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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2+对磷酸铵镁沉淀法处理垃圾渗滤液效果的影响
王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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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活垃圾渗滤液中存在着大量 Ca2+袁会对磷酸铵镁沉淀法处理渗滤液产生一定影响遥通过试验设置渗滤液中不同浓度 Ca2+袁探
索其对磷酸铵镁沉淀法降低 COD 和氨氮效果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磷酸铵镁沉淀法对氨氮的去除率从 65.12%下降至 37.87%袁对 COD 的去
除率也从 51.90%下降至 42.52%遥因此袁垃圾渗滤液中 Ca2+的含量会影响 Mg2+与 PO43-尧氨氮结合袁降低氨氮和 COD 的去除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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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a2+ on Landfill Leachate Treatment Efficiency by Ammonium Magnesium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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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Municipal Engineering袁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袁Lanzhou Gansu 730070冤
Abstract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Ca2 + in leachate of household garbage袁and they will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leachate treatment by
ammonium magnesium phosphate precipitation.By setting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a2+ in the leachate袁a test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a2+ on the reduction efficiency of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in the leachate by magnesium ammonium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metho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moval rate of ammonia nitrogen by ammonium magnesium phosphate precipitation method decreased from 65.12% to 37.87%袁and the
removal rate of COD also decreased from 51.90% to 42.52%.Therefore袁the Ca2+ content in landfill leachate can affect the binding of Mg2+ with PO43- and
ammonia nitrogen袁and reduce the removal rate of ammonia nitrogen and C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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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及目的
1.1 垃圾渗滤液现状
现代城市垃圾的产出量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显著
增加袁垃圾种类繁多且成分也十分复杂遥在袁志宇的统计报
告中袁我国城市垃圾年产量超 1.4 亿 t袁并且正在以每年 8%~
10%的速度增长 [1-2]遥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处置常见方法一般
有卫生填埋尧焚烧尧堆肥遥这些方法中袁卫生填埋以其投资少
和运行成本低廉的优势最为常用遥
兰州市的地形特点是黄河两边为山峰和沟壑袁因而卫
生填埋就成为了处理兰州市生活垃圾比较理想的方法[3]遥在
生活垃圾的填埋过程中袁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浸透尧雨水的冲
刷淋溶以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使垃圾产生具有严重污染
性尧浓度极高并具有毒害作用的垃圾渗滤液[4]遥在 2010 年的
一份调查报告中显示袁我国由城市垃圾填埋所产生的渗滤
液的 COD 高达 32.46 万 t袁氨氮也有约 3.22 万 t [5]遥目前袁作
为一种具有严重污染性的废水袁渗滤液处理已经成为当下废
水处理项目中的研究热点遥
垃圾渗滤液具有组成成分种类繁多尧变化范围较广尧浓
度极高的特点袁目前已检测到的有机污染物有 63 种[6]袁故不
易被处理袁并且会对周围环境及水体产生较大的危害遥在降
解过程中袁渗滤液会经过调整期尧过渡期尧酸形成期尧甲烷形
成期和成熟期等 5 个阶段袁其中含有的成分在经过很长一
段时间的降解后才能达到稳定袁此后的降解速率会更加缓
慢遥这个过程需要 6~15 年遥
目前袁垃圾渗滤液的主要处理方法是生物处理法尧土地
处理法以及物化处理法[7]遥其他方法也有使用袁但以上 3 种
处理方法原理简单尧操作方便袁更易在实际中应用袁因而成
为了主流方法遥其中袁物化处理法针对兰州市生活垃圾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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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液BOD5/COD 较低且降水量根据季节变化的特点更为适
用遥但由于物化处理运行成本较高袁故多用于对垃圾渗滤
液的预处理或深度处理[8]遥在这些物理化学法中袁又分别根
据不同的适用条件分为化学混凝法尧化学沉淀法尧物理吸附
法尧微波化学法以及氧化剂氧化法遥
1.2

磷酸铵镁沉淀法
磷酸铵镁渊MAP冤俗称为鸟粪石袁属于无定型沉淀袁微溶

于水遥磷酸铵镁沉淀法属于化学沉淀法遥它是在具备合适条

件下的渗滤液中加入 Mg2+和 PO43-袁使其与废水中的氨氮生
成磷酸铵镁沉淀物渊0 益时其溶解度仅为 0.23 g/mol冤袁从而
减少出水的氨氮[9]遥与传统活性污泥法相比袁该方法可以减
少 49%的污泥体积 [10]遥

磷酸铵镁化学法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技术袁常与其他

技术相结合袁可有效去除水中的色度尧COD 及氨氮遥该技术
具有反应时间短尧材料易得且容易控制等优点袁并且生成
的磷酸铵镁沉淀物经过一系列提纯处理后可以用作农业
肥料遥
1.3 Ca2+对渗滤液的影响

在垃圾渗滤液中含有十几种金属离子袁其中 Ca2+的含量

极高袁能达到 4 300 mg/L遥在岳秀 [9] 对垃圾渗滤液的研究报
告中显示袁Ca2+的浓度也高达 2 250 mg/L遥Ca2+和 PO43-与氨氮

反应会生成磷酸铵钙的白色沉淀袁在磷酸铵镁沉淀中
Ca2+和 Mg2+存在竞争关系遥垃圾渗滤液中大量的 Ca2+会影响

Mg2+和 PO43-与氨氮结合遥在废水中 Ca2+与 Mg2+共存的条件
下袁PO43-会优先与 Ca2+发生化学反应袁从而抑制磷酸铵镁结
晶反应 [9]遥本次试验即设置不同 Ca2+浓度的渗滤液以探索
Ca2+对磷酸铵镁沉淀法降低氨氮和 COD 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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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材料与方法
试验材料

本次试验所用垃圾渗滤液来自于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

丰泉环保公司填埋场的渗滤液遥经过测定袁渗滤液 COD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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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25 mg/L袁氨氮为 350.2 mg/L遥另外袁此次试验所需的主要

70

2.2

50

药品分别为 MgCl2窑6H2O尧NaH2PO窑
4 2H2O尧CaCl2遥

60

试验方法

先通过试验得出氨氮和 COD 的标准曲线袁然后测定处

40

理后水样的 COD 和氨氮袁测定 Ca2+ 对磷酸铵镁沉淀法的

30

影响遥

20

取 1 750 mL 垃圾渗滤液放置至室温袁然后分为 7 组水

10

样至烧杯袁每份 250 mL曰调节垃圾渗滤液酸碱度袁使 pH 值=

0

9曰之后按 Mg2+尧NH4+尧PO43-比例为 1颐1颐1 加入试剂袁再按 Mg2+
与 Ca 比例分别为 2.5颐0尧2.5颐0.2尧2.5颐0.6尧2.5颐0.8尧2.5颐1尧2.5颐
2+

1.2尧2.5颐1.4 进行编号渊分别编号为 1尧2尧3尧4尧5尧6尧7冤遥另外设置

2.5颐0 2.5颐0.2 2.5颐0.6 2.5颐0.8 2.5颐1.0 2.5颐1.2 2.5颐1.4
Mg2+颐Ca2+

图1

一组空白样袁以蒸馏水水样作为对照袁编号为 8 号遥加入上

表 2 Ca2+对 COD 去除率的影响

述试剂后搅拌 20 min袁静置 20 min袁过滤袁最终测定 COD 和
3.1

结果与分析
试验现象

加入 MgCl2窑6H2O 和 NaH2PO4窑2H2O 后袁1 号至 7 号烧杯

中均出现沉淀袁上清液呈灰色袁颜色较浅袁在加入 MgCl窑
2 6H2O
后袁上清液变得浑浊袁但搅拌后与之前上清液无异遥沉淀

2 min 后袁2 号至 7 号沉淀依次增多袁上清液颜色相差不大曰
添加 Ca 对磷酸铵镁沉淀法降低氨氮的影响
2+

40

由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后袁得到一系列值袁带入氨氮标

30

准曲线方程袁最终得到各处理相应的氨氮去除率渊表 1冤遥
编号
1
2
3
4
5
6
7
8

20

Ca2+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Mg2+颐Ca2+
2.5颐0
2.5颐0.2
2.5颐0.6
2.5颐0.8
2.5颐1.0
2.5颐1.2
2.5颐1.4
蒸馏水

氨氮浓度/mg窑L-1
122.14
143.52
147.97
152.43
164.90
186.28
217.46
1.34

氨氮去除率/%
65.12
58.99
57.72
56.45
52.89
46.78
37.87
-

COD 去除率/%
51.90
50.73
48.39
47.21
46.04
44.87
42.52
-

50

变小遥

表1

COD 浓度/mg窑L-1
4 100
4 200
4 400
4 500
4 600
4 700
4 900
5

60

沉淀 20 min 后袁2 号至 7 号沉淀依次增多袁过滤速度依次
3.2

Mg2+颐Ca2+
2.5颐0
2.5颐0.2
2.5颐0.6
2.5颐0.8
2.5颐1.0
2.5颐1.2
2.5颐1.4
蒸馏水

编号
1
2
3
4
5
6
7
8

氨氮含量遥
3

Ca2+对氨氮去除率的影响

10
0

2.5颐0 2.5颐0.2 2.5颐0.6 2.5颐0.8 2.5颐1.0 2.5颐1.2 2.5颐1.4
Mg2+颐Ca2+

图2

Ca2+对 COD 去除率的影响

明袁Ca2+会影响 Mg2+与 PO43-尧氨氮的结合遥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袁磷酸铵镁沉淀法因其操作简单方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Ca2+含量会影响磷酸铵镁沉淀法的处

便尧反应时间短尧添加物容易得到的特点已被广泛应用在废

Ca2+为 2.5颐1.4 时袁去除率降为 37.87%袁下降趋势如图 1 所

系列处理可以用作农业肥料袁但在反应中需要控制Ca2+含

理效果袁氨氮去除率随着 Ca2+含量的增加逐渐下降袁在 Mg2+颐
2+

2+

水处理中遥反应的沉淀物磷酸铵镁因富含 N尧P 元素袁经过一

氨氮去除率越低遥

量袁以免其与 Mg2+竞争袁降低处理效率遥在实际应用时袁还要

3.3

条件和物料投加量袁以达到最佳的反应条件袁获得最高的处

示遥可以看出袁Ca 的含量会影响氨氮去除率袁Ca 含量越高袁
添加 Ca2+对磷酸铵镁沉淀法降低 COD 的影响

由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后袁得到一系列值袁带入 COD 标

准曲线方程袁最终得到各处理相应的 COD 去除率渊表 2冤遥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Ca2+含量会影响磷酸铵镁沉淀法的处

理效果 袁COD 去 除 率 随 着 Ca 含 量 的 增 加 逐 渐 下 降 袁 在
2+

Mg2+颐Ca2+为 2.5颐1.4 时袁去除率降为 42.52%袁下降趋势如图 2
所示遥可以看出袁Ca 含量会影响 COD 去除率袁Ca 含量越高袁

COD 去除率越低遥
4

2+

2+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袁在使用磷酸铵镁沉淀法处理垃圾渗滤

液的过程中袁Ca2+含量增加会降低氨氮和 COD 的去除率袁

Ca2+含量越高袁氨氮和 COD 的去除率下降得越多遥由此说
164

根据实际渗滤液的浓度尧成分等情况袁设置更合适的反应
理效率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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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银霞等院传统统计方法在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样品流转中的应用
数之间的差异 [7]遥对比法是统计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
法袁是辅助找出问题的较佳方法遥通过对比法可以快速发现

未送样品数目 2 个方面进行统计遥单元化统计加之与之关联
信息的综合式探究袁才能保证对样品流转工作的准确判断遥

问题并锁定问题的根源遥

最后袁变量统计信息整合袁在流转过程中袁为了提高样品流转

5.3 统计信息整合法

的通畅性袁在各种信息的平均数尧总数等原始数据信息的基

统计信息整合法是指将多重信息进行统计整合袁用统计
结果进行综合概述遥一般而言袁统计信息整合法主要应用于

础上袁适当预留统计信息调整空间遥
6.4 数据分析法
数据分析法主要应用在对问题相关性因素的分析上袁

对现有信息的有效整合之后来对工作进行预安排遥
5.4 数据分析法

比如样品流转管理费用与样品流转量相关性分析遥样品流

数据分析是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的大量数据

转管理费用与送样单位送样时间渊期限冤尧样品接收错误率尧

进行分析袁并提取有用信息和形成结论 遥在实际的工作中袁

编码错误率等导致工作人员闲置存在一定的关系遥因此袁利

可以通过线性渊或非线性冤多链条分析袁来实现有序高效清

用数据分析将相关联的信息归纳在一张表上袁并找出其关

晰化管理遥

联性袁可实现样品流转的清晰化管理遥但是袁数据分析时应

6 统计方法在流转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注重收集数据的标准性渊如哪些费用是样品管理费用尧什么

[8]

6.1 序列号法

传统序列号法是样品接收和编码过程中应用最常见的

情况属于工作人员闲置冤袁才能确保相关性分析的准确性遥
6.5 多种统计方法的综合应用

方法袁在样品接收和编码时袁每一个样品从野1冶开始连续编

为了精准实现样品流转袁往往需要综合应用多种统计

号或者将某一制定批次的样品进行分类别尧分批次的从野1冶

方法袁比如应用序列号法对样品进行编码袁当发现编码不正

开始连续编号袁以实现对样品数量的精准管理遥同时袁序列

确时袁可以通过对比法逐一排查遥同时袁在样品管理过程中

号法也可以有效降低出错率袁并快速锁定问题袁比如在样品

通过统计信息整合法对样品流转的工作进行预安排袁以保

编码时袁样品实际数量为 10 个样品袁但是序列号编码却是
野9冶袁数目不一致袁故需注意排查解决遥因此袁序列号法是样
品精准化管理和锁定问题最为主要的依据遥
6.2 对比法

证样品准确无误的流转遥
7

结语
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样品流转是一项复杂尧工

作量大而琐碎的工程遥应用统计方法是为了保证样品准确

对比法是现场辅助统计找出问题的较佳途径遥比如样品

无误地流转袁其中序列号法主要应用在样品接收尧编码等方

接收数尧样品编码数尧样品发放数量统计有差异时袁可以通

面袁对比法主要应用在问题的查找方面袁统计信息整合法主

过日期尧样品测试数目尧数量进行逐一对比袁找出问题根源袁

要应用在对流转管理工作的预安排上袁数据分析法主要应

并及时解决问题遥

用在对问题的分析与处理方面曰同时也需要结合相关表格

6.3 统计信息整合法

进行综合式探究袁形成较为完善的体系分析方法袁以实现样

统计信息整合法是将多重信息进行整合袁以便对统计结
果进行概述遥首先袁绝对信息整合是对样品流转过程中某种
情况作出判断袁最直观的信息整合法就是概率遥比如袁样品
接收样品数目出错率尧编码出错率尧样品发放准确率等遥其
次袁相对信息的整合中统计的各种信息既相互关联袁又存在
一定差异袁在统计某方面的信息时袁需将统计范围缩小袁并
且与之关联的信息也要统计袁然后再分析统计结果遥比如袁
统计样品未接收数目袁应按照样品采集数量尧制备数量尧制

备流转量尧样品已接收数量 4 个方面统计进行综合式探究曰
再比如样品未编码数量袁应按照样品已接收数目尧送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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