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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水处理药剂对循环水排污水处理中混凝的影响 

梁昌峰，刘 芳，王飞扬，赵朝成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山东青岛266580) 

[摘要]循环水排污水 回用于补充水时受残余水处理药剂的影响。预处理中的混凝沉淀常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以氯化铝为混凝剂，聚丙烯酰胺为助凝剂，考察了十四烷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1427)、氨基三亚甲基膦酸(ATMP)、 

羟基亚乙基二膦酸(HEDP)对混凝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残余水处理药剂会导致絮体变小且沉降性能变差 ．其 

中 1427对浊度以及絮体沉降速度影响最大，HEDP对泥渣体积以及 COD影响最大，ATMP对泥渣虚度影响最大 ：残 

余水处理药剂对混凝效果的影响程度与其在水中的浓度成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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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sidual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 on the coag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blow—down water frOm circulating water system 

Liang Changfeng，Liu Fang，Wang Feiyang，Zhao Chaocheng 

(College ofChemical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Petroleum(East China)，Qingdao 266580，China) 

Abstract：When the blow-down w ater from circulating water system is reused as make—up water，the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process is usually unsatisfactory．When aluminum chloride is used as coagulant and polyacrylamide as 

coagulant aid，the effects of tetradecyl dimethyl benzyl ammonium chlorine(1427)，Amino Trimethylene Phosphonic 

Acid(ATMP)，and 1一Hydroxy Ethylidene一1，1-Diphosphonic Acid(HEDP)on it coagulating efficacy has been in— 

vestigated．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idual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 might cause the flocs to be— 

come smaller and settling property to become worse．1427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urbidity and settling velocity 

of the floes，HEDP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sludge volume and COD，and ATMP has the biggest infl uence on 

sludge compressive degrees．The infl uences of residual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 on coagulating efficacy have a pos— 

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emical concentrations in water． 

Key words：blow-down water from circulating water system；residual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coagulation；fung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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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对实现炼厂废水“零排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减轻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循环水排污水的常见回用工艺为：循环水 

排污水一混凝澄清一过滤一超滤 反渗透一循环水 

补充水 在已经投入运行的处理系统中，发现循环水 

排污水回用存在诸多问题。王平等( ]发现以循环水 

排污水处理水作为锅炉补给水水源的电厂其反渗透 

系统运行存在反渗透膜严重污堵．系统无法维持正 

常运行 杨宝红等[，]发现虽然部分电厂的循环水排 

污水处理系统中的超滤装置能够有效去除水中的悬 

浮物、胶体等杂质使得污染指数(SDI)稳定地小于 

3，但是。超滤膜本身会被污堵，尤其是水中的部分杂 

质和处理过程中投加的混凝剂以及助凝剂的影响 

田利等[ ]发现在对循环水排污水进行杀菌处理时． 

投入的杀菌剂会进入超滤、反渗透处理系统。直接影 

响到超滤和反渗透膜的寿命、清洗周期和运行费用。 

投加缓蚀阻垢剂和杀菌剂可以有效地缓解上述 

问题。其中．有机磷酸盐类以及多元膦酸盐是目前国 

内应用最广的缓蚀阻垢剂 ，具有化学稳定、耐高温、 

用量少、效果显著等优点。杀菌剂是一类能抑制水中 

菌藻和微生物的滋长．防止形成微生物黏泥的化学 

药品。 

各种水处理药剂的加入也会影响循环冷却水排 

污水的后续处理。因此，笔者采用氯化铝为混凝剂． 

聚丙烯酰胺为助凝剂．分别考察了缓蚀阻垢剂和杀 

菌剂对混凝效果的影响。除考察常规指标 COD、浊 

度、絮体体积之外。还增加了可以更为准确地评判混 

凝实验效果优劣的沉降速度以及泥渣虚度两个指 

标．同时从机理上分析了不同药剂对混凝效果的影 

响．为减小或者消除残余水处理药剂对预处理效果 

的影响提供了实验和理论基础 

1 实验部分 

1．1 药品及仪器 

实验药品：氯化铝、聚丙烯酰胺。分析纯，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氨基三亚甲基膦酸。质量分数 

50％．枣庄市陆方化工有限公司：羟基亚乙基二膦 

酸，质量分数45％，枣庄市陆方化工有限公司：十四烷 

基二甲基苄基氯化铵．质量分数45％．枣庄市陆方化 

工有限公司 

实验仪器：JJ一4型六联电动搅拌器 ，金坛市城 

西春兰实验设备厂：LP2000一l1型实验室台式浊度 

测定仪 ，HANNA；TGL一18C型高速台式离心机 ，上 

— 42一 

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1．2 实验方法及步骤 

1．2．1 循环冷却水排 污水水质 

实验用水为采自某炼化公司循环冷却水系统的 

排污水，其水质指标：pH7．0～7．5，浊度 5．02 NTU，Ca 

312 mg／L，Mg 98 mg／L，C1—532 mgCL，SO42-384 mg／L， 

总硬度 (以CaCO3计 )997 m；；，L，总碱度(以 CaCO3 

计)390mg／L。 

1．2．2 实验方法 

取 500mL废水置于 1 000mL烧杯中．加入不 

同体积的水处理药剂．使残余药剂质量浓度分别为 

10、20、30、40、50 m L，混合均匀。之后加入 15 m L 

混凝剂和0．2 mrCL助凝剂。放置到六联搅拌器下，先 

以300 r／min快速搅拌 60 s．使得药剂与废水充分混 

合．再以70 r／rain慢速搅拌 10 min。促进絮体的成 

长。将搅拌后的废水置于500 mL量筒中，记录絮体 

沉降 100 mm所需时间。之后静置 30 min，在液面下 

2～3 cIll处取水样，测定上清液的浊度、COD，并测定 

絮体的体积以及泥渣虚度。 

1．2．3 测定及分析方法 

COD：参照 GB 11914--1989(水质 化学需氧量 

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进行i贝0定。 

浊度：采用 LP2000—1 1型浊度仪进行测定。 

絮体体积：将混凝烧杯中泥渣倒入量筒中，沉淀 

30 min后记录其体积 

絮体沉降速度 [5]：将加入混凝剂搅拌混匀后的 

废水倒人 500 mL量筒中，待有明显絮体生成后，记 

录絮体通过相距 100 mm刻度时所需的时间￡，沉降 

速度 的计算如式(1)所示： 

： 盟  (1) 
t 

泥渣虚度 5 ]：混凝烧杯实验中所得泥渣收集在 

带刻度的离心管中。读取泥渣体积 ，然后将该泥 

渣放入离心机中．在 4 000 r／min下离心 5 min，读取 

压实后的体积 ：，泥渣虚度 Js的计算公式如式(2) 

所示 ： 

S=V 1 (2) 

2 结果与讨论 

2．1 残余药剂对混凝效果的影响 

2．1．1 残余药剂对浊度的影响 

加入 1427后．在混合均匀的过程中即会有明显 

絮体的产生．再加入混凝剂快速搅拌后，絮体破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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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再次形成絮体．静置后沉降较慢．沉淀后上清液 

较为混浊：加入 ATMP后，在浓度较低时，能有较小 

的絮体产生．在高浓度时基本没有絮体产生．但是静 

置沉淀后上清液澄清 ：加入 HEDP后。在搅拌过程 

中即会产生中等絮体．且静置时絮体沉降速度较快． 

上清液比较澄清。静置 30 min后测定其浊度。结果 

如图 1所示 

残余药荆质量浓度ffmg‘L ) 

图 1 残余药剂质量 浓度对上清液浊度的影响 

由图 1可见．随着残余药剂质量浓度的增加．混 

凝沉淀后上清液的浊度也逐渐增大。综合考虑 3种 

药剂．1427对上清液浊度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加入 

水处理药剂之后．在混凝过程中生成了一些细小的 

絮体．在沉降过程中无法完全沉降，使得上清液浊度 

变大．混凝效果变差。 

2．1．2 残余药剂对絮体沉降速度的影响 

加入不同质量浓度残余药剂对絮体沉降速度的 

影响如图 2所示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ffmg L ) 

图 2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对絮体沉降速度的影响 

由图 2可见，加入 1427之后 ，絮体沉降速度有 

一 个明显降低，絮体沉降速度在 1427为 10~30 mg／L 

时下降缓慢，之后迅速减小，加入 ATMP以及 HEDP 

之后．絮体沉降速度随着残余药剂质量浓度的增加 

而减小。变化比较平稳。加入水处理药剂之后，所形 

成的絮体密度变小，受到水体阻力影响变大，因此， 

絮体沉降速度变慢．且其沉降速度随着残余药剂的 

质量浓度增加而降低 在相同残余药剂的质量浓度 

下，加入 1427时的絮体沉降速度最小，这说明，加入 

1427之后所形成的絮体密度最小．受到的水体阻力 

影响最大；在残余药剂质量浓度大于 40 mg／L时， 

HEDP和 ATMP对絮体沉降速度的影响相差无几． 

这说明有机磷系阻垢剂在较高浓度时对絮体沉降速 

度的影响是基本相同的 

2．1-3 残余 药剂对 COD的影响 

不同质量浓度的残余药剂对上清液 COD的影 

响如图 3所示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mg‘L ) 

图 3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对 COD的影 响 

由图 3可见．不加入残余药剂的上清液的COD 

是最低的，在 45 mg／L左右。在 HEDP、1427、ATMP 

残余质量浓度达到 50 mg／L时，其上清液 COD分别 

为 110、100、95 mg，L，混凝对 COD的去除效果也不 

是很明显 这是因为加入残余药剂之后．有些有机物 

在残余药剂的作用下形成细小絮体而无法沉降。或 

者有机物会吸附在胶体的表面上．起了保护胶体的 

作用．使胶粒之间不容易聚集，结果使混凝效果变 

坏．因此使得上清液的COD升高[7]。 

2．1．4 残余药剂对泥渣体积的影响 

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残余药剂后对泥渣体积的 

影响如图4所示 

由图4可见．HEDP对泥渣体积的影响最大，在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为 50 mg／L时 ，其泥渣体积为 

6．0 mL．远远小于不加残余药剂时的 15．5 mL。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加入 1427时．药剂可以使絮体变得 

更加的蓬松．泥渣体积会随着残余药剂质量浓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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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增加；而加入有机磷系阻垢剂时，残余药剂的 

加入使得絮体之间的排列方式发生了改变．或者改 

变了絮体之间的作用力，使得絮体变得致密，从而使 
／  

泥渣体积随残余药剂质量浓度的增加而减小。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mg·L- ) 

图 4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对泥渣体积的影响 

2．1．5 残余药剂对泥渣虚度的影响 

加人不同质量浓度的残余药剂后对泥渣虚度的 

影响如图 5所示 。 

恕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mg·L- ) 

图5 残余药剂质量浓度对泥渣虚度的影响 

由图5可见，随着残余药剂质量浓度的增加．其 

泥渣虚度均呈现增大趋势。泥渣虚度值大．则说明泥 

渣含水率高，密度小，沉降性差[7]。因此，随着残余药 

剂质量浓度的增加，絮体的沉降性能越来越差。 

加入 ATMP后．对泥渣虚度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残余 ATMP为 40 mg／L时达到最大值 4．4．接近未 

加人 ATMP时的2倍．且在不同质量浓度时其泥渣 

虚度均高于加入其余两种药剂时的泥渣虚度 加入 

1427之后的泥渣虚度的变化介于 ATMP与 1427之 

间．在较低浓度时与加入 ATMP时的泥渣虚度比较 

接近．而在较高浓度时与加入 HEDP时的泥渣虚度 

比较接近。这是因为随着残余药剂的加入，絮体之间 

一  

的排列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某些残余药剂还会改 

变絮体之间的分子间作用力．使得其沉降性能发生 

改变。 

2．2 残余药剂影响混凝效果的机理 

2．2．1 1427对混凝效果的影响机理 

1427是无色或微黄色膏状物．在水中离解可以 

产生阳离子活性基团．能以任何比例溶于水和乙醇 

中，具有杀菌、乳化等性能。 

由于笔者实验中采取的混凝剂为氯化铝．因此 

在混凝过程中起到主要絮凝作用的是 A1(OH) 胶 

粒 其在水溶液中所带的电荷和水中离子的组成有 

关，特别是与H+浓度有关，当pH为5～8时，带正电； 

当pH<5时，带负电[B1。在笔者实验中，模拟水的pH 

为7．0 7．5，因此AI(OH) 胶粒带正电。而 1427在水 

中离解可以产生较大的阳离子活性基团．会阻止带 

正电的AI(OH) 胶粒的聚集．导致上清液的浊度变 

大。从而影响最终的絮凝效果。同时，由于 1427水解 

产生的阳离子活性基团会增大 A1(OH) 胶粒之间 

的静电排斥作用．会使得絮体变得疏松，密度减小 ， 

因此其在水中的沉降速度会随浓度的增加而降低 ． 

最终生成的絮体体积也会随着浓度的增加而变大． 

而絮体总的质量是不变的．因此其泥渣虚度也会随 

着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2．2．2 有机磷系阻垢剂对混凝效果的影响机理 

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有机磷系阻垢剂主要包括： 

ATMP、HEDP、EDTMP等。A1 在水中同时发生水解 

和缩聚作用，其产物为AI(OH) 、Al(OH)2+、AI(OH)3， 

其中OH-：I~有桥键的作用．能够连接络合物的中心 

离子．生成高分子聚合物，水中的胶体及微小的悬浮 

物对这种链状高分子产生吸附作用。将其聚拢在一 

起产生吸附架桥 。能通过吸附架桥作用 ．形成絮 

体[9]。有机磷酸在水中能离解出H+．与 Ap+的水解产 

物以及 OH一反应．使其吸附架桥作用减弱．水中的胶 

体、微小的悬浮物、细小的絮体无法凝聚在一起，从 

而使得絮体减小或者不能产生絮体，无法完全沉降， 

最终使得上清液的浊度以及 COD变大。由于絮体无 

法更好地聚集在一起。只能产生细小絮体．其受水体 

阻力的影响较大．因此其沉降速度会大大降低，随着 

残余有机磷系阻垢剂浓度的增加而减小。另外．有机 

磷酸在水中能离解出H+对水的pH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而水的pH对胶体之间的引力作用会有影响：胶 

体的引力作用和其 电位有关， 电位的数值愈小 ， 

胶粒间的斥力愈弱．絮体之间的间距会减小，因此最 

加 堪 m 6 

1lu／ 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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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絮体体积会随着残余有机磷系阻垢剂浓度的增 

加而减小( 们。 

有机磷酸在水中水解产生 H 的同时．剩余部分 

变为带负电的阴离子，如： 

_-{÷H一__{ 
这些阴离子能与 Ca 、Mg2+等形成稳定的络合 

产物，从而提高了CaCO，晶粒析出时的过饱和度， 

即增加了CaCO 在水中的溶解度[11]。另外。由于有 

机磷酸能吸附在 CaCO 晶粒活性增长点上．使其发 

生畸变．相对于不加有机磷酸药剂时所形成的晶粒 

要细小得多，防止其形成较大的晶体。使得形成的絮 

体颗粒细小，不易沉降，影响絮凝效果。 

同时有实验表明：部分有机磷系阻垢剂对 AP+ 

以及 Fe3+等高价离子具有络合作用[惶) 由于水中的 

悬浮物质主要由硅盐以及铝盐和部分铁、钙、镁等盐 

类物质组成．有机磷系阻垢剂对上述高价金属离子 

的络合作用将不利于矾花的形成．最终会导致混凝 

澄清效果不佳[13]。另外，有机磷系阻垢剂对 A13+的强 

烈络合作用会使得能够发生水解的有效铝的量减 

少，从而产生的AI(OH) 、A1(OH) 、AI(OH)3减少， 

影响混凝效果 

3 结论 

(1)循环水中残余的水处理药剂对混凝效果能 

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实验浓度范围内，1427对浊度 

以及絮体沉降速度影响最大：HEDP对泥渣体积及 

COD影响最大：ATMP对泥渣虚度影响最大；残余水 

处理药剂对混凝效果的影响与其在水中的浓度成正 

相关关系。 

(2)1427对混凝的影响主要是因为 1427水解 

之后产生阳离子基团，对 Al(OH) 胶粒有静电排斥 

作用：HEDP与 ATMP对混凝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有 

机磷系阻垢剂水解后产生 H+以及负离子基团．H+会 

降低 AI(OH) 等胶粒的吸附架桥作用。而负离子基 

团则会对金属离子产生络合作用．影响絮体的产生 

量从而使混凝效果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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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天然气部分氧化制乙炔中的炭黑水处理方法——李坚，米钰林，李贤贵，等．CN 102951711A 

一 种天然气部分氧化制乙炔中的炭黑水处理方法．是将 

炭黑水与絮凝剂混合反应，再经沉淀、过滤 ；所述絮凝剂为液 

态聚合硫酸铁的水溶液。本发明处理炭黑水的方法具有工 

艺流程简单、占地面积小、运行管理方便 、自动化程度高、水 

处理时间短、处理效果好等优点，通过本发明方法处理炭黑 

水后所得清水 pH为 7-9、COD达 50-80 m L、SS达 10-20 

mdL，实现了清洁生产，同时还将净化后的清水可回收利用， 

达到了节水减排的要求，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 

环境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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