，半衰期长达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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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中的停留时间更长，可处理区域面积更广；微米气泡兼具强化捕获藻类细胞和携载臭

氧的功能。

[0019] 2、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表面负载混凝剂，混凝剂的利用效率提高30-50％，细胞去

除效果增强10-30％；与细胞结合的过程中，气泡破裂，臭氧释放，可以直接与藻毒素作用，

原位氧化分解。

[0020] 3、微纳气泡破裂时臭氧氧化分解表面活性剂，不会引起表面活性剂的二次污染。

[0021] 4、将臭氧、混凝剂、表面活性剂混合，不需要再单独设置臭氧消毒、混凝投药装置。

(四)附图说明

[0022] 图1：三种方法制备的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分离藻细胞及原位氧化分解藻毒素示

意图。1空气臭氧压缩机，2气泡发生液储罐，3压力溶气罐，4超声波管，5真空射水器，6氧化

降解池，7藻渣收集池，8藻液回收池。

(五)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

此：

[0024] 本发明所述常温为25-30℃，常压为0.1MPa。

[0025] 实施例1

[0026] 参照图1方法Ⅰ，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1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储罐2中的气泡发

生液在压力溶气罐3中混合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将部分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

液通入装有藻华水体的氧化降解池6中进行降解，藻渣进入藻渣收集池7，降解后的水体进

入藻液回收池8。

[0027] 空气臭氧压缩机(北京同林臭氧，型号3S-T3)，空气进气量1L/min，电流100mA；压

力溶气罐(杭州桂冠，型号HG-WNF-1)。

[0028] 藻华水体，即为藻毒素污染水体，OD680＝0.760，藻细胞含量为1.25×106cells/

mL，藻毒素含量为54μg/L。

[0029] 气泡发生液：0.1mmol/L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水溶液与1.7mmol/L聚合氯化铝水

溶液以体积比1：1的混合。

[0030] 利用空气臭氧压缩机1提供的压缩臭氧8mg(通入速度为3.2mg/min)，与气泡发生

液储罐2中气泡发生液2L混合2.5min，通入压力溶气罐3中，在0.5MPa条件下形成富臭氧胶

质微纳气泡溶液；再将0.3L(即气泡发生液体积，臭氧体积忽略不计)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

溶液以320mL/min速度通过管路从0.6L藻华水体表面下0.3m处输入氧化降解池6中，常温常

压下反应10min，至水体中藻毒素浓度0.8μg/L且藻密度104cells/L，OD680＝0.017。收集上

浮至水体表面的浮渣至藻渣收集池7，降解后的水体进入藻液回收池8。

[0031] 取样检测压力溶气罐2中气泡的相关性质，使用显微镜及image  J软件对气泡粒径

进行分析，得出气泡粒径10μm，根据气泡在100mL量筒中的破裂速度使用origin拟合得出半

衰期48h，依据通入臭氧与气泡发生液的体积计算得出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中臭氧浓

度4mg/L。

[0032] 使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680nm处测量处理前后水体的吸光度，使用TOC分析仪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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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前后水体中DOC的含量进行检测，藻毒素根据GB20466-2006中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叶绿

素a含量根据HJ897-2017水质测定标准测定，结果见表1。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可以原位分

离藻细胞，OD680去除率达96.7％，且降解藻毒素使其含量降至0.8μg/L。

[0033] 表1：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对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去除情况

[0034]

[0035] 实施例2

[0036] 参照图1方法Ⅱ，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1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储罐2中的气泡发

生液同时通入超声波管4中，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最后将部分富臭氧胶质微纳气

泡溶液通入装有藻华水体的氧化降解池6中进行降解，藻渣进入藻渣收集池7，降解后的水

体进入藻液回收池8。

[0037] 空气臭氧压缩机(北京同林臭氧，型号3S-T3)，空气进气量1L/min，电流60mA；超声

波管道，上海生析超声仪器，型号FS-350T。

[0038] 藻华水体，即为藻毒素污染水体，OD680＝0.260，藻细胞含量为8×105cells/mL，藻

毒素含量为14.8μg/L。

[0039] 气泡发生液：0.1mmol/L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水溶液与1.7mmol/L聚合氯化铝水

溶液以体积比1：1的混合。

[0040] 将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1产生的臭氧4mg(通入速度为1.6mg/min)，与气泡发生液

储罐2中的气泡发生液2.0L混合2.5min，经过超声波管4，在超声频率20kHz条件下，微小气

泡断裂分解为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得到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将0.3L富臭氧胶质微

纳气泡溶液以320mL/min速度通过管路从装有0.6L藻华水体氧化降解池6距离水体表面下

0.3m处输入，常温常压下反应10min，至水体中藻毒素浓度0.6μg/L且藻密度103cells/L，

OD680＝0.007。收集上浮至水体表面的浮渣至藻渣收集池7，降解后的水体进入藻液回收池

8。

[0041] 采用实施例1方法检测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气泡粒径5μm，半衰期56h，臭氧浓

度2mg/L。

[0042] 采用实施例1方法测量相关水体指标，结果见表2。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可以原位

分离藻细胞，OD680去除率达95.9％，且降解藻毒素使其含量降至0.6μg/L。

[0043] 表2：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对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去除

[0044]

[0045] 实施例3

[0046] 参照图1方法Ⅲ，通过空气臭氧压缩机1产生臭氧，与气泡发生液储罐2中的气泡发

生液同时通入真空射水器5中，形成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最后将部分富臭氧胶质微纳

气泡溶液通入装有藻华水体的氧化降解池6中进行降解，藻渣进入藻渣收集池7，降解后的

水体进入藻液回收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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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空气臭氧压缩机(北京同林臭氧，型号3S-T3)，空气进气量1L/min，电流40mA。

[0048] 真空射水器(宁波茂发工业泵厂，型号RPP-32-25/40)，喷嘴直径与喉管距离之比

0.6：1，喉径与喷嘴直径比0.4:1，喷嘴面积与喉管面积比0.5:1。

[0049] 藻华水体，即为藻毒素污染水体，OD680＝0.050，藻细胞含量为6×105cells/mL，藻

毒素含量为4.3μg/L。

[0050] 气泡发生液：0.05mmol/L十二烷基二甲基甜菜碱水溶液与1.2mmol/L聚合氯化铝

水溶液以体积比1：1的混合。

[0051] 由空气臭氧压缩机1产生的臭氧1mg(通入速度为0.4mg/min)，与气泡发生液储罐2

中的气泡发生液2.0L混合2.5min，混合液流经真空射水器5，产生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

液，将0.3L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溶液以320mL/min速度通过管路从装有0.6L藻华水体的氧

化降解池6的水体表面下0.3m处输入，常温常压下反应10min，至水体中藻毒素浓度0.4μg/L

且藻密度103cells/L，OD680＝0.005。收集上浮至水体表面的浮渣至藻渣收集池7，降解后的

水体进入藻液回收池8。

[0052] 同实施例1方法检测气泡粒径8μm，半衰期34h，臭氧浓度0.5mg/L。

[0053] 同实施例1方法测量相关水体指标，结果见表3。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可以原位分

离藻细胞，OD680去除率达85.7％，且降解藻毒素使其含量降至0.4μg/L。

[0054] 表3：富臭氧胶质微纳气泡对藻华水体中藻毒素的去除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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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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