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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属于

水处理领域。本发明利用植物土壤提取一种能够

吸附重金属的菌种，从而减少稀土废水中重金属

的含量，并通过离心，使菌种形成液体微生物沉

淀剂，并与吸附剂结合，且吸附剂是将麦饭石利

用盐酸、煅烧进行改性，增大其比表面积，增强吸

附性能，从而提高与液体微生物沉淀剂的结合

率，同时麦饭石能够有效的去除稀土废水中氨氮

的含量，进而提高稀土废水的净化效率。本发明

解决了目前稀土废水沉淀多采用碳酸氢铵做沉

淀剂，但沉淀剂中铵根离子没有完全利用并进入

到稀土废水中，导致稀土废水中氨氮含量更高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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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包括A剂、B剂，其特征在于，所述A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1）将植物土壤、液体培养基放入容器中培养，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

得蘸取后的接种环，将蘸取后的接种环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得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将划

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在温度28~32℃下培养20~24h，挑取菌径最大的菌落，得菌落物，将菌落

物、液体培养基进行混合，并进行搅拌10~15min，得搅拌混合物；所述植物土壤为土豆培养

土；

（2）将搅拌混合物放入发酵罐中，在温度30~35℃下发酵1~2d，得发酵液，将发酵液进行

离心20~30min，得沉淀物，将沉淀物、防腐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

（3）将麦饭石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得粉碎物，将粉碎物、盐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2h，

过滤，得浸泡滤渣，将浸泡滤渣在温度400~600℃下进行煅烧，得煅烧物，将煅烧物、混合物

进行混合，浸泡1~2h，过滤，得滤渣；

（4）将壳聚糖、醋酸溶液进行混合溶解，并进行搅拌，直至壳聚糖完全溶解，得溶解液，

将滤渣、溶解液、交联剂进行混合，在温度50~60℃下反应1~2h，得反应物，将反应物用氢氧

化钠溶液洗涤，得洗涤后的反应物，将洗涤后的反应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即得A剂；

所述B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2~3份碳酸钠、1~2份硝酸钠、0.8~1份磷酸氢二钾、0.2~
0.3份磷酸二氢钠、0.03~0.06份硫酸镁、0.01~0.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营养

液，按质量比2~3：7~8将海水、营养液进行混合，在温度24~30℃下培养4~5d，得培养液，将接

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2~3份琼脂、2~3

份碳酸钠、1~2份硝酸钠、0.8~1份磷酸氢二钾、0.2~0.3份磷酸二氢钠、0.03~0.06份硫酸镁、

0.01~0.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培养基，将蘸取后的接种环在培养基中划线，并

在在温度28~32℃下培养20~24h，得菌径最大的菌落；

b.将菌径最大的菌落接种到摇瓶中培养4~5d，得培养物，将培养物放入发酵罐中，在pH

为6~10，温度20~28℃下发酵，得发酵物，即得B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液体培养基是

按重量份数计，取50~60份蒸馏水，20~30份葡萄糖，10~15份蛋白胨、5~8份氯化钠、0.5~1份

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液体培养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固体培养基是

按重量份数计，取50~60份蒸馏水、20~30份葡萄糖、20~30份琼脂、10~15份蛋白胨、5~8份氯

化钠、0.5~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固体培养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防腐剂是山梨

酸钾、苯甲酸钠其中的任意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交联剂是过氧

化二异丙苯、过氧化氢二异丙苯其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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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江西等地。稀土工业在

当地的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稀土制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其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稀土废水是在稀土冶炼分离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

水，以“稀土之乡”内蒙古包头为例，每年排放的稀土废水约250万m3，占包头市工业废水排

放总量的4%。生产过程为：稀土含量在90%左右稀土精矿经盐酸溶解、除杂得到混合氯化稀

土料液，然后采用P507、P204、环烷酸、煤油等对混合氯化稀土料液进行萃取分组或分离，得

到单一稀土或复合稀土化合物溶液，溶液经草酸沉淀、清洗后进行低温灼烧，得到稀土氧化

物。由于稀土企业的工业生产已广泛采用在酸性条件下的有机相萃取工艺技术，且萃取剂

的主要以磷类萃取剂为主，稀土冶炼分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萃取废水具有COD浓度高、总

磷和氨氮高等特点。稀土冶炼沉淀工段又采用草酸将萃取工段萃取得到的稀土离子进行沉

淀，沉淀结晶物清洗形成的沉淀废水中有强酸性、含草酸物质，具有高COD浓度、高氨氮等污

染因子。大量的含有各类污染因子的稀土废水是稀土冶炼分离行业污染的重要源头，造成

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周边环境及水体污染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稀土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主要

因素，加大对稀土废水治理技术研发至关重要。

[0003]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稀土行业的污染问题已经渐渐引起重视，而氨氮污染物

是稀土冶炼中产生的主要污染，氨氮对于人体和水体具有一定的危害，水质指标中氨氮引

起水体富营养化和环境污染的一种重要污染物，它能使水失去自净化功能，其进入人体而

合成亚硝基化合物，诱发癌变，饮用水中氨氮含量过高时会引起胃肠障碍及地方性疾病的

产生。稀土行业每年产生的废水量达到1500多万吨，其中氨氮含量8000~12000mg/L，超出国

家排放标准十几倍至上百倍。氨氮废水排入水体，特别是流到较缓慢的湖泊、海湾，容易引

起水中藻类及其它微生物大量繁殖，形成富营养化污染，除了会使自来水处理厂运行困难，

造成饮用水的异味外，严重时会使水中溶解氧下降，鱼类大量死亡，甚至会导致湖泊灭亡，

氨氮还使给水消毒和工业循环水杀菌处理过程中增大了用氯量，对某些金属，特别是对铜

具有腐蚀性，为了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对稀土废

水进行深度处理势在必行。

[0004] 目前稀土废水处理大多采取厌氧氨氧化工艺，吹脱法，汽提法，化学沉淀法等达到

从稀土废水中分离污染物的目的，沉淀多采用碳酸氢铵做沉淀剂，但沉淀剂中铵根离子没

有完全利用并进入到稀土废水中，导致稀土废水中氨氮含量更高。因此，生产出一种高效处

理稀土废水的制剂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目前稀土废水沉淀多采用碳酸氢铵做沉淀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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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沉淀剂中铵根离子没有完全利用并进入到稀土废水中，导致稀土废水中氨氮含量高的问

题，提供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所述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包括A剂、B剂，其特征在于，所述A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08] （1）将植物土壤、液体培养基放入容器中培养，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

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将蘸取后的接种环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得划线后的固体培养

基，将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在温度28~32℃下培养20~24h，挑取菌径最大的菌落，得菌落物，

将菌落物、液体培养基进行混合，并进行搅拌10~15min，得搅拌混合物；

[0009] （2）将搅拌混合物放入发酵罐中，在温度30~35℃下发酵1~2d，得发酵液，将发酵液

进行离心20~30min，得沉淀物，将沉淀物、防腐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

[0010] （3）将麦饭石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得粉碎物，将粉碎物、盐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
2h，过滤，得浸泡滤渣，将浸泡滤渣在温度400~600℃下进行煅烧，得煅烧物，将煅烧物、混合

物进行混合，浸泡1~2h，过滤，得滤渣；

[0011] （4）将壳聚糖、醋酸溶液进行混合溶解，并进行搅拌，直至壳聚糖完全溶解，得溶解

液，将滤渣、溶解液、交联剂进行混合，在温度50~60℃下反应1~2h，得反应物，将反应物用氢

氧化钠溶液洗涤，得洗涤后的反应物，将洗涤后的反应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即得A

剂；

[0012] 所述B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a.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2~3份碳酸钠、1~2份硝酸钠、0.8~1份磷酸氢二钾、

0.2~0.3份磷酸二氢钠、0.03~0.06份硫酸镁、0.01~0.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营

养液，按质量比2~3：7~8将海水、营养液进行混合，在温度24~30℃下培养4~5d，得培养液，将

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2~3份琼脂、2~
3份碳酸钠、1~2份硝酸钠、0.8~1份磷酸氢二钾、0.2~0.3份磷酸二氢钠、0.03~0.06份硫酸

镁、0.01~0 .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培养基，将蘸取后的接种环在培养基中划

线，并在在温度28~32℃下培养20~24h，得菌径最大的菌落；

[0014] b.将菌径最大的菌落接种到摇瓶中培养4~5d，得培养物，将培养物放入发酵罐中，

在pH为6~10，温度20~28℃下发酵，得发酵物，即得B剂。

[0015] 所述稀土废水用复合剂的使用方法：先向稀土废水中加入稀土废水质量20~30%的

A剂，处理2~3h，取出，得处理后的A剂，按质量3~4：1：0.1~0.2，将水、处理后的A剂、B剂进行

混合，并以200~220r/min进行搅拌1~2h，过滤，得滤渣，将滤渣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循

环使用。

[0016] 所述步骤（1）中液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0~60份蒸馏水，20~30份葡萄糖，

10~15份蛋白胨、5~8份氯化钠、0.5~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液体培养基。

[0017] 所述步骤（1）中固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0~60份蒸馏水、20~30份葡萄糖、

20~30份琼脂、10~15份蛋白胨、5~8份氯化钠、0.5~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

固体培养基。

[0018] 所述步骤（2）中防腐剂是山梨酸钾、苯甲酸钠其中的任意一种。

[0019] 所述步骤（4）中交联剂是过氧化二异丙苯、过氧化氢二异丙苯其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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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与其他方法相比，有益技术效果是：本发明A剂制备过程中，利用植物土壤

中提取一种能够吸附重金属的菌种，从而减少稀土废水中重金属的含量，并通过离心，使菌

种形成液体微生物沉淀剂，并与吸附剂结合，且吸附剂是将麦饭石利用盐酸、煅烧进行改

性，增大其比表面积，增强吸附性能，从而提高与液体微生物沉淀剂的结合率，同时麦饭石

能够有效的去除稀土废水中氨氮的含量，进而提高稀土废水的净化效率，此外，本发明利用

壳聚糖通过交联剂形成壳聚糖膜，能够附着于麦饭石表面，从而避免液体微生物沉淀剂进

行外露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本发明还制备了一种能够使A剂解吸的物质—B剂，B剂是一种

从海水中分离的一种具有代谢作用的菌种，菌种通过这种代谢作用消耗A剂中吸附氨氮，从

而使A剂再生，同时菌种本身具有吸附作用，与A剂结合，从而提高了A剂的吸附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植物土壤：土豆培养土。

[0022] 液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0~60份蒸馏水，20~30份葡萄糖，10~15份蛋白胨、

5~8份氯化钠、0.5~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液体培养基。

[0023] 固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0~60份蒸馏水、20~30份葡萄糖、20~30份琼脂、10

~15份蛋白胨、5~8份氯化钠、0.5~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固体培养基。

[0024] 防腐剂是山梨酸钾、苯甲酸钠其中的任意一种。

[0025] 交联剂是过氧化二异丙苯、过氧化氢二异丙苯其中的任意一种。

[0026]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包括A剂、B剂，所述A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1）按质量比1：3~4，将植物土壤、液体培养基放入容器中培养，培养温度28~32℃，

培养时间为10~12h，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将蘸取后

的接种环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得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将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在温度28~
32℃下培养20~24h，挑取菌径最大的菌落，得菌落物，按质量比1：3~4，将菌落物、液体培养

基进行混合，并以180~200r/min进行搅拌10~15min，得搅拌混合物；

[0028] （2）将搅拌混合物放入发酵罐中，在温度30~35℃下发酵1~2d，得发酵液，将发酵液

在压力为10MPa，温度35~45℃下离心20~30min，得沉淀物，按质量比10~15：0.5~1，将沉淀

物、防腐剂进行混合，得混合物；

[0029] （3）将麦饭石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得粉碎物，按质量比1：3~4，将粉碎物、1.0mol/L

盐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2h，过滤，得浸泡滤渣，将浸泡滤渣在温度400~600℃下进行煅

烧，得煅烧物，按质量比1：5~6，将煅烧物、混合物进行混合，浸泡1~2h，过滤，得滤渣；

[0030] （4）按质量比1：3~4，将壳聚糖、1.2mol/L醋酸溶液进行混合溶解，并以200~260r/

min进行搅拌，直至壳聚糖完全溶解，得溶解液，按质量比1：3~4，将滤渣、溶解液、交联剂进

行混合，在温度50~60℃下反应1~2h，得反应物，将反应物用1.0mol/L氢氧化钠溶液洗涤，得

洗涤后的反应物，将洗涤后的反应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即得A剂；

[0031] 所述B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a.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2~3份碳酸钠、1~2份硝酸钠、0.8~1份磷酸氢二钾、

0.2~0.3份磷酸二氢钠、0.03~0.06份硫酸镁、0.01~0.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营

养液，按质量比2~3：7~8，将海水、营养液进行混合，在温度24~30℃下培养4~5d，得培养液，

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按重量份数计，取30~40份水、2~3份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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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份碳酸钠、1~2份硝酸钠、0.8~1份磷酸氢二钾、0.2~0.3份磷酸二氢钠、0.03~0.06份硫酸

镁、0.01~0 .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培养基，将蘸取后的接种环在培养基中划

线，并在在温度28~32℃下培养20~24h，得菌径最大的菌落；

[0033] b.将菌径最大的菌落接种到摇瓶中培养，温度为20~28℃，转速为200~220r/min，

培养4~5d，得培养物，将培养物放入发酵罐中，在pH为6~10，温度20~28℃下发酵，得发酵物，

即得B剂。

[0034]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的使用方法：先向稀土废水中加入稀土废水质量20~30%的

A剂，处理2~3h，取出，得处理后的A剂，按质量3~4：1：0.1~0.2，将水、处理后的A剂、B剂进行

混合，并以200~220r/min进行搅拌1~2h，过滤，得滤渣，将滤渣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循

环使用。

[0035] 实例1

[0036] 植物土壤：土豆培养土。

[0037] 液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0份蒸馏水，20份葡萄糖，10份蛋白胨、5份氯化

钠、0.5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液体培养基。

[0038] 固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0份蒸馏水、20份葡萄糖、20份琼脂、10份蛋白胨、

5份氯化钠、0.5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固体培养基。

[0039] 防腐剂是山梨酸钾。

[0040] 交联剂是过氧化二异丙苯。

[0041]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包括A剂、B剂，所述A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1）按质量比1：3，将植物土壤、液体培养基放入容器中培养，培养温度28℃，培养

时间为10h，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将蘸取后的接种环

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得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将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在温度28℃下培养

20h，挑取菌径最大的菌落，得菌落物，按质量比1：3，将菌落物、液体培养基进行混合，并以

180r/min进行搅拌10min，得搅拌混合物；

[0043] （2）将搅拌混合物放入发酵罐中，在温度30℃下发酵1d，得发酵液，将发酵液在压

力为10MPa，温度35℃下离心20min，得沉淀物，按质量比10：0.5，将沉淀物、防腐剂进行混

合，得混合物；

[0044] （3）将麦饭石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得粉碎物，按质量比1：3，将粉碎物、1.0mol/L盐

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h，过滤，得浸泡滤渣，将浸泡滤渣在温度300℃下进行煅烧，得煅烧

物，按质量比1：5，将煅烧物、混合物进行混合，浸泡1h，过滤，得滤渣；

[0045] （4）按质量比1：3，将壳聚糖、1.2mol/L醋酸溶液进行混合溶解，并以200r/min进行

搅拌，直至壳聚糖完全溶解，得溶解液，按质量比1：3，将滤渣、溶解液、交联剂进行混合，在

温度50℃下反应1h，得反应物，将反应物用1.0mol/L氢氧化钠溶液洗涤，得洗涤后的反应

物，将洗涤后的反应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即得A剂；

[0046] 所述B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7] a.按重量份数计，取30份水、2份碳酸钠、1份硝酸钠、0.8份磷酸氢二钾、0.2份磷酸

二氢钠、0.03份硫酸镁、0.01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2：7将海水、

营养液进行混合，在温度24℃下培养4d，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

的接种环，按重量份数计，取30份水、2份琼脂、2份碳酸钠、1份硝酸钠、0.8份磷酸氢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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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份磷酸二氢钠、0.03份硫酸镁、0.01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培养基，将蘸取后

的接种环在培养基中划线，并在在温度28℃下培养20h，得菌径最大的菌落；

[0048] b.将菌径最大的菌落接种到摇瓶中培养，温度为20℃，转速为200r/min，培养4d，

得培养物，将培养物放入发酵罐中，在pH为6，温度20℃下发酵，得发酵物，即得B剂。

[0049]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的使用方法：先向稀土废水中加入稀土废水质量20%的A

剂，处理2h，取出，得处理后的A剂，按质量3：1：0.1，将水、处理后的A剂、B剂进行混合，并以

200r/min进行搅拌1h，过滤，得滤渣，将滤渣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循环使用。

[0050] 实例2

[0051] 植物土壤：土豆培养土。

[0052] 液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60份蒸馏水，30份葡萄糖，15份蛋白胨、8份氯化

钠、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液体培养基。

[0053] 固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60份蒸馏水、30份葡萄糖、30份琼脂、15份蛋白胨、

8份氯化钠、1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固体培养基。

[0054] 防腐剂是苯甲酸钠。

[0055] 交联剂是过氧化氢二异丙苯。

[0056]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包括A剂、B剂，所述A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1）按质量比1：4，将植物土壤、液体培养基放入容器中培养，培养温度32℃，培养

时间为12h，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将蘸取后的接种环

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得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将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在温度32℃下培养

24h，挑取菌径最大的菌落，得菌落物，按质量比1：4，将菌落物、液体培养基进行混合，并以

200r/min进行搅拌15min，得搅拌混合物；

[0058] （2）将搅拌混合物放入发酵罐中，在温度35℃下发酵2d，得发酵液，将发酵液在压

力为10MPa，温度45℃下离心30min，得沉淀物，按质量比15：1，将沉淀物、防腐剂进行混合，

得混合物；

[0059] （3）将麦饭石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得粉碎物，按质量比1：4，将粉碎物、1.0mol/L盐

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2h，过滤，得浸泡滤渣，将浸泡滤渣在温度330℃下进行煅烧，得煅烧

物，按质量比1：6，将煅烧物、混合物进行混合，浸泡2h，过滤，得滤渣；

[0060] （4）按质量比1：4，将壳聚糖、1.2mol/L醋酸溶液进行混合溶解，并以260r/min进行

搅拌，直至壳聚糖完全溶解，得溶解液，按质量比1：4，将滤渣、溶解液、交联剂进行混合，在

温度60℃下反应2h，得反应物，将反应物用1.0mol/L氢氧化钠溶液洗涤，得洗涤后的反应

物，将洗涤后的反应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即得A剂；

[0061] 所述B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2] a.按重量份数计，取40份水、3份碳酸钠、2份硝酸钠、1份磷酸氢二钾、0.3份磷酸二

氢钠、0.06份硫酸镁、0.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3：8将海水、营

养液进行混合，在温度30℃下培养5d，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

接种环，按重量份数计，取40份水、3份琼脂、3份碳酸钠、2份硝酸钠、1份磷酸氢二钾、0.3份

磷酸二氢钠、0.06份硫酸镁、0.03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培养基，将蘸取后的接种

环在培养基中划线，并在在温度32℃下培养24h，得菌径最大的菌落；

[0063] b.将菌径最大的菌落接种到摇瓶中培养，温度为28℃，转速为220r/min，培养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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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培养物，将培养物放入发酵罐中，在pH为10，温度28℃下发酵，得发酵物，即得B剂。

[0064]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的使用方法：先向稀土废水中加入稀土废水质量30%的A

剂，处理3h，取出，得处理后的A剂，按质量4：1：0.2，将水、处理后的A剂、B剂进行混合，并以

220r/min进行搅拌2h，过滤，得滤渣，将滤渣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循环使用。

[0065] 实例3

[0066] 植物土壤：土豆培养土。

[0067] 液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5份蒸馏水，25份葡萄糖，12.5份蛋白胨、6.5份氯

化钠、0.7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液体培养基。

[0068] 固体培养基是按重量份数计，取55份蒸馏水、25份葡萄糖、25份琼脂、12.5份蛋白

胨、6.5份氯化钠、0.7份牛肉膏进行混合均匀，高温灭菌，即得固体培养基。

[0069] 防腐剂是山梨酸钾。

[0070] 交联剂是过氧化氢二异丙苯。

[0071]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包括A剂、B剂，所述A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2] （1）按质量比1：3.5，将植物土壤、液体培养基放入容器中培养，培养温度30℃，培

养时间为11h，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将蘸取后的接种

环在固体培养基中划线，得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将划线后的固体培养基在温度30℃下培

养22h，挑取菌径最大的菌落，得菌落物，按质量比1：3.5，将菌落物、液体培养基进行混合，

并以190r/min进行搅拌13min，得搅拌混合物；

[0073] （2）将搅拌混合物放入发酵罐中，在温度33℃下发酵1.5d，得发酵液，将发酵液在

压力为10MPa，温度40℃下离心25min，得沉淀物，按质量比13：0.7，将沉淀物、防腐剂进行混

合，得混合物；

[0074] （3）将麦饭石放入粉碎机中粉碎，得粉碎物，按质量比1：3.5，将粉碎物、1.0mol/L

盐酸溶液进行混合，浸泡1.5h，过滤，得浸泡滤渣，将浸泡滤渣在温度315℃下进行煅烧，得

煅烧物，按质量比1：5.5，将煅烧物、混合物进行混合，浸泡1.5h，过滤，得滤渣；

[0075] （4）按质量比1：3.5，将壳聚糖、1.2mol/L醋酸溶液进行混合溶解，并以230r/min进

行搅拌，直至壳聚糖完全溶解，得溶解液，按质量比1：3.5，将滤渣、溶解液、交联剂进行混

合，在温度55℃下反应1.5h，得反应物，将反应物用1.0mol/L氢氧化钠溶液洗涤，得洗涤后

的反应物，将洗涤后的反应物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即得A剂；

[0076] 所述B剂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7] a .按重量份数计，取35份水、2.5份碳酸钠、1.5份硝酸钠、0.9份磷酸氢二钾、0.25

份磷酸二氢钠、0.04份硫酸镁、0.02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得营养液，按质量比2.5：

7.5将海水、营养液进行混合，在温度27℃下培养4.5d，得培养液，将接种环放入培养液中蘸

取，得蘸取后的接种环，按重量份数计，取35份水、2.5份琼脂、2.5份碳酸钠、1.5份硝酸钠、

0.9份磷酸氢二钾、0.25份磷酸二氢钠、0.04份硫酸镁、0.02份硫酸锰进行混合，高温灭菌，

得培养基，将蘸取后的接种环在培养基中划线，并在在温度30℃下培养22h，得菌径最大的

菌落；

[0078] b .将菌径最大的菌落接种到摇瓶中培养，温度为24℃，转速为210r/min，培养

4.5d，得培养物，将培养物放入发酵罐中，在pH为8，温度24℃下发酵，得发酵物，即得B剂。

[0079] 一种稀土废水用复合剂的使用方法：先向稀土废水中加入稀土废水质量25%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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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处理2.5h，取出，得处理后的A剂，按质量3.5：1：0.15，将水、处理后的A剂、B剂进行混合，

并以210r/min进行搅拌1.5h，过滤，得滤渣，将滤渣进行冷冻干燥，得干燥物，循环使用。

[0080] 对照例：北京市某公司生产的稀土废水处理剂。

[0081] 分别取稀土废水，加入本发明的稀土废水用复合剂与对照例的处理剂进行处理。

其中初始含量为：处理前COD浓度（4569~6124mg/L）、固体物含量（678~725mg/L）、氨氮浓度

（9786~12143mg/L）。分别记录实验后含量。测试结果见表1。

[0082] 表1：

[0083] 测试项目 实例1 实例2 实例3 对照例

COD浓度mg/L 31 36 38 287~306

固体物mg/L 106 112 108 247~311

氨氮浓度mg/L 9 4.6 6.8 187~204

[0084] 综合上述，本发明的稀土废水用复合剂处理效果好，值得大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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