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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粉煤灰的理化性质出发，综述了粉煤灰在污水处理方面的应用，包括粉煤灰处理废水中的酸／碱 染 

料，粉煤灰吸附废水中的铬离子／铅离子，粉煤灰处理含氟废水方面的研究进展，指出了粉煤灰在废水处理方 

面存在 的问题 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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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是燃烧煤粉后 收集 到的灰粒 ，亦称 飞 

灰．粉煤灰的排放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严重污 

染环境．当前，粉煤灰的综合利用主要集中在烧砖、 

筑路 、做水泥和混凝土的掺和料 、选取漂珠 、改 良土 

壤等方面口 ]，只有少部分用于化工工业和废水处 

理 ]．粉煤灰具有多孔 结构 ，比表面积大，有较强 

的吸附能力．利用 粉煤 灰处理工业废水 ，以废制 

废，从而可以使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既环保又经济． 

在对粉煤灰样品进行改性处理后，粉煤灰的吸附性 

能会明显增加，处理废水的效果也比较好．国内粉 

煤灰在化工工业和环保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 

段 ，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较大的差距Ⅲ4]．本文从粉 

煤灰的理化性质出发，综述了粉煤灰在污水处理方 

面的研究现状，并对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展 

望． 

1 粉煤灰的理化性质 

粉煤灰来源广泛 ，价格低廉，其主要成分是二 

氧化硅、氧化铝 ，还有少量铁氧化物和钙氧化物 ，固 

体粉煤灰显酸性．粉煤灰的化学成分 与煤 的品种 

和燃烧条件有关，一级燃烧煤和无烟煤锅炉排出的 

粉煤灰 ，SiO。的质量分数为 45 ～ 6O ，A1 O。 

为 20 ～ 35％，Fe2O。为 5 ～ 10 ，CaO为 

5 ，烧失量一般低于 15 一引．粉煤灰具有多孔 

结构 ，比表面积大 ，一般在 2 5O0～5 000 cm ／g，因 

此 ，粉煤灰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可用于污水处理 

等方面． 

2 粉煤灰在污水处理方面的应用 

2．1 粉煤灰去除染料废水 

粉煤灰的吸附作用对色度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其吸附方法主要包括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两种[ J． 

Garde K等发现，改性后粉煤灰对阳离子的交换容 

量有较大提高，对废水 中阳离子染料的吸附能力 明 

显增强_7]．吸附过程 中吸附 时间、粉煤灰 的投加 

量、温度、离子强度、初始 pH等因素会影响吸附的 

效率． 

2．1．1 粉煤灰投加量的影响 

来 自重庆某发电厂的粉煤灰的化学组成(质量 

分数)为：SiO 44．17 ，A12O。24．67 ，Fe2 O。 

9．22 ，SO。3．46 ，Ca()3．45 ，TiO2 3．47 ， 

MgO 373 嘲
． 汪昆平等研究 了该粉煤灰对橙黄 

Ⅱ酸性染料模拟废水的吸附情况 ，发现粉煤灰的投 

加量为 100 g／L，橙黄Ⅱ溶液的初始质量浓度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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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200，300 mg／L时，系统中的粉煤灰对橙黄 

II染料的吸附遵循 I级动力学模型，与试验初始质 

量浓度 100，200，300 mg／L相对应的动力学速率 

常数 k依次为 0．213，0．238，0．270 min L9]．杨云 

开等人研究还发现 ，吸附一定含量的橙黄 Ⅱ染料 ， 

对于一定量的粉煤灰，可以采用多级吸附的方法． 

在橙黄 Ⅱ含量较高的溶液中，使用一部分粉煤灰吸 

附，达到较高的吸附容量；经一级吸附后剩余的橙 

黄 Ⅱ含量较低的环境 中，再利用另一部分新鲜的粉 

煤灰进行吸附，并确保较低的橙黄Ⅱ染料的平衡含 

量，从而可以在总体上取得比较好的吸附效果_】 ． 

需要注意的是，在橙黄 Ⅱ浓度一定的条件下，粉煤 

灰投加量对其吸附性能的影响较小，因此，粉煤灰 

投加量过大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增加了处置负担． 

2．I．2 pH 对粉煤灰吸附染料性能的影响 

染料溶液的 pH对整个吸附过程，特别是吸附 

容量有较大的影响．Kumar等研究发现，pH < 7 

时样品的吸附容量较小，pH) 7时样品的吸附容 

量则逐渐升高，pH一10时比 pH一8时吸附容量 

升高较为显著_1 ．孙德帅等认为染料溶液初始 pH 

值对粉煤灰吸附染料的影响如下：酸性条件有利于 

提高粉煤灰及改性粉煤灰对染料的脱色率l_1引，这 

是 因为粉煤灰表面电荷的存在受溶液 pH 的影响， 

溶液中的离子型染料溶解可以释放 出有色染料阴 

离子或阳离子，这些带电染料组分受吸附剂表面电 

荷的吸引，会较容易地吸附在吸附剂上． 

2．1．3 温度对粉煤灰吸 附染料性能的影响 

温度对吸附过程有两大影响：一是升高温度可 

以降低溶液粘度，从而加快吸附质分子穿过外边界 

层和吸附剂内部孔隙的扩散速率；二是改变温度会 

改变吸附剂对某种吸附质 的吸附平衡．研究表明 ： 

粉煤灰对甲基蓝分子的吸附是可行 的且是 自发进 

行的，吸附是吸热反应．粉煤灰对甲基蓝分子的吸 

附随温度升高而增强，这是因为吸附质粒子内部扩 

散速率加快 ，该扩散也是吸热过程． 

2．1．4 粉煤灰合成沸石对染料吸附性能的影响 

胥焕岩等人采用改进 的水热法合成了一种 

SOD型沸石，并研究了此沸石产物对酸性品红染 

料的吸附性能．新形成的沸石具有花瓣状形貌，增 

大的沸石表面积更有利于吸附染料．该沸石产物对 

酸性品红染料(100 mg／L)模拟废水的吸附性能 良 

好，脱色率与合成的沸石的用量、pH值和吸附时 

间有关，酸性条件有利于吸附过程的进行，在吸附 

品红溶液时其中的 SOD沸石起决定作用．该沸石 

对品红染料溶液的吸附性能显著优于单纯的粉煤 

灰 ． 

2．2 粉煤灰去除重金属 

粉煤灰合成的沸石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阳 

离子交换量，从而对重金属废水表现出了较强的处 

理能力 ，粉煤灰沸石在发挥 阳离子交换性能的同时 

又容易与溶液中的重金属离子发生化学反应，从而 

可进一步加强对重金属离子的去除效果口 ．研究 

发现，酸、碱和水热处理可以大幅度提升粉煤灰的 

吸附能力 ，热处理后的粉煤灰对阳离子的吸附能 

力可以提高 25倍_】 ．碱改性后的粉煤灰与沸石 

混合使用，对金属离子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8O l1 ． 

张宝平等认为改性处理后粉煤灰 吸附能力提 

高的主要原因是比表面积的增大和沸石结构的产 

生．硅铝氧化物和硅铝酸盐的含量对粉煤灰表 面 

的吸附能力也有一定的增强作用 ，所 以一定程度上 

能改善粉煤灰的吸附效果l1 ．WANG等测定了 

粉煤灰的表面酸度(酸位点浓度和酸度常数)，表面 

电特性和对特定重金属离子的吸附常数，结果发 

现，粉煤灰的催化剂等电位点为 6．2，表面酸度部 

位为 7．8时，酸度 部 位影 响 粉煤 灰对 金 属 的 吸 

附 ]．研究结果还表 明，金属 阴离子的存在不会影 

响粉煤灰对金属阳离子的吸附L1 ． 

粉煤灰表面有三种酸位点 ，定 义为 ，B，7，这 

些酸位点的浓度和酸度常数由相应的模型给出，粉 

煤灰的表面酸位点浓度和粉煤灰的浓度线性相关． 

通常，金属氧化物的酸度常数为 6到 10__】 ，因为 F 

级粉煤灰的主要成分为 SiO。和 A1 O。，酸位点为 

J3，酸度常数为 7．8，此酸位点可能是粉煤灰表面最 

主要的金属吸附位点． 

邹杰文等研究发现，未处理的粉煤灰对于废水 

中六价铬的去除效果不太理想，但对于三价铬有比 

较明显 的去除效果 ，用粉煤灰作 为主要 的吸 附原 

料，按照一定比例添加黏结剂和造孔剂，把制备出 

来的多孔陶粒用来吸附废水中的六价铬，取得了较 

好的吸附效果L2 ．刘延慧等人将粉煤灰进行改 

性，大大提高了粉煤灰的吸附效率，他们利用经 

AIC1。和 FeC1。改性处理后的粉煤灰来处理含铬废 

水，结果发现铬 的去除率较高，其 原因可能是 

AIC1。和 FeC1。溶于水后，生成了自由离子单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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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聚体，它们与铬离子发生反应，转化成中等聚合 

物[2 ．肖先举等制得改性的粉煤灰吸附剂，对于 

废水中 Cr 可以达到 87．6 的去除率L2 ]． 

刘新凯等以粉煤灰为原料，利用水热法合成了 

沸石，研究所合成的沸石对于模拟含铅废水中 

Pb。’‘的吸附作用，结果发现，经加碱焙烧预处理的 

方式制备的沸石，在一定条件(pH一7，合成沸石的 

投加量为 1．2 g，吸附时间 45 min)下对废水中 

Pb抖的去除率可达到 83．5 L2 ．谭娟等人利用 

粉煤灰提取液和高铁酸钾为原料，制备出 (Si)／- 

(FeO 一)不同比例的复合型粉煤灰一聚硅铁混凝 

剂．以含 铅废 水 为例，考察 了不 同 (Si)／ 

(FeO 卜)比例对于含铅废水混凝效果的影响，发 

现 n(Si)／n(FeO )的比例在 3．5～ 5．0时混凝 

效果最佳．按照 n(Si)／n(FeO 卜)一3．5的 比例配 

制的粉煤灰一聚硅铁混凝剂试样沉淀进行 5 min 

后 ，含铅废水的浊度 、色度可以达到 9O 的去除 

率，废水中 Pb 的去除率在沉淀进行 10 rnin后可 

以达到 95 口 ． 

2．3 粉煤灰处理含氟废水 

李立等利用粉煤灰吸附一石灰沉淀法来处理 

高浓度含氟模拟废水(简称含氟废水)，通过一系列 

的正交实验 ，确定 了粉煤灰吸附一石灰沉淀法的最 

佳工艺条件：反应温度为 1O℃，石灰的加入量为 

3．0 g／mI ，反应时间为 60 rain，废水 的 pH 为 

6．88．在此工艺条件下，沉淀段的 F一去除率可以 

达到 97．53％L2引．酸改性粉煤灰对氟离子的吸附 

量最高，随溶液 pH值增加，对氟离子的吸附量有 

所减少．王代芝等人研究发现，用经 Ca(OH)。溶 

液改性后的粉煤灰处理酸性废水能够起到 中和溶 

液的作用，且可以大大提高粉煤灰去除氟离子的效 

率 ，去除率达 98．0 l_2引． 

3 问题与展望 

粉煤灰虽然在处理废水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研 

究效果，但是多数工艺设计研究仍处于摸索阶段， 

要想能够实现粉煤灰处理废水工业化，仍有一些问 

题需要解决 ： 

1)粉煤灰处理废水过程 中的灰水难以彻底分 

离，吸附饱和灰最终归属的处理不当容易造成粉煤 

灰二次污染．因此，深入探索如何有效分离灰水以 

及合理处置吸附饱和灰是实现粉煤灰大规模工业 

化应用的关键问题之一． 

2)利用粉煤灰处理废水的机理还不是很清楚， 

在对粉煤灰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中，需要重视粉 

煤灰处理废水的机理及处理过程中的反应 动力学 

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同时要重视粉煤灰在预处理、 

活化、改性以及与其他助凝剂协同作用方面的研 

究． 

3)在利用粉煤灰的过程中，还要注意有效防止 

粉煤灰对周围环境和人类身体健康可能带来的污 

染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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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al fly ash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CHEN Xianxiu ，CHEN Songling。，CUI Qiongqiong ，YANG Xiangchao ， 

XU Chonghui ，CHANG Jiazhong。，WANG Zhenling ’ 

(1．Department of Chemistry，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Zhoukou 466000，China；2．The Key Laboratory of 

Rare Earth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Zhoukou 466001，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al fly ash，the application of coal fly ash in wastewater treat— 

ment was summarized．Specifically，the content includes the treatment of wastewater containing acid／base dyes，chromium 

ion／lead ions，and fluorine ions．Coa1 fly ash can effectively remove acidic dyes，alkaline dyes，heavy metals and fluorine ions． 

At last，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al fly ash in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coal fly ash；wastewater treatment；absorption；dye；heavy met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