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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剂技术领域，尤其是一

种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数

组成：石灰石40～45份、钠石灰30～35份、泡花碱

10～15份、木质素5～13份、絮凝剂5～8份、改性

硅藻土2～4份。本发明提供的高盐酸性废水处理

剂，利用石灰石、钠石灰、泡花碱等碱性物质去除

废水中的酸性物，结合木质素、絮凝剂、改性硅藻

土对废水中盐分进行絮凝沉淀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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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数组成：石灰石40～45份、钠石灰30～35

份、泡花碱10～15份、木质素5～13份、絮凝剂5～8份、改性硅藻土2～4份；

所述的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改性坡缕石粉碎制得坡缕石粉末；

(2)以下原料按照重量份数配置：壳聚糖80～95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35～45份、十八

烷基三甲基溴化铵40～55份、1-氯-2，3-环氧丙烷25～30份、N，N-二[二(3-甲氧基丙基)膦

基乙基]-2-乙氧基乙胺14～18份、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6～10份、2-甲基丙烯酸甲酯

3～7份和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7～13份；

在氩气保护下以上各原料投入乙醇溶液中形成混合液；

混合液用醋酸调节pH为3～5；

加热到30～35℃，搅拌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4～5h；

(3)反应结束后，冷却到室温，将坡缕石粉末加入到步骤(2)的反应物中；

(4)搅拌后，将混合物干燥、造粒得到絮凝剂；

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改性坡缕石，由以下方法制备：

(1)坡缕石放入到盐酸溶液中进行酸化，盐酸浓度5mol/L，酸化条件为75～85℃，酸化

处理时间为1～2h，酸化处理后的产物再经抽滤去除盐酸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

干燥得到产物A；

(2)步骤(1)的产物A放入丙酮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

基硅烷，加热至100℃，反应10～12h后，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

到产物B；产物A与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质量比为1∶5～8；

(3)步骤(2)的产物B放入乙醇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二羟基苯甲醛，加热至90℃，

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到改性的坡缕石，产物B与2，4-二羟基苯

甲醛质量比为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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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剂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

背景技术

[0002] 盐酸或者硫酸生产企业产生的废水，都是为酸性废水，并且含有高盐，存在大量的

氯离子或者硫酸根。在污水处理上，难以直接进行生物处理，需要先经过化学处理，将盐和

酸性物质去除。

[0003] 而传统的污水处理剂，比如聚丙烯酰胺、阳离子聚丙烯酰胺、阴离子聚丙烯酰胺、

非离子、两性离子聚丙烯酰胺、聚合氯化铝等等各种混凝剂、絮凝剂，难以使用于该高浓度

盐和酸性的废水，不能完全将盐分完全去除。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高盐酸性废水的处理剂。

[0005] 具体的技术方案为：

[0006] 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由以下原料按重量份数组成：石灰石40～45份、钠石灰30～

35份、泡花碱10～15份、木质素5～13份、絮凝剂5～8份、改性硅藻土2～4份。优选地，由以下

原料按重量份数组成：石灰石42份、钠石灰32份、泡花碱12份、木质素10份、絮凝剂6份、改性

硅藻土3份。

[0007] 其中，絮凝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改性坡缕石粉碎制得坡缕石粉末；

[0009] (2)以下原料按照重量份数配置：壳聚糖80～95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35～45份、

十八烷基三甲基溴化铵40～55份、1-氯-2，3-环氧丙烷25～30份、N，N-二[二(3-甲氧基丙

基)膦基乙基]-2-乙氧基乙胺14～18份、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6～10份、2-甲基丙烯

酸甲酯3～7份和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7～13份；其中，优选地，原料按照重量份数配置：壳聚

糖87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40份、十八烷基三甲基溴化铵47份、1-氯-2，3-环氧丙烷28份、N，

N-二[二(3-甲氧基丙基)膦基乙基]-2-乙氧基乙胺16份、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8份、

2-甲基丙烯酸甲酯3～7份和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10份。

[0010] 以上各原料投入乙醇溶液中形成混合液；优选地，在氩气保护下将以上各原料投

入乙醇溶液中形成混合液，这个是本发明的一个重要发明点，发明人经过多次试验，发现在

氩气保护下加入可以更好地保护各组分保持原有性状并准确地发生化学反应来得到本发

明的废水处理剂，处理效果非常好。

[0011] 混合液用醋酸调节pH为3～5；

[0012] 加热到30～35℃，搅拌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4～5h；

[0013] (3)反应结束后，冷却到室温，将坡缕石粉末加入到步骤(2)的反应物中；

[0014] (4)搅拌后，将混合物干燥、造粒得到絮凝剂。

[0015] 其中，所述的改性坡缕石，由以下方法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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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1)坡缕石放入到盐酸溶液中进行酸化，盐酸浓度5mol/L，酸化条件为75～85℃，

酸化处理时间为1～2h，酸化处理后的产物再经抽滤去除盐酸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

涤后干燥得到产物A；

[0017] (2)步骤(1)的产物A放入丙酮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加热至100℃，反应10～12h后，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

燥，得到产物B；产物A与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质量比为1∶5～8；

[0018] (3)步骤(2)的产物B放入乙醇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二羟基苯甲醛，加热至

90℃，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到改性的坡缕石，产物B与2，4-二羟

基苯甲醛质量比为1∶3～5。

[0019] 本发明提供的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利用石灰石、钠石灰、泡花碱等碱性物质去除

废水中的酸性物，结合木质素、絮凝剂、改性硅藻土对废水中盐分进行絮凝沉淀去除。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结合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1、制备改性坡缕石：

[0023] (1)坡缕石放入到盐酸溶液中进行酸化，盐酸浓度5mol/L，酸化条件为75℃，酸化

处理时间为2h，酸化处理后的产物再经抽滤去除盐酸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

得到产物A；

[0024] (2)步骤(1)的产物A放入丙酮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加热至100℃，反应10h后，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

到产物B；产物A与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质量比为1∶5；

[0025] (3)步骤(2)的产物B放入乙醇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二羟基苯甲醛，加热至

90℃，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到改性的坡缕石，产物B与2，4-二羟

基苯甲醛质量比为1∶4。

[0026] 2、制备絮凝剂：

[0027] (1)改性坡缕石粉碎制得坡缕石粉末；

[0028] (2)以下原料按照重量份数配置：壳聚糖80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40份、十八烷基

三甲基溴化铵40份、1-氯-2，3-环氧丙烷26份、N，N-二[二(3-甲氧基丙基)膦基乙基]-2-乙

氧基乙胺15份、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6份、2-甲基丙烯酸甲酯3份和过氧化苯甲酸叔

丁酯9份；

[0029] 在氩气保护下以上各原料投入乙醇溶液中形成混合液；

[0030] 混合液用醋酸调节pH为3；

[0031] 加热到30℃，搅拌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5h；

[0032] (3)反应结束后，冷却到室温，将坡缕石粉末加入到步骤(2)的反应物中；

[0033] (4)搅拌后，将混合物干燥、造粒得到絮凝剂。

[0034] 3、制备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

[0035] 以下原料按重量份数混合：石灰石45份、钠石灰30份、泡花碱12份、木质素13份、絮

凝剂7份、改性硅藻土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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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2

[0037] 1、制备改性坡缕石：

[0038] (1)坡缕石放入到盐酸溶液中进行酸化，盐酸浓度5mol/L，酸化条件为85℃，酸化

处理时间为1h，酸化处理后的产物再经抽滤去除盐酸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

得到产物A；

[0039] (2)步骤(1)的产物A放入丙酮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加热至100℃，反应12h后，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

到产物B；产物A与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质量比为1∶7；

[0040] (3)步骤(2)的产物B放入乙醇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二羟基苯甲醛，加热至

90℃，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到改性的坡缕石，产物B与2，4-二羟

基苯甲醛质量比为1∶5。

[0041] 2、制备絮凝剂：

[0042] (1)改性坡缕石粉碎制得坡缕石粉末；

[0043] (2)以下原料按照重量份数配置：壳聚糖95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45份、十八烷基

三甲基溴化铵55份、1-氯-2，3-环氧丙烷30份、N，N-二[二(3-甲氧基丙基)膦基乙基]-2-乙

氧基乙胺14份、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10份、2-甲基丙烯酸甲酯7份和过氧化苯甲酸叔

丁酯7份；

[0044] 在氩气保护下以上各原料投入乙醇溶液中形成混合液；

[0045] 混合液用醋酸调节pH为5；

[0046] 加热到35℃，搅拌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4h；

[0047] (3)反应结束后，冷却到室温，将坡缕石粉末加入到步骤(2)的反应物中；

[0048] (4)搅拌后，将混合物干燥、造粒得到絮凝剂。

[0049] 3、制备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

[0050] 以下原料按重量份数混合：石灰石42份、钠石灰35份、泡花碱10份、木质素8份、絮

凝剂5份、改性硅藻土2份。

[0051] 实施例3

[0052] 1、制备改性坡缕石：

[0053] (1)坡缕石放入到盐酸溶液中进行酸化，盐酸浓度5mol/L，酸化条件为80℃，酸化

处理时间为1.5h，酸化处理后的产物再经抽滤去除盐酸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

燥得到产物A；

[0054] (2)步骤(1)的产物A放入丙酮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

甲氧基硅烷，加热至100℃，反应10h后，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

到产物B；产物A与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质量比为1∶8；

[0055] (3)步骤(2)的产物B放入乙醇中，搅拌均匀后，再加入2，4-二羟基苯甲醛，加热至

90℃，抽滤去除溶液，再用去离子水洗涤，洗涤后干燥得到改性的坡缕石，产物B与2，4-二羟

基苯甲醛质量比为1∶3。

[0056] 2、制备絮凝剂：

[0057] (1)改性坡缕石粉碎制得坡缕石粉末；

[0058] (2)以下原料按照重量份数配置：壳聚糖85份、十二烷基苯磺酸钠35份、十八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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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基溴化铵45份、1-氯-2，3-环氧丙烷25份、N，N-二[二(3-甲氧基丙基)膦基乙基]-2-乙

氧基乙胺18份、丙烯酰氧乙基三甲基氯化铵7份、2-甲基丙烯酸甲酯5份和过氧化苯甲酸叔

丁酯13份；

[0059] 在氩气保护下以上各原料投入乙醇溶液中形成混合液；

[0060] 混合液用醋酸调节pH为4；

[0061] 加热到30℃，搅拌进行反应，反应时间为5h；

[0062] (3)反应结束后，冷却到室温，将坡缕石粉末加入到步骤(2)的反应物中；

[0063] (4)搅拌后，将混合物干燥、造粒得到絮凝剂。

[0064] 3、制备高盐酸性废水处理剂：

[0065] 以下原料按重量份数混合：石灰石40份、钠石灰33份、泡花碱15份、木质素5份、絮

凝剂8份、改性硅藻土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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