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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提升危险废物 

环境监管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 

能力的指导意见》答记者问 
日期 2019-10-25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
《关于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监管
能力、利用处置能力和环境风
险防范能力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生态环境
部有关负责人就《指导意见》
出台的背景、目标、环境监管
体系如何建设、利用处置能力
如何强化、环境风险如何防控
等内容，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指导意见》出台的背
景是什么？  
  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并
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对危险废
物污染防治作出重要部署。
2018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
中央领导同志针对长江经济带
地区非法转移和倾倒固体废物
等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
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精神，进一步强化
危险废物环境管理，防范危险
废物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部针
对当前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存在
的环境监管能力薄弱、利用处
置能力不均衡及环境风险防范
能力存在短板等三个方面的突
出问题，制定发布了关于提升
危险废物环境监管能力、利用
处置能力和环境风险防范能力
（以下简称“三个能力”）的指
导意见。 
  问：危险废物“三个能力”
提升的目标是什么？  
  答：《指导意见》以改善环
境质量为核心，以有效防范环
境风险为目标，以疏堵结合、
先行先试、分步实施、联防联
控为原则，聚焦重点地区和重
点行业，提出了到 2025 年年
底着力提升危险废物“三个能
力”的具体目标： 

  一是针对环境监管能力，
建立健全“源头严防、过程严
管、后果严惩”的危险废物环
境监管体系； 
  二是针对利用处置能力，
各省（区、市）危险废物利用
处置能力与实际需求基本匹配，
全国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与
实际需要总体平衡，布局趋于
合理； 
  三是针对环境风险防范能
力，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范能
力显著提升，危险废物非法转
移倾倒案件高发态势得到有效
遏制。 
  同时，《指导意见》也提出
长江经济带、“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城市、珠三角、京津冀等
部分区域提前完成目标的要求。 
  问：如何建立健全“源头
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
的危险废物环境监管体系？  
  答：危险废物环境管理的
核心是产生、贮存、转移、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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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处置全过程各环节的环境
风险防控，各级生态环境部门
要系统用好环境影响评价、排
污许可、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等
制度，切实加强对危险废物污
染防治的环境日常监管和执法。
为了有效解决危险废物产生源
头环境风险管控措施不足、环
境监督管理能力不高、环境执
法处罚震慑力度不强等问题，
《指导意见》提出了具体措施： 
  一是强化源头严防。利用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环境
统计、危险废物许可证审批等
措施，建立危险废物监管源清
单并纳入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
息系统统一管理。地方各级生
态环境部门要严格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证审批，不得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擅自下放审批权限。
强化涉危险废物重点行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技术
校核抽查。 
  二是强化过程严管。提升
信息化监管能力和水平，实现
全国危险废物信息化管理“一
张网”。依法将危险废物产生单
位和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纳入环
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投保范围。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实现
全程跟踪。 
  三是强化后果严惩。将危

险废物日常环境监管纳入生态
环境执法“双随机一公开”内
容，加大对涉危险废物环境违
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将危险废
物规范化环境管理情况纳入对
地方环境保护绩效考核的指标
体系。会同公安等相关部门，
严厉打击非法转移、倾倒、处
置固体废物违法犯罪活动。将
违法企业纳入生态环境保护领
域违法失信名单，实行公开曝
光，开展联合惩戒。 
  问：如何提高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能力？  
  答：截至 2018 年底，我
国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核准利
用处置能力超过 9000 万吨/年，
但部分地区和部分难处置危险
废物类别的处置能力仍然较为
紧张，而高价值危险废物利用
能力又相对过剩，发展仍存在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
了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我国危险
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指导意见》
重点提出了以下措施： 
  一是统筹危险废物处置能
力建设。主要从“省域内能力
总体匹配、省域间协同合作、
特殊类别全国统筹”三个维度
推动建立危险废物处置体系。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评估行政
区域内的危险废物产生、利用

处置能力和设施运行情况，将
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纳入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并予以政策保
障。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的
省域之间等应当开展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区域合作，跨省域协
同规划、共享危险废物集中处
置能力。对特殊类别危险废物
将实行全国统筹和相对集中布
局。 
  二是促进危险废物源头减
量与资源化利用。企业应从源
头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量和危
害性，实行危险废物企业内部
优先资源化利用。创新管理思
路，疏堵结合，先行先试，针
对当前一些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出路不畅的问题，鼓励省级生
态环境部门在环境风险可控前
提下，探索开展危险废物“点
对点”定向利用的危险废物经
营许可豁免管理试点。 
  三是推进危险废物利用处
置能力结构优化。鼓励龙头企
业做大做强，形成区域布局，
推行危险废物专业化、规模化
利用。开展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绩效评估，淘汰落后产能及不
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 
  四是加强重点环节、废物
类别和处置方式的能力建设。
健全危险废物收集体系，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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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存试点、
废矿物油收集网络建设试点及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
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加强与
卫生健康部门配合，推动医疗
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范水泥
窑等工业炉窑协同处置，作为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的有益
补充。 
  问：如何防控危险废物环
境风险？  
  答：主要从完善危险废物
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工作机制、
强化环境应急响应、打击环境
违法行为、加强科技支撑等方
面提升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范
能力。 
  一是强化政策及制度保障。
随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修订工作的推进，加快修
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
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
办法》等法规规章，以及贮存、
焚烧、水泥窑协同处置等危险
废物污染控制标准。动态修订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危险废
物鉴别技术规范》等标准规范，
研究制定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
理办法，健全科学的危险废物
分级分类和鉴别技术体系。 
  二是建立部门和区域联防

联控联治机制。地方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依照有关环境保护法
律法规加强危险废物环境监督
管理，应与发展改革等相关行
政主管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强
化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强化
地区间联防联治工作机制，编
制相关实施方案。 
  三是强化危险废物重点领
域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响应。
排查化工园区环境风险隐患，
保障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鼓励实现园区内危险废物全程
管控。提升危险废物环境应急
响应能力，完善现场指挥与协
调制度以及信息报告机制，妥
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及其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将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龙头企业纳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体
系。 
  四是高压打击违法行为。
进一步聚焦长江经济带深入开
展“清废行动”；选取典型危险
废物及典型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犯
罪活动和专项检查。 
  五是加强科技支撑。加强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评估、污染
控制技术等基础研究。开展重
点行业危险废物调查，鼓励难
处置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和利用

处置技术研发、应用、示范和
推广。 
  问：如何确保顺利完成提
升“三个能力”的主要任务？  
  答：为推进“三个能力”
建设，保障在“十四五”前完
成相关任务，《指导意见》分别
从组织实施、压实责任、加大
投入和公众参与四个方面提出
了保障措施的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实施。为顺
利将任务分配落实，各级生态
环境部门应将《指导意见》具
体内容细化，突出各地特色，
明确任务分工、时间表、路线
图、责任人，确保各项任务落
实到位。 
  二是压实地方责任。充分依
托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督察问责
机制，对不能落实《指导意见》
相关任务的地方开展专项督察，
并依纪依法实施督察问责。 
  三是加大投入力度。各地
应结合实际，通过统筹各类专
项资金、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等
多种形式落实资金保障。 
  四是强化公众参与。提高
对涉危险废物举报的奖励力度，
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加强宣
传，对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
活动形成强力震慑，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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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力推共享制造 

2022 年形成 20 家大平台 
2019-10-30  来源：证券日报 刘伟杰 
 

10 月 29 日，工业和信息
化部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共享
制造新模式新业态促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到 2022
年，形成 20 家创新能力强、行
业影响大的共享制造示范平台，
资源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制造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共享
制造模式认可度得到显著提高。
到 2025 年，共享制造发展迈
上新台阶，示范引领作用全面
显现，共享制造模式广泛应用，
生态体系趋于完善，资源数字
化水平显著提升，成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意见》指出，共享制造
是共享经济在生产制造领域的
应用创新，是围绕生产制造各

环节，运用共享理念将分散、
闲置的生产资源集聚起来，弹
性匹配、动态共享给需求方的
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共享制造，
是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融合发展趋势、培育壮大新
动能的必然要求，是优化资源
配置、提升产出效率、促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意见》表示，要以“加
快形成以制造能力共享”为重
点、以“创新能力、服务能力
共享”为支撑的协同发展格局。
在产业基础条件好、共享制造
起步早的地区和行业，加快形
成一批专业化共享制造平台，
推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分散
制造资源的有效汇聚与广泛共
享。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探索建

设跨区域、综合性共享制造平
台。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提
出了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
是培育发展共享制造平台。积
极推进平台建设，鼓励平台创
新应用，推动平台演进升级。
二是依托产业集群发展共享制
造。探索建设共享工厂，支持
发展公共技术中心，积极推动
服务能力共享。三是完善共享
制造发展生态。创新资源共享
机制，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优
化完善标准体系。四是夯实共
享制造发展的数字化基础。提
升企业数字化水平，推动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安全保障
体系。 

 

 

共享制造的实现是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双边连接作用，通过打破行业壁垒、打通行业信息

不对称，来实现制造业闲置设备、技术和人才的供求匹配合理化、高效化。在全球范围内，

最先实践这一理念的是“寻机”共享制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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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20 水处理剂应用领域市场规模及预测 
 

水处理剂主要应用于市政水处理、电力、
油气、冶金、化工、食品饮料、造纸、海水淡
化等水处理领域。由于电力、油气、冶金、化
工都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对应的
水处理剂市场稳定性较高。工业需求较高且环
保要求趋严推动我国水处理剂行业发展。 

目前，我国水处理剂市场处于快速增长的
阶段。根据 Marketsand Markets 的数据，
2017 年我国的水处理剂市场总规模为 37.10 亿
美元，到 2022 年将达到 55.49 亿美元，复合
增长率为 8.38%。 

2017 年，我国市政处理、电力、油气、采

矿、化工、食品和饮料、造纸、其他领域水处
理剂市场规模为 12.88 亿美元、5.53 亿美元、
4.97 亿美元、2.50 亿美元、2.69 亿美元、2.42
亿美元、2.13 亿美元、3.98 亿美元。 

2017 年到 2022 年，上述行业水处理剂市
场规模复合年增长率分别为 9.7%、9.1%、8.8%、
7.5%、6.6%、5.7%、6.3%。 

预计到 2022 年，上述市场将分别达到
20.50 亿美元、8.55 亿美元、7.57 亿美元、3.59
亿美元、3.70 亿美元、3.37 亿美元、2.82 亿美
元和 5.40 亿美元。 

 
2017-2020 水处理剂应用领域市场规模及预测（单位：亿美元） 

 
以上数据来源于 Marketsand Markets 前瞻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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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反转”之后 

污水处理厂如何扛起提质增效大旗 
2019-10-28  来源：环保在线 编辑：筱阳 
 

 
 

在过去 1 年里，逾 52.36%的污水处理厂变
成了超标排放的“致污者”。而在这项由生态环
境部公布的数据背后，本应承担着水环境治理、
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主力军的污水处理厂缘
何由治污转向致污？ 

近两年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推动监管
加严，对污水处理厂的运管考核也更加严格。
“水十条”的要求下，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已
全面启动了新一轮提质增效工程，一些省市的
地方标准也明显严于国家一级 A 的标准。这其
中，由进水带来的超标困局成了当前污水处理
行业的争议热点。 

但一个明确释放的信号是，《水污染防治法》
未将任何一种超标情形列为例外情况和免责事
由。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第五十条明
确规定，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
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
而工业企业排放废水必须先进行预处理，达到

污水处理厂能够接纳的水平之后才可以入网。 

超标的进水带来了啥 

也就是，污水处理厂应当对所有进厂处理
污水、处理工艺过程、达标处理后外排水全面
负责，承担起水污染防治主体责任。“污水处理
厂出水达标排放是水污染防治法的明确规定，
污水处理厂只要接纳了污水，就要按照法律的
规定达标排放。”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
张波在年初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道。但在一些
地方的文件中已经明确规定，污水处理厂出水
超标问题要根据进水情况区别对待。 

很多时候，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的问题不
仅是内部污染治理的问题，还得考虑上游进水、
管网、水量等问题。污水处理厂 BOT 或者委托
运营，接纳的应该是特定污水。但现在问题是，
工业污水和市政污水经常混在一起。这也就直
接导致沉淀、生化等工段水力停留时间缩短，

【导读】一般情况下，如果是属于生活污水超标、超量入厂的处理，要向住建
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反映报告。而对于进水超标能否成为污水处理厂致污的理由，
答案显然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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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难题。以 A2/O 系
统为例，进水 pH 值过高、过低，均会影响微
生物正常生长；COD 浓度过高导致碳氮比失
衡，氨氮浓度过高会抑制硝化菌，均会影响脱
氮效率。 

而多数污水厂建完了以后往往“晒太阳”，
很大的问题是由于管网配套不健全。受限于此
前经济实力与城市管理条件，相对滞后的城市
污水管网短板多集中表现在污水管网、雨污分
流不彻底、设计过于保守、管网资料缺乏、管
理力度不够等问题。在这一环节，前端企业可
能通过管网偷排、超排，而一旦管网发生漏损，
便会由于监管主体不明，导致管网泄露难问责。 

“自证清白”还需厘清这些脉络 

一般而言，因进水超标导致出水超标的风
险应当由政府方承担，双方可在特许经营合同
中约定因进水超标导的情况做出不同处理。污
水处理厂处理其他企业产生的污水，虽不是代
为治理，但其具有一致性：上游企业怠于处理，
下游集中处理且要收取费用。一位不愿具名的
企业家表示，上游的工业企
业、污水处理厂和地方政府
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路人甲
乙丙”的关系。 

因而，“无论是将工业
废水排入市政污水处理厂
的工业企业，还是接纳废水
的污水处理厂都有必要加
强自证清白的能力。”在建
设污水处理厂之前也应该
调查评估污水来源，并在

PPP 合同中明确哪些污水可以进，哪些污水不
能进，治理到什么程度才能进。同时，经评估
认定污染物不能被城镇污水处理厂有效处理或
可能影响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标的，要
限期退出，从源头上解决进水超标的问题。 

迄今，污水处理费用较低，并且对不同地
区、不同工业园区废水处理成本存在差异的情
况没有进行考虑，导致有的污水处理厂的收入
并不能覆盖成本。据知名券商测算，现有成熟
技术能使污水处理标准从一级 A 提高到地表水
四类，每吨处理成本只需增加 1 至 2 毛钱。正
如有业界人士曾直言，“很多问题说白了，就是
激励和钱的问题，企业的资金问题特别重要，
应建立长效机制。” 

诚如在污水处理厂进水区实施“一企一管
一闸一监控”，进水在线监控数据与生态环境部
门联网，并全部公开。水质一旦超标，进水系
统立即自动切断进水闸阀。此外，生态环境部
还将大力推进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工作，推动城
市污水处理设施定期向公众开放，接受公众监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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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深信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ShenXin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山东深信节能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滕州市，创
立于 2008 年 7 月，是一家节
能环保型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山东省中小科技型企业，西安
交大、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研究生培养基地、本科生实习
基地，公司内设有枣庄市工业
循环水处理研究中心，枣庄市
企业技术中心，是枣庄市重点
扶持企业之一。 

公司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活
力、企业文化兼容性强、对先
进理念的吸取及融合快的公司。
公司依靠专业节能技术及装备，
以能源诊断为起点，为客户提
供能源测评及咨询、节能项目
可能性分析、项目方案设计、
项目投资和融资、项目实施和

运营管理、项目后期维护，为
水泥、电力、冶金、钢铁、化
工等企业提供全面、系统的能
源利用解决方案。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
国家“十二五”各项节能减排
政策，同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
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山东
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715
声学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共同合
作，圆满完成了多项节能技改
项目和能源管理项目，项目涉
及华南、华东、华北、华中、
西南等 20 多个省份与地区，先
后与华新水泥、中联水泥、山
水集团、中材集团、冀东金隅
等集团企业展开了项目合作，
节能效果显著，得到了用户的
一致好评。 

近几年来，公司的努力得
到了政府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先后获得“中国质量诚信 5A
级品牌企业”、“节能环保产业
创新示范单位”、“中央电视台
上榜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
星企业”、“第四届低碳山东贡
献单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等多项荣誉，其中《超声波防
垢除垢装置的研制》获得 2017
年度枣庄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电化学超声波联合阻垢
系统被列入 2017 年山东省新
技术推广名录，2019 年国家第
三批新技术推广名录，2018 年
获得山东省政府优秀节能奖等。
公司目前拥有相关的发明专利
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软
件著作专利 3 项。

 
公司将本着科技节能、服务社会的理念，凭借坚实的节能技术和高效率的节能环保产品，竭诚为各行

业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系统、综合的节能服务，与您一起开创节能减排、环保、和谐共赢的新篇章！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余热发电系统的设计、改造、安装调试、
咨询服务； 

▌工业循环水物理阻垢（电化学及超声波）
技术的研发、设备制造； 

▌汽轮机高效真空抽气系统的技术研发、设
备制造； 

▌锅炉及料仓亚音频清灰清堵技术的研发、
设备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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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壳聚糖微球吸附剂的研究进展 
郑怀礼

1,2
，陈笑越

1,2
，陈新

1,2
，王永娟

1,2
，孙强

1,2
 

（1.重庆大学 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重庆 400044； 

2.重庆市水处理混凝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 400045；） 

 
【摘要】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有害重金属离子废水、印染废水等日

益增加，寻找更为高效的水处理材料成为环境保护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磁性壳聚糖微球是一种新
兴的水处理吸附剂，它对多种污染物都具有优良的吸附效果，再加上它可回收重复利用的特点，
使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磁性壳聚糖微球进行改性，可以赋予它不同的功能特性。论文综述了
几种不同交联剂制备的磁性壳聚糖微球的研究现状，分别介绍了对壳聚糖外壳和对 Fe3O4 磁核的
改性方法，机理及其应用。最后，对磁性壳聚糖微球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磁性壳聚糖微球是壳聚糖在交联剂的作用
下包裹 Fe3O4 而生成的一种微米级甚至纳米级
的球形吸附剂。磁性壳聚糖微球在磁场的作用
下可回收重复利用。壳聚糖是一种常见的天然
高分子化合物，是甲壳素脱乙酰基的产物。如
图 1，壳聚糖是由 β-1,4 糖苷键连接而成的直
链高分子多糖化合物，含有羟基和氨基以及一
些 N-乙酰氨基等极性基团[1]。其来源广，易生
物降解，抗菌，无细胞毒性，对水溶液中的很
多污染物都表现出了比较好的吸附效果。研究
发现，磁性壳聚糖微球对污染物的吸附主要依
靠其上的-NH2 或-OH，但是氨基和羟基对污染
物的吸附能力有限，因此又出现了很多磁性壳
聚糖微球的衍生物，即通过化学或物理改性引
入活性基团或功能侧链，并进行可能的分子设

计，以得到新颖的改性材料。基于这一目标，
本文介绍了磁性壳聚糖微球的研究现状，以及
对磁性壳聚糖微球的改性。 

 

(a)                    (b) 

图 1  壳聚糖(a)及其前体甲壳素(b)的化学结构式 

 

1 磁性壳聚糖微球的研究现状 

磁性壳聚糖微球最初被应用于医药和生物
学领域，后来逐渐应用于水处理领域。磁性壳
聚糖微球的结构如图 2 所示。Fe3O4 作为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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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包覆在壳聚糖内部，壳聚糖作为外壳包覆
在磁核表面。这些壳聚糖分子中含有很多-NH2，
在酸性条件下易和溶液中的 H+结合，形成-NH3

+。
-NH3

+能够吸附多种阴离子污染物。在吸附污染
物之后，在磁场的作用下回收，一定的条件下
进行解吸，实现重复利用。图 3 是磁性壳聚糖
微球的扫描电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磁性壳
聚糖微球表面粗糙，多孔，成球形，粒径为微
米级甚至纳米级。目前，制备磁性壳聚糖微球
的方法包括了交联法、喷雾干燥法、光化学法、
原位法、聚合物微凝胶模板法、共沉淀法和活
性膨胀法[2]，其中用于水处理领域的几乎都是
交联法。下面重点对交联法进行介绍。 

壳聚糖分子上含有氨基和羟基，能够通过
氢键与静电吸引作用与 Fe3O4 连接起来，但是
壳聚糖本身是线性分子，这种结合不稳定，因
此需要交联剂形成网状结构，才能形成稳定的
壳聚糖磁性微球。表 1 列出了常见的交联剂。 

 

 

图 2  多核-壳结构磁性壳聚糖微球(a) 

核-壳结构磁性壳聚糖微球(b) 

 

 
图 3  壳聚糖微球的电镜扫描图[3]  

表 1  常见的交联剂 

种类 名称 结构 
参考
文献

物理
交联
法 

多聚磷

酸盐 

 

[4] 

 柠檬酸

 

[5] 

 
K-卡拉

胶 
[6] 

化学
交联
法 

戊二醛
 

[7～ 

11] 

 硅烷 [12] 

  
 

[13] 

 
氯甲基
环氧乙

烷  

[14, 

15] 

 
戊二醛是一种最常见的交联剂，它所含的

两个羰基与壳聚糖上面的氨基可以发生反应，
生成席夫碱。虽然戊二醛与壳聚糖上的氨基发
生了反应，但是只占用了一部分吸附位点，依
然有很多-NH2 可以吸附污染物或者进行各种
接枝。在使用戊二醛进行交联时，通常是采用
乳化交联法，常用的分散剂包括了环己烷、石
蜡，表面活性剂包括了司班 80、正己醇。在制
备过程中，首先把壳聚糖溶于盐酸或醋酸溶液
当中，然后与 Fe3O4 均匀混合，当把壳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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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3O4 加入到油/水的混合体系中时，就会形成
油包水的结构，剧烈搅拌下，加入戊二醛，就
形成了磁性壳聚糖微球。在制备过程中，搅拌
速度即混合的均匀程度对其影响极大，一般粒
径越小，吸附效果越好[2]。Gui-yin Li[7]等通过
乳化交联法，把石蜡作为分散介质，司班 80
作为表面活性剂，再加入壳聚糖-Fe3O4 的混合
体系，形成了油包水结构，再加入戊二醛交联，
得到了了大约 25 nm 的壳聚糖微球，饱和磁化
率为 21.5 emu/g。 

硅烷偶联剂也是一种制备磁性壳聚糖微球
的交联剂。硅烷偶联剂的分子中含有两种不同
性质的基团，常常可以连接有机与无机材料，
其化学结构式为 Y-R-SiX3，X 可能是卤素、烷氧
基、乙酰氧基，可进行水解反应，生成 Si-OH，
与 Fe3O4 键合；Y 可能是氨基、环氧基、巯基、
乙烯基、氨基，可以与聚合物反应，实现各种
分子改性。常见的硅烷包括有 3 -(甲基丙烯酰
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3-氨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硅烷基一端可以与 Fe3O4 键合，另一端可以与
壳聚糖连接。这种方式由于成功的把双键，氨
基等结合在了 Fe3O4 上，可以继续发生多种反
应，实现其他多种单体的接枝。Bingzhi Liu[12]

等以乙醇为分散介质，把磁粉加入到 3 -(甲基
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乙醇溶液中，在加
热的条件下，形成了乙烯基- Fe3O4。在无氧条
件下，V044 作为引发剂，加入壳聚糖，形成了
磁性壳聚糖微球。Hye-Ran Kim[13]等把 3-氨丙
基三甲氧基硅烷连接到了 Fe3O4 上，形成了氨
基- Fe3O4。再通过接枝甲基丙烯酸和乙二胺，
把羧甲基壳聚糖接枝到了微球上。 

氯甲基环氧乙烷也可以通过与壳聚糖上的

羟基发生醚化反应，把壳聚糖交联起来。这种
方法不占用壳聚糖上的氨基，使得有更多的吸
附点位可以与污染物进行反应。Changlong 
Dong[13]等用氯甲基环氧乙烷在碱性的水浴中
交联制备出了磁性壳聚糖微球，用于腐殖酸的
吸附，发现最大吸附量可以达到 32.561mg/g。 

上述的交联方法都是通过化学反应，都引
入了有毒有害物质，由于对无毒无害水处理剂
的需求，出现了制备出环境友好型磁性壳聚糖
微球的研究。氨基在酸性条件下会带上正电，
这种带正电荷的基团容易通过静电吸附作用与
带负电荷的物质连接起来，从而形成网状结构。
由此出现了多种物理交联法制备的磁性壳聚糖
微球。然而这种方式常常不稳定，受 pH 影响
比较大，制备出的微球大小不均匀[16]，还在初
步发展阶段。所以形成更稳定，环境适应范围
更广的微球是该种交联方式的研究热点。目前
用到的物理交联法交联剂包括了多聚磷酸盐，
柠檬酸，K-卡拉胶，海藻酸盐[17]。 

  Deniz Akın[4]等通过滴加多聚磷酸盐到
壳聚糖/四氧化三铁的混合溶液中，经过超声，
形成了 80nm~150nm 的疏松多孔的壳聚糖微
球 m-Fe3O4-CNs，并研究了其对阴离子染料溴
麝香草酚蓝的吸附效果，结果显示在 pH=5 时，
可达到最优吸附容量 17.9 mg/g。然而该微球
m-Fe3O4-CNs 只能在 pH=3~5 之间有效,适应
范围窄。Yu Chen[5]等以柠檬酸为交联剂，先
制备出了柠檬酸嫁接的 Fe3O4，即 SC- Fe3O4，
再通过柠檬酸的静电吸引作用，把阳离子壳聚
糖结合起来，形成了阳离子磁性壳聚糖微球
CTS-g-PTMAAC/SC-Fe3O4。CTS-g-PTMAAC 
/SC-Fe3O4 能在 pH=1～10 之间有较好的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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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提高了环境适应范围。然而，加入的阳
离 子 单 体 ， 引 入 了 有 毒 物 质 PTMAAC 。
Mohammad HasanKarimi[6]在 70℃的环境
下，磁性壳聚糖溶液加入到 k-卡拉胶中，调节
pH，再结合急速冷冻干燥的方法，制备出了磁
性壳聚糖微球。该微球在经历 5 次循环使用之
后，去除效率依然有 93%，最大吸附容量为 235 
mg/g。首次把聚离子型生物聚合物卡拉胶作
为交联剂，形成了比用聚磷酸盐交联的更为稳
定的磁性壳聚糖微球，扩大了 pH 适应范围。 
2 磁性壳聚糖微球的改性 

磁性壳聚糖微球对各类污染物的吸附能力
有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有限，因此有必要
对磁性壳聚糖微球进行改性。 

磁性壳聚糖微球表面的化学性质决定了它
的吸附性能。化学性质主要是由表面的化学官
能团决定的。根据表面化学官能团改性的位置
不同，又分为对壳聚糖的改性和对 Fe3O4 的改
性。对壳聚糖的改性又分为有机阳离子的改性、
有机阴离子改性、不带电有机物改性、分子印
迹改性、金属鳌合改性。这些官能团通过静电
吸引作用和鳌合作用吸附不同类型的污染物，
提高磁性壳聚糖微球的吸附性能。 

 
图 4  磁性壳聚糖微球改性方法分类 

 

2.1 对壳聚糖的改性  

壳聚糖的糖残基上有两个活性羟基：一个
是 C6 位的-OH，另一个是 C3 位的-OH。C6
位的-OH 是一级羟基，从空间构象上来讲，可
以较为自由地旋转，位阻也较小；而 C3 位的
羟基，空间位阻大一些，不能自由旋转。一般
情况下 C6 位的-OH 反应活性的比 C3 位的-OH
大，所以一般反应发生在 C6 位的-OH。另外
壳聚糖分子链的糖残基上 C2 位还有一个-NH2，
反应活性强，可以发生多种反应。 
2.1.1 有机阳离子改性 

Kun Li[18]等合成了 3-氯-2-羟丙基三甲基铵
磁性壳聚糖微球 CS-CTA-MCM，CS-CTA- 
MCM 相 对 于 未 改 性 磁 性 壳 聚 糖 微 球
CS-MCM 有更多的吸附位点，更大的电荷密度。
在吸附 Cr(VI)时发现，在测量的 pH 的范围内，
CS-CTA-MCM 的吸附容量是 CS-MCM 的 3
倍；在吸附甲基橙时发现，CS-CTA-MCM 的
最大吸附量为 2.6 mmol/g，CS-MCM 的最大
吸附量仅为 0.1 mmol/g。在用 CS-CTA-MCM
吸附甲基橙和 Cr(VI)混合体系时发现，Cr(VI)
与甲基橙呈竞争性吸附，对 Cr(VI)的吸附效率
下降了 41%，对甲基橙的吸附效率下降了 20%，
表现出了对染料的亲和性强于对重金属的亲和
性。Yu Chen[5]等比较了两种阳离子型磁性壳
聚糖微球，即三甲基单烯丙基氯化铵基磁性壳
聚糖微球 CTS-g-PTMAAC/SC-Fe3O4 和 N-羟
丙基三甲基氯化铵磁性壳聚糖微球 CTS-g- 
HTCC/SC-Fe3O4，发现 CTS-g-PTMAAC/SC- 
Fe3O4 的能够带有更高的正电荷密度，对食物
黄 3 吸附效果远好于 CTS-g-HTCC/SC-Fe3O4。
Bincheng Xu[19]等把过硫酸钾作为引发剂，在
无氧的环境下，把 2-(二甲基氨基)乙基甲基丙

磁性壳聚糖微球 

壳聚糖 

Fe3O4 

不带电有机物改性

有机阴离子改性 

金属鳌合改性 

分子印迹法改性 

有机阳离子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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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酸酯作为阳离子单体，合成了 80 μm 到 120 
μm 的 GMCMs，其饱和磁化强度为 14.5 
emu/g。GMCMs 由于增加了季铵盐，具有比
未改性磁性壳聚糖微球更大的阳离子度，带上
了更多的电荷。实验考察了它对分子量几乎相
等且都含两个磺酸基的阴离子染料酸性绿 25
和活性蓝 19 的吸附效果。酸性绿 25 中含有两
个仲胺，活性蓝 19 中含有一个仲胺和一个叔胺。
仲胺可以与羰基之间形成氢键，增强吸附能力，
而叔胺会与 GMCMs 相互排斥。因此对酸性绿
25 的最大吸附量可以达到 500 mg/g，而对活
性蓝 19 的最大吸附量仅为 165.1 mg/g。Wei 
Yao[20]等制备出了用三乙胺接枝的磁性壳聚糖
微球 QM-chitosan，考察了它对 Cr(VI)和 P(V)
的吸附效果，结果发现 QM-chitosan 对 Cr(VI)
有更强的亲和能力，HCO3

-，Cl-，SO4
2-对其影

响较小，对高离子浓度环境耐受能力强，这是
由其分子结构形态决定的。 
2.1.2 有机阴离子改性 

Bincheng Xu[3]等通过自由基引发反应，
成功的把聚 2-丙烯酰胺-2-甲基丙烷磺酸接枝
到 了 磁 性 壳 聚 糖 微 球 MCMs 上 ， 得 到 了
PMCMs。PMCMs 由于增加了多个磺酸基团，
带上了更多的负电荷，并且随着 pH 的增加，
这种负电荷逐渐增强，去除率也逐渐升高。实
验发现 PMCMs 在 30℃，pH=9 时,对亚甲基蓝
的最大吸附容量可以达到 1000 mg/g。Han 
Yan[21]等通过自由基反应成功的把丙烯酸接枝
到了磁性壳聚糖微球上，这种微球为 1.5～2 μ
m，饱和磁化强度为 13.0 emu/g，在 pH=5.5
时，对 Cu2+可以达到最大吸附量 174.0 mg/g，
明显提高了其吸附效果。Yong Ren[22]等利用

1−(3− 二 甲 基 氨 丙 基 )−3− 乙 基 碳 二 亚 胺
（EDAC）使乙二胺四乙酸（EDTA）的-COO-

和壳聚糖的-NH2 之间形成了酰胺键，制备出了
EDCMS，对 Cu2+,Pb2+,Cd2+进行吸附，最大吸
附容量分别为 0.699 mmol/g，0.596 mmol/g，
0.563 mmol/g。Han Yan[23]利用谷氨酸对其
改性，制备出 CS-Glu-MCM，对多种阳离子染
料 ， 发 现 CS-Glu-MCM 的 吸 附 容 量 是
CS-MCM 的 4-6 倍，发现对亚甲基蓝，结晶紫，
阳离子浅黄色 7GL 的最大吸附容量分别为 0.6 
mmol/g，0.9 mmol/g，0.4 mmol/g。 
2.1.3 不带电有机物 

Limin Zhou[24]等通过先在壳聚糖上接枝氯
甲代氧丙环，再接枝乙二胺，制备出了 EMCR，
EMCR 的粒径为 80-250 μm，通过乙二胺上的
仲胺、叔胺以及氧原子的鳌合作用，在 25℃时，
对 Hg2+的最大吸附容量为 2.69 mmol/g，明显
高于未接枝的壳聚糖微球。Roto Roto[25]等通
过硅烷基化反应，把 3-巯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引入到了壳聚糖上，这种含硫醇基的微球被用
于吸附[AuCl4]-，最大吸附容量可以达到 115 
mg/g。Xue Tao[26]利用谷氨酰胺改性了壳聚
糖磁性微球，谷氨酰胺上的羰基和氨基增加了
微球的吸附位点，对汞离子和酸性绿 25 都表现
出了更强的吸附能力和吸附速度。谢压平[27]等
把三聚磷酸钠和环氧氯丙烷作为交联剂，利用
离子交联法制备出了β-环糊精改性磁性壳聚糖
微球，通过利用β-环糊精的疏水结构，包络识
别有机物，在 pH=8，20℃时，对亚甲基蓝可
以达到最大吸附量 123.70 mg/g。Kun Li[28]等
利用硝酸铈铵作为引发剂，成功的把丙烯酰胺
接枝到了壳聚糖磁性微球（CS-MCM）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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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出了 CS-PAM-MCM，CS-PAM-MCM 含有
丰富的羰基，这些羰基是富电子亲核基团，可
以与金属离子鳌合。实验考察了 CS-PAM- 
MCM 对 Cu2+,Pb2+,Hg2+的单一金属体系，二
元金属体系，三元金属体系的吸附效果。结果
表明 CS-PAM-MCM 不仅提高了吸附效果，还
提高了对 Hg2+相对于 Cu2+，Pb2+的选择性。
M.L. Iordache[29]等成功的把三种丙烯酸烷基
酯接到了壳聚糖上，比较了丙烯酸正丁酯（BA），
甲基丙烯酸丁酯（BMA），正己基丙烯酸丁酯
（HA）对 Ni2+的吸附效果，呈现出分子链越长，
吸 附 位 点 越 多 ， 吸 附 效 果 越 好 的 趋 势 ， 即
Fe3O4-CSg-HA>Fe3O4-CSg-BA>Fe3O4-CSg-
BMA，最大吸附量分别为 121.96 mg/g，
104.17 mg/g，101.01 mg/g。 
2.1.4 分子印迹法 

分子印迹技术是一种模仿酶与底物，受体
与抗体之间结合的一种的技术。在化学上有着
广泛的应用。常用的分子印迹聚合物的合成方
法包括了: 本体聚合法、沉淀聚合法、微乳液
聚合法、悬浮聚合法、原位聚合法、多步溶胀
聚合法以及原位电聚合法等。目前，也有把分
子印迹应用于磁性壳聚糖微球的制备上，提高
磁性壳聚糖微球的选择性吸附能力。 

Mohammad Reza Fat'hi[30]等分别用环
氧氯丙烷和戊二醛交联制备出了 Calcon 染料
分 子 印 迹 磁 性 壳 聚 糖 微 球 EHC/CIMC ，
GA/CIMC。把它与用环氧氯丙烷和戊二醛交
联但是未印迹的磁性壳聚糖微球 EHC/NIMC，
GA/NIMC 对 比 ， 结 果 表 明 EHC/CIMC ，
GA/CIMC，EHC/NIMC，GA/NIMC 对阴离
子染料 Calcon 的最大吸附量分别为 51.7 

mg/g，39.23 mg/g，25.84 mg/g，23.68 
mg/g。图 5 是 EHC/CIMC，GA/CIMC，
EHC/NIMC，GA/NIMC 对多种染料的吸附情
况，可以看出印迹后的磁性壳聚糖微球表现出
了很强的选择性。马立成[31]等以 Cu2+为模板离
子，制备出了 Cu2+印迹磁性壳聚糖微球，使磁
性壳聚糖微球表面形成能该吸附剂在 pH=5 时，
表现出了最佳的吸附效果。实验选择了相同电
荷数和离子半径的 Zn2+，Co2+，Ni2+作为竞争
离子，配置了 Cu2+/Zn2+，Cu2+/Ni2+, Cu2+/Co2+

三种二元混合体系，测得的相对选择系数分别
为 2.07，2.59，3.44 均大于 2，选择性良好。 

 
图 5  EHC/CIMC，GA/CIMC，EHC/NIMC，

GA/NIMC 对染料的最大吸附容量[30] 

 
图 6  CIMC 的合成与在磁场条件下的应用[30] 

 

2.1.5 金属鳌合改性 

近年来，金属结合的聚合物引起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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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32～34]，它们具有很强的化学稳定性和高的
吸附容量。 

Chensi Shen[35]等通过鳌合作用把 Fe3+结
合到了壳聚糖上，形成了一种六配位的以 Fe3+

为核心的鳌合结构，这种结构有两分子的壳聚
糖分子通过氨基和羟基与 Fe3+结合，剩下的两
个位点结合了 H2O。当它加入到染料溶液当中
后，染料分子会替换出水分子，以形成更稳定
的结构。制备出的这种壳聚糖微球在碱性条件
下，对活性染料和酸性染料都表现出了比较强
的吸附能力，而且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文章
考察了它对酸性红 73 的吸附，结果表明在
pH=12 时，可以达到饱和吸附容量 294.5 
mg/g，并且吸附平衡时间小于 10 min,不受
Ca2+,K+,Na+,NO3

-,Cl-,SO4
2-,HPO4

-等水溶液中
常见离子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
Haifeng Hu[36]制备出了 Fe3O4/CS/Al(OH)3 的
磁性壳聚糖微球，考察了 Fe3O4 的含量，pH
以及共存离子的影响，表明了它良好的吸附效
果。 

 

图 7  染料与磁性壳聚糖-Fe(三价)微球的作用机理[35] 

 

2.2 对 Fe3O4 的改性 

Fe3O4 由于其可生物降解，强超顺磁性，

无毒，易合成，成为了最常见的磁性内核。
Fe3O4 的合成方法包括了共沉淀法，热分解法，
还原法，胶束合成法，热液合成法，声化学合
成法以及激光高温分解法[37]。Fe3O4 的磁性能
够让吸附剂快速收集，得以重复利用。但是
Fe3O4 在酸性条件下会溶解、易发生团聚的性
质，阻碍了磁性壳聚糖微球的应用。 

Roto Roto[25]等通过共沉淀法同时加入了
Fe3O4 和 NaSiO3, 在 无 氧 环 境 下 合 成 了
Fe3O4@SiO2。SiO2 具有更强的耐酸能力，它与
Fe3O4 形成的核壳结构，增强了磁性壳聚糖微
球的稳定性和分散性。 
3 结论 

综上所述，磁性壳聚糖微球及其衍生物在
国内外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是磁性壳聚糖微
球的应用还受到很多限制，使用过程中影响因
素较多，很难做到完全无毒无害。因此对于磁
性壳聚糖微球还有很多需要深入的领域。 

(1) 目前对于磁性壳聚糖微球的研究大部
分集中于接枝不同的基团，去除不同的污染物，
但是在制备过程中常常用到有毒有害的物质，
而对环保绿色型材料的研究较少。 

(2) 大量研究表明，磁性壳聚糖及其衍生
物已经对多种物质有比较好的吸附效果，但是
对不同物质吸附的对比的研究还比较少。 

(3) 近年来的研究都是局限于实验室规模
的，还缺乏工业化的实践，这类吸附剂应该加
强对实际废水的吸附研究。 

(4) 磁性壳聚糖及其衍生物大多数的使用
范围还比较窄，因此开发能够同时去除多种污
染的磁性壳聚糖微球具有很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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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和水处理制备领域，公开了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

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往含氟废酸中加入氯化钙和铝酸钙粉，搅拌反应后进行熟化，过滤
去除含氟固体废渣，得到聚合铝溶液。本发明所述方法通过钙盐沉淀法去除含氟废酸中的氟离子，
采用的氯化钙在去除氟离子的同时为制备聚合铝提供盐酸原料；且采用铝酸钙酸溶法生成聚合铝，
且铝酸钙中的氧化钙在调节聚合氯化铝的碱基度的同时可沉淀一部分氟离子，减少氯化钙的投加
量。本发明所述方法操作简单，氟离子去除效率高，并在实现含氟废酸中氟离子去除的同时，将
废水里面的酸资源化利用，生产的聚合铝可用于废水的处理且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 

 
权利要求 

1.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往含氟废酸中加
入氯化钙和铝酸钙粉，搅拌反应后进行熟化，
过滤去除含氟固体废渣，得到聚合铝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利用含氟废酸制备
聚合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氯化钙与所述
含氟废酸中氟离子的摩尔比为(0.4～0.6)：1。 

3.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利用含氟废酸制
备聚合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含氟废酸
中每 1 摩尔氟酸加入 42～53 g 铝酸钙粉。 

4.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利用含氟废酸制
备聚合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反应
的温度为 25～85℃。 

5.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利用含氟废酸制
备聚合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反应
的时间为 0.5～3 h。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和水处理剂制备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法。 

背景技术 

氟是人体中重要的微量元素，是牙齿及骨
骼必要的成分。但过量摄入则会引起氟骨症和
氟斑牙等中毒症状，且其极易被人体和动植物
吸收，积累在生物体中造成中毒。而我国将近
1 亿人生活在高氟水地区，另外，大量的高氟
工业废水也可能成为重要的污染来源。 

在玻璃制品加工或其它处理工序中，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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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使用氢氟酸或其它酸混合，进行表面处理，
这样就不同程度地排出了含氟废酸，这些废水
的酸性强，氟化物浓度高。目前通用的处理方
法是采用石灰中和沉淀法处理，即向废水中投
加石灰、石灰乳，在中和酸的同时除去废水中
的氟离子，该工艺虽然操作简单，但需要消耗
大量的石灰，且处理后废水中氟离子含量难以
达到环保排放标准 10 mg/L 以下。此外，简单
的中和废酸并未充分利用酸的价值，是对资源
的一种浪费。 

聚合铝（Polyaluminium Chloride）简称
PAC，它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后期正式投入工
业生产和应用的一种新型高分子混凝剂净水材
料。由于聚合铝具有投加量少、净化效率高、
滤后水质好、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近年来发
展十分迅速，并广泛应用于上下水、循环用水、
工业废水处理及污泥脱水等过程中，也是化工、
轻工等部门广泛应用于固液分离操作中的一种
重要药剂。聚合铝按照生产工艺大致分为：固
体粉状聚合铝、液体聚合铝、喷雾干燥型聚合
铝。 

铝酸钙粉是灰白色粉末。主要成份是二铝
酸 钙 （ CaO · 2A12O3 ） 和 一 铝 酸 钙
（CaO·A12O3）的混合物，微溶于水，水溶
液呈碱性，pH 值约为 11。铝酸钙粉与无机强
酸反应活性很高，在常温下即可启动发生，且
放热量大，升温快，氧化铝的溶出率可达 90%
以上，用它做原料生产液体或固体聚合氯化铝
能简化工艺，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是目
前国内外大多数聚合氯化铝生产厂家所采用的
原材料。 

发明内容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与不足，本发明
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去除含氟废酸中氟离子并
同时生产聚合铝的方法。所生产的聚合铝可做
为一种水处理药剂应用于废水的处理，达到变
废为宝，环保经济的目的。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往含氟废酸中加入氯化钙和铝酸
钙粉，搅拌反应后进行熟化，过滤去除含氟固
体废渣，得到聚合铝溶液。 

优选的，所述氯化钙与所述含氟废酸中氟
离子的摩尔比为(0.4～0.6)︰1； 

优选的，所述含氟废酸中每 1 摩尔氟酸加
入 42～53 g 铝酸钙粉； 

优选的，所述搅拌反应的温度为 25～85℃； 
优选的，所述搅拌反应的时间为 0.5～3 h。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如下的优点及

效果： 
(1)本发明所述方法通过钙盐沉淀法去除

含氟废酸中的氟离子，采用的氯化钙在去除氟
离子的同时为制备聚合铝提供盐酸原料。 

(2)本发明所述方法采用铝酸钙酸溶法生
成聚合铝，且铝酸钙中的氧化钙在调节聚合氯
化铝的碱基度的同时可沉淀一部分氟离子，减
少氯化钙的投加量。 

(3)本发明所述方法操作简单，氟离子去除
效率高，并在实现含氟废酸中氟离子去除的同
时，将废水里面的酸资源化利用，生产的聚合
铝（含聚合氯化铝、聚合硫酸铝和聚合硝酸铝
等）可用于废水的处理且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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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此。 
实施例 1 
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法，步

骤如下：取含氟废酸（含氟废酸中氟离子浓度
为 51912 mg/L，以 CaCO3 计甲基橙酸度约
为 2.62×105 mg/L），加入氯化钙和铝酸钙粉，
氯化钙投加量与含氟废酸中初始氟离子的摩尔
比为 0.4︰1，即氯化钙投加量为 122 g/L，铝
酸钙粉的投加量为 220 g/L，在 25℃下搅拌反
应 2 h 后进行熟化，然后进行过滤，去除含氟
沉淀废渣，得到的溶液即为液体聚合铝。 

取搅拌反应后的水样进行氟离子浓度检测，
得出搅拌反应后含氟废酸中氟离子的浓度为
46.66 mg/L。制备得到的液体聚合铝的氧化铝
含量为 6.03%，碱基度为 58.17%。 

利用本实施例所制液体聚合铝做混凝实验，
处理某垃圾渗滤液，每升垃圾渗滤液中投加
50mL 所得液体聚合铝，反应后测得垃圾渗滤
液的化学需氧量 COD 去除率为 50.9%，色度
去除率为 77.6%。 

实施例 2 
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法，步

骤如下：取含氟废酸(含氟废酸中氟离子浓度为
51912 mg/L，以 CaCO3 计甲基橙酸度约为
2.62×105 mg/L)，加入氯化钙和铝酸钙粉，氯
化钙投加量与含氟废酸中初始氟离子的摩尔比
为 0.5︰1，即氯化钙投加量为 152 g/L，铝酸
钙粉的投加量为 250 g/L，在 75℃下搅拌反应
3 h 后进行熟化，然后进行过滤，去除含氟沉
淀废渣，得到的溶液即为液体聚合铝。 

取搅拌反应后的水样进行氟离子浓度检测，
得出搅拌反应后含氟废酸中氟离子的浓度为

27.4 mg/L，制备得到的液体聚合铝的氧化铝
含量为 6.82%，碱基度为 66.34%。 

利用本实施例所制液体聚合铝做混凝实验，
处理某垃圾渗滤液，每升垃圾渗滤液中投加 50 
mL 所得液体聚合铝，反应后测得垃圾渗滤液的
化学需氧量 COD 去除率为 57.6%，色度去除
率为 78.3%。 

实施例 3 
一种利用含氟废酸制备聚合铝的方法，步

骤如下：取含氟废酸(含氟废酸中氟离子浓度为
51912 mg/L，以 CaCO3 计甲基橙酸度约为
2.62×105 mg/L)，加入氯化钙和铝酸钙粉，氯
化钙投加量与含氟废酸中初始氟离子的摩尔比
为 0.6︰1，即氯化钙投加量为 182 g/L，铝酸
钙粉的投加量为 280 g/L，在 85℃下搅拌反应
0.5 h 后进行熟化，然后进行过滤，去除含氟沉
淀废渣，得到的溶液即为液体聚合铝。 

取搅拌反应后的水样进行氟离子浓度检测，
得出搅拌反应后含氟废酸中氟离子的浓度为
8.4 mg/L，制备得到的液体聚合铝的氧化铝含
量为 7.17%，碱基度为 70.28%。 

利用本实施例所制液体聚合铝做混凝实验，
处理某垃圾渗滤液，每升垃圾渗滤液中投加 50 
mL 所得液体聚合铝，反应后测得垃圾渗滤液的
化学需氧量 COD 去除率为 61.6%，色度去除
率为 79.7%。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
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
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科普之窗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10 

19 

 
 

无机陶瓷膜 
 
无机陶瓷膜是一种具有特殊选择性分离功

能的无机或高分子材料，它能把流体分隔成不
相通的两个部分，使其中的一种或几种物质能
透过，而将其它物质分离出来。膜分离技术以
其高效、节能、环保和分子级过滤等特性，已
广泛地应用于医药、水处理、化工、电子、食
品加工等领域，成为本世纪分离科学中最重要
技术之一，被公认为 21 世纪最重大产业技术之
一的膜技术，是一种新兴的绿色工业科技。 

建立于无机材料科学基础上的无机陶瓷膜
具有聚合物分离膜所无法比拟的一些优点：耐
高温，可实现在线消毒；化学稳定性好，能抗
微生物降解。对于有机溶剂、腐蚀气体和微生
物侵蚀表现良好的稳定性。机械强度高，耐高
压，有良好的耐磨、耐冲刷性能；孔径分布窄，
分离性能好，渗透量大，可反复清洗再生，使
用寿命长。 

传统工艺处理工业废水的弊端 

▌设备占地面积大； 
▌适用于低浓度低难度废水； 
▌运行可靠性不佳； 
▌操作复杂，受给水条件影响较大； 
▌出水只能排放，无法综合利用； 
陶瓷膜分离技术可单独或与其它处理方法

结合应用于以各种分离为目的的领域中。 
含油废水的处理：冷轧乳化液废水、金属

脱脂液、切削液、焦化废水、碱炼洗涤废水处

理，电泳漆废水处理等； 
含金属离子废水处理：各种电镀废水，含

锌含铬含铜废水处理等； 
酸碱废水：清洗液处理、酸洗液、碱洗液

的回收和浓缩； 
含颗粒废水的处理：钛白粉洗涤液、催化剂

颗粒回收、超细粉洗涤液中回收超细粉粒子等； 
其他废水处理：染料废水、食品加工废水

的回收利用。 

陶瓷膜处理工业废水应用领域 

▌钛白废水处理； 
▌印钞擦版废水处理； 
▌钢铁厂冷轧薄板生产线含油废水处理； 
▌油脂厂碱炼洗涤废水处理； 
▌机械加工厂脱脂液、金属切削液废水处

理； 
▌电镀废水处理； 
▌含贵重材料粒子的回收； 
▌汽车行业涂装废水、脱膜剂、金属切削

液废水处理。 

超通量陶瓷膜 

陶瓷膜也称 GT 膜，是以无机陶瓷原料经
特殊工艺制备而成的非对称膜，呈管状或多通
道状。陶瓷膜管壁密布微孔，在压力作用下，
原料液在膜管内或膜外侧流动，小分子物质（或
液体）透过膜，大分子物质（或固体颗粒、液
体液滴）被膜截留从而达到固液分离、浓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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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化之目的。 
在膜科学技术领域开发应用较早的是有机

膜，这种膜容易制备、容易成型、性能良好、
价格便宜，已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微滤膜类型。
但随着膜分离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对膜的使
用条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需要研制开发
出极端条件下的膜固液分离系统。与有机膜相
比，无机陶瓷膜具有耐高温、化学稳定性好，
能耐酸、耐碱、耐有机溶剂、机械强度高，可
反向冲洗、抗微生物能力强、可清洗性强、孔
径分布窄，渗透量大，膜通量高、分离性能好
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无机陶瓷膜在水处理中应用最大的障碍主
要有二个方面，其一是制造过程复杂，成本高，
价格昂贵；其二是膜通量问题，只有克服膜污
染并提高膜的过滤通量，才能真正推广应用到
水处理的各个领域。 

美 国 西 雅 图 环 境 科 技 公 司 研 发 的 涤 饵
DEAR 无机陶瓷膜系统，是在普通陶瓷膜研究
的基础上，通过高科技改造，减少膜污染，大
大提高膜通量，有效克服了无机陶瓷膜在水处
理 中 应 用 的
主要问题，使
无 机 陶 瓷 膜
应 用 于 水 处
理成为可能。 

特点 

(1) 独有的双层膜结构：涤饵 DEAR 无机
陶瓷膜系统在在膜过滤层表面，通过溶胶一凝
胶法制备 TiO2 溶胶，采用浸渍提拉法在陶瓷膜
上涂敷纳米 TiO2 光催化材料，使陶瓷膜表面具
有“自洁”功能，减缓有机物在膜表面积累和

堵塞，一方面降低膜污染，另一方面提高陶瓷
膜管强度和膜过滤通量，提高膜通量稳定性；
Al2O3－ZrO2 复合膜结构：使膜管机械性能更加
优良，由于材料本身的性能缺陷或制备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单一无机膜材料一般不
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无机负载复合分离膜的
研制得到迅速发展，涤饵 DEAR 无机陶瓷膜采
用整体复合技术，通过溶胶凝胶法，制备 Al2O3

－ZrO2 复合膜，由于含 ZrO2 材料与 Al2O3、SiO2

和 TiO2 等材料相比具有更好的机械强度、化学
耐久性和抗碱侵蚀等特性，无机陶瓷膜具有更
强的机械强度和热稳定性，而且复合膜的孔径
分布窄，呈单峰。 

(2) 可实现在线反冲，膜通量稳定：由于
复合陶瓷膜的独特结构和机械性能，能承受 0.4 
Mpa 以下的反冲压力，可实现在线反冲，从而
获得稳定的膜通量。有效的克服了无机膜系统
在水处理应用中价格高、易污染、膜通量小、
设备庞大等问题，使无机陶瓷膜系统在水处理
中应用成为可能。涤饵 DEAR 无机陶瓷膜是专
为污水处理设计的，其最大特点是膜通量大，
其运行膜通量是有机膜 10～100 倍，是普通多
孔陶瓷膜的 50～100 倍、机械强度高、耐污染、
可实现在线反冲。 

主要技术参数 

膜层厚度：50～60 μm 
膜孔径 0.01～0.5 μm； 
气孔率：44%～46%； 
过滤压力：0.15 Mpa 
反冲压力：0.7 Mpa 以下； 
膜材质：双层膜，外膜 TiO2；内膜 Al2O3

－ZrO2 复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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