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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粪石沉淀法处理高氨氮稀土废水

王浩L2，成官文L2，宋晓薇2，徐子涵h2，蒙金结Lz，董传强h：
(1．广西环境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重点实验室：

2．桂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桂林541006)

擅要：以贺州市某稀土冶炼厂萃取分离稀土元素时产生的高氨氮废水为研究对象，进行鸟粪石沉淀法脱氮试验

研究，设计4因素3水平正交试验，确定影响因素大小，得到适宜反应条件组合，进行pH、n(IVlg)：nfN)、，l(P)：n(N)、反

应时间等4因素优化试验，考察各因素对于氨氮去除率及剩余总磷质量浓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氨氮去除率与

剩余TP质量浓度，影响因素依次为pH、反应时间、n(M曲：nfN)、n(P)：n(S)。在pH=9．3，n(M曲：凡(N)：凡(P)=2．2：1：2，反

应时间20min，氨氮质量浓度由4420mg／L降低至1 440mg／L，氨氮去除率可达到67．40％，剩余TP质量浓度为0．9

mg／L；较高的Ca2+质量浓度会影响MAP法对氨氮去除率，但有利于降低出水TP质量浓度；过长的反应时间会破坏

已形成的MAP沉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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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型稀土元素萃取分离过程会产生大量的铵

根和氯离子，致使稀土冶炼废水中含有大量氨氮，高

氨氮废水常采用的工艺有反渗透【”、电渗析[21、吹脱

、法【引、鸟粪石沉淀法【4]等。近些年，各国学者对鸟粪石

法处理高氨氮废水处理进行深入研究，Ryu等【5】利用

乌粪石沉淀法对半导体废水进行研究，在pH为

9．0"-'9．5范围内，氨氮去除率达到89％；Zhang等【6】

在pH为9．5，n(Mg)：nfN)：n(P)=1．15：l：1，对垃圾渗

滤液进行处理，氨氮去除率达到85％；Huang等t7]在

pH=9．0，n(M曲：n(N)-n(P)=1．2：1：1．2，采用鸟粪石法

去除稀土废水中的氨氮，去除率达到99．4％。试验采

用鸟粪石法处理高氨氮稀土废水，通过正交试验及

pH、n(M曲：nfN)、n(P)：nfN)、反应时间等4组单因素
试验，得到最佳氨氮去除效果。

1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水样

试验废水为贺州某稀土冶炼厂萃取分离稀土元

素时产生的高氨氮废水，水质指标如表1所示。

1．2试验仪器

Starter 3C实验室pH计、Uv．9100型紫外／可

见光分光光度计、HJ．3型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DIONEX ICS．1000离子色谱仪、Perkin—ELmer A

Analyst 700原子吸收光谱仪、HHS型电热恒温水浴

锅、手提式压力蒸汽灭菌器、BSl24S型电子天平、

DHG．9055A型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DDSJ一308型

电导率仪、WGZ一800型浊度仪。

1．3试验方法

取200 mL稀土废水，置于1 000 mL大烧杯中；

向盛有废水大烧杯中先投入称量好的Na2HPO。·

12H20固体，待其全部溶解后投入MgCl2e6H20固

体；将大烧杯放到磁力搅拌器上搅拌，在搅拌过程中

不断加入浓度1 mol／L的NaOH溶液，调整混合液

表1稀土试验废水水质

Tab．1 Main compositions ofthe investigated rare-earth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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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并在反应过程中实时检测pH的变化，及时补充

浓度1 mol／L的NaOH，反应结束后将大烧杯从磁力

搅拌器上取下，静置30 min，用0．45¨m滤膜滤得上

清液，测量反应后氨氮与TP质量浓度。

1．4分析方法

氨氮采用纳式试剂分光光度法(HJ535—

2009)，TP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GBll893—

89)，COD采用高氯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碘化钾

碱性高锰酸钾法(HJ／T 132--2003)，溶液中其它阴

阳离子采用DIONEX ICS．1000离子色谱仪及

Perkin—ELmer AAnalyst 700原子吸收光谱仪测量。

2结果与讨论

2．1不同投加量时氨氮的去除效果

由图1可知，当n(Mg)：nfN)：n(P)=1：1：1～2：1：

2时，氨氮的去除率上升，再加大投加量时，氨氮去除

率有所下降，并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去除率。氨氮去

除率在理论投加量即n(Mg)：nfN)：凡(P)=l：l：1时去

除率较低，因为当向原水中投加NaEHPO。时，就有

白色的沉淀生成，证明原水中有Ca2+与P043-反应生

成沉淀，消耗PO。删，而氨氮只能通过M92+、NH4、及
PO?发生反应生成鸟粪石沉淀去除。加大Na2HPO。

的投加量，补充P04}有助于提高氨氮去除率。

n(Mg)：n(N)：n(P)

图1投药比对氨氮去除效果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Fig．1 Effect ofdosing molar ratio on removal ratio ofNI-h+-N

and residual TP concentration

剩余TP质量浓度在n(Mg)：n㈣：n(P)=1：1：1～
2：1：2时基本稳定在1 meCL左右，当投药比例进一

步加大时，剩余TP质量浓度有明显上升趋势。原水

中TP质量浓度为3．11 meCL，可以达到稀土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1--201 1)中现有企业水污

染物间接排放浓度限值，因此，尽量控制反应条件，

以免带来过量的磷污染。

2．2正交试验

选取pH、n(Mg)：n(N)、n(P)：n(N)、反应时间，4

个因素，分别记作A、曰、C、D，设计4因素3水平正

交试验，表2为因素水平表。

表2正交试验因幕水平
Tab．2 Factors and levels oforthogonal experiment

正交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对氨氮去

除率与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因素依次为pH、反

应时间、n(Mg)：n(N)、naP)：n(N)。氨氮去除率适宜反应

条件为pH=9．5，nfM曲：n㈣：凡∽=2．2：1：2，反应时间
为20min；剩余TP质量浓度适宜反应条件为pH=9．5，

n(Mg)：凡(N)：n(P)=2二1：1．8，反应时间为10 min。

表3正交试验结果

Tab．3 Results oforthogonal experiment

由于原水中氨氮质量浓度较高，本试验MAP

工艺以去除废水中氨氮为主，因此，根据正交试验结

果，将氨氮去除率作为主要考察指标，设计4组单因

素试验，分别为pH、反应时间、n(Mg)：n(N)、n∽：nfN)
对氨氮去除率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2．3 pH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根据式(1)可知，氨氮的去除是由M矿、NH4、

ao?三者反应生成MgNI-LP04"6H20沉淀，而pH

的变化对溶液中N】Ⅳ与PO，的浓度有很大影响，

当pH<7氮主要以NH4的形式存在于溶液中，但P

H>7时，NIL与OH。反应生成NH3·H20，在pH从7

升高至9时，以NH4从99％减小到64％，同样的pH

变化范围，P043-会成倍增长【lo】。试验采用Mgcl：·6H20

作为M矿来源，以Na2HP04·6H20作为P043-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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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应，根据式(1)，在生成鸟粪石沉淀的同时，

会有H+产生，降低混合液pH，不利于反应进行，因

此，采用浓度l mol／L的NaOH溶液调节反应pH。

M92++N}14++HP042一+6H20--}MgNH4P04·6H20 0+H+。

(1)

pH对氨氮去除率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在pH=8．5～9．5时，氨氮去

除率先大幅上升，后小幅下降，从pH=8．5时的

58．91％增至pH=9．3时的68．59％，之后下降至

pH=9．5时的66．66％，在pH．=9．2．-一9．3时，达到最佳

效果；总磷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变化幅度很小，

介于0．9～1．2 mg／L。

f
÷
锄
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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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pH

图2 pH对氨氮去除率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Fig．2 Effect ofpH on removal ratio ofNI-L+-N and residual

TP concen廿ation

当pH<9．3时，根据式(1)可知，H+反应向左移

动，不利于磷酸氨镁的形成；当pH>9．3时，随着pH

的升高，会生成M93(P04)：等副产物，从而降低氨氮

的去除率。因此，反应适宜的pH为9．2～93。

剩余TP质量浓度较低，是由于原水的pH为3

左右，呈强酸性，而投加的磷酸盐Na2aP04在酸性

条件下解离产生HP042．，会与原水中的金属元素发

生沉淀反应，因此，在向原水中投加磷酸盐会有白色

沉淀生成，当pH升高后，磷酸氢根进一步解离，释

放出氢离子，P043-会与加入的镁盐及铵根发生反

应，生成鸟粪石沉淀。在不同pH条件下，磷酸盐会

解离出HP042-、H2P04-、P043-等离子，而这些离子又

能跟金属离子反应，因此测得TP较低。

2．4反应时间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3可知，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大，氨氮的去除

率并不是随之增大，反应开始10 min时，去除率就

达到61．45％，说明鸟粪石沉淀反应在短时间内可以

完成，在20 min到25 min时达到67％，随后氨氮去

除率有所下降；剩余TP质量浓度总体呈下降趋势，

随着反应的进行，磷酸根更充分反应。

反应开始时氨氮质量浓度高，反应动力很大，反

反应时问／min

图3反应时间对氨氮去除率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reaction time on removal ratio of NI-h+-N and

residual TP concentration

应速度也很快。但是随着氨氮质量浓度的降低，反应

速度越来越慢，反应时间超过25 min后，继续增大

反应时间，已形成的MAP沉淀体系易受到破坏，使

MAP结晶的沉淀性能降低，导致上清液的氨氮质量

浓度增大；另外，反应时间越长，能耗越大，处理成本

增加。因此反应时间取20～25 rnin。

2．5，IIMD：加哪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图4显示，随着n(Mg)：nfN)的增加，氨氮的去

除率呈上升趋势，从n(Mg)：n㈣：n(P)=2．0：1：2．0至
2．2：i：2．0去除率增加的较快，从63．82％增加至

68％，继续增大n(Mg)：凡㈣，氨氮去除率最大达到
68．74％，氨氮去除率增长缓慢，虽然过量的M矿有

助于反应向生成鸟粪石沉淀的方向移动，但也会增

加出水硬度，因此，取n(Mg)：n(N)=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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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g)：n(N)：n(P)

图4 n(M曲：n(N)对氨氮去除率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n(Mg)：n(N)Oil removal ratio ofNFL+-N and residual

TP concentration

2．6加P)：硼N)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图5说明在n(P)：n㈣=1．7～2：1时，随着磷酸
盐的增加，氨氮去除率呈现上升趋势，从60．69％增

大至67．4％，在n(P)：n㈣=2：l时达到最大，当n
(P)：n㈣>2：1时，氨氮去除率有所下降：剩余TP质
量浓度随n(P)：n㈣的增加而增大。
2．7最优条件验证

综合正交试验及单因素试验结果，得出MAP

法处理该稀土废水的最佳试验条件：pH=9．3，n(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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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g)：n(N)：n(P)

图5 n(P)：n(N)对氨氮去除率及剩余TP质量浓度的影响

Fig．5 Effect ofn(P)：n(N)on removal ratio ofNH4+-N and residual

TP concen仃ation

椰N)：n(P)=2．2：l：2．0，t=20 min。取200 mL水样进行

最优条件验证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氨氮去除率达到

67．40％，剩余TP质量浓度为0．9 mg／L。

3结论

MAP法处理该稀土废水的最佳试验条件为：

pH=9．3，凡(Mg)：n(N)-n(a)=2．2：l：2．0，t=20 min，氨氮

去除率为67．40％，剩余氨氮质量浓度为1 440

mg／L，剩余TP质量浓度为0．9 mg／L。

原水中存在大量Ca2十，消耗P043-，降低氨氮的

去除效率，为达到较好的去除效果，需增加

Na2HP04·12H20投加量；但大量的钙离子致使出水

总磷浓度较低。

由试验可知，对于试验废水鸟粪石沉淀反应过

长的反应时间会破坏已形成的沉淀体系。

Ca2+对MAP法脱氮效率有较大影响，若提高该

法脱氮效率，建议在采用该法前对原水中的Ca2+进

行预处理，消除Ca2+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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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咖oFRARE-EARTHWASTEWATER删IⅡGHC0愀oF灿嗍～Nr】【姗BY
S’IRIn，IIE PRECⅡ灯ATIoN

Wang Ha012，Cheng Guanwenl2，Song Xiaowei2，Xu Zihanl3，Meng Jinjiel。，Dong Chuanqian91。

(，．Gnangxi Key Laboratory of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Theory and Technology；

2．College of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ilin 541006,China)

Ab瞳I蛾Struvite precipitation was adopted to treat the wastewater from the extraction of rare earth elements hydrometallurgical factory in Hezhou．

Four factors three levels orthogonal experiment was designed to obtain the precedence of influential factor and the proper reaction conditions．The

experiment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pH，n(Mg)：n0'0，n(P)：，l(N)，reaction time on removal ratio ofammonia nitrogen and residual concentration oftotal

phosphoru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fluential factor listed successively as follows：pH，reaction time，n0Vlg)：nfN)，n(P)：n(N)，．When pH
2

9．3，n(M曲：

n(N)：n(P户2．2：1：2，reactiontimet=20min，the concentrationofammonianitrogenofthewastewaterdecreasefrom4420mg／Lto 1 440mg／L,removal

ratio ofammonia nitrogen reached 67．4％．residual concentration oftotal phosphorus was 0．9 mg／L．Removal ratio ofammonia nitrogen by the MAP

precipitation was decreased when Cav concentration was higher，but the total phosphorus in effluent was efficiently reduced．The MAP-formation was

destroyed by longer reaction time．

盈巧nⅣm山：struvite；rare—earth wastewater；high content ofammonia nitrogen；orthogonal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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