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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项依据（项目的背景及意义）
我国的焦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60 %以上，为世界焦炭第一生产和出口大国，由此每年所产生的焦化
废水量超过 2 亿 t(韦朝海 等, 2011)。焦化废水产生于煤的高温裂解过程，其中含有大量毒性和惰性芳香族
有机化合物，属于典型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其中的多环芳烃、杂环化合物、联苯、卤代有机物、氰化物
等物质具有强烈的生物毒性，导致焦化废水的 BOD/COD 仅为 0.1～0.3(韦朝海 等, 2007, Zhu et al., 2009)，
生物处理难度极大。申请人在焦化废水处理工程运行中发现：多环芳烃、杂环化合物、有机卤化物、氰化
物等有毒物质会对生化活动造成强烈的抑制，导致焦化废水难以直接进行厌氧处理，即无法进行传统的 A/O
工艺，须通过高强度的好氧处理方能维持出水达标，由此焦化废水的处理能耗较一般工业废水大大增加。
在焦化废水中，酚类、胺类等易降解组分占 COD 的 90 %以上，其中仅苯酚的含量就超过 25 %，而多
环芳烃、杂环化合物、氰化物等强毒性、惰性组分的含量仅占 5 %左右(任源 等, 2006, 时孝磊等, 2010, Han
et al., 2011)。然而，虽然毒性、惰性组分的含量不高，但其对微生物活性的抑制与毒性作用极大，这一特
点构成了焦化废水水质结构的重要特征。因此，寻求适合焦化废水水质特征的强化处理技术是改善焦化废
水处理效果、降低处理能耗的关键环节。目前的解决方案包括：强化预处理技术、强化生物处理技术和深
度处理技术(任南琪, 2010)。在这些技术中，吸附法因可快速削减废水毒性且工艺灵活简便，作为预处理技
术可快速调控废水的水质结构，因而在焦化废水等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处理中具有重要地位(Gulyas, 1997)。
目前，吸附剂的费用问题仍是制约吸附法大规模应用的主要原因，常规的解决思路是寻找廉价替代材
料，并以 COD 的去除率为标准筛选“性价比”高的吸附剂。然而，这却忽视了焦化废水水质的关键特征——
毒性和惰性组分。以活性炭进行处理，则其去除的大部分污染物为易降解物，而毒性、惰性物质得不到根
本削减，虽然废水的 COD 有所降低，但后续的生物处理依然受到抑制。因此，针对焦化废水的吸附技术，
需着重考虑废水水质特征-吸附剂性质-毒性削减之间的关联性，应采用对毒性、惰性成分具有高效识别能
力的“靶向吸附材料”进行处理。对于此类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吸附的目的不应仅停留在对 COD 的去除，
还应重点关注影响废水可生化性的关键毒性物质的削减，力图实现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向一般工业废水的
转化。
基于以上分析，申请者拟在系统地分析焦化废水成分的基础之上，建立焦化废水水质结构模型，区分
易降解成分和毒性、惰性成分，研制功能化吸附材料对毒性、惰性成分进行选择性分离，提高废水的可生
化性。以生物降解实验考察焦化废水水质结构的调控效果，探索实现焦化废水高效厌氧处理的技术关键，
并对处理过程的能耗变化进行分析与计算。本项目从焦化废水的水质结构上入手，以关键目标污染物的靶
向去除降低生物单元的处理难度，旨在为焦化废水等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处理的节能降耗进行初
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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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主要研究内容
1. 焦化废水水质结构分析与毒性、惰性成分鉴别
采用 GC-MS 分析对焦化废水进行全分析，考察污染物的成分、浓度及其溶液化学性质，按其生物毒
性、惰性进行分类，建立焦化废水的水质结构模型，确定具有高毒性、惰性需选择性分离的目标污染物。
2. 毒性、惰性污染物的选择性分离
高比表面积吸附材料的有机负载：根据前期的研究结果，酸浸后的粘土等材料会演变成多孔的
β-FeOOH 化合物，比表面积可提高至 500 m2/g 以上，最重要的是其表面生成大量活性硅羟基（SiOH）
，非
常适合于进行均匀的有机负载。通过分子模拟的理论化学计算，筛选对目标污染物具有高效富集能力的官
能团，将优化的疏水基团以共价键（Si-O-Si）形式接枝到活化粘土的表面，制备出系列有机-无机复合吸附
材料。
吸附材料的表征：采用 N2 吸附-脱附实验考察材料的比表面积和孔结构；以元素分析的方法测量材料
的总有机负载量；以 FTIR 和 29Si NMR 技术考察材料表面硅羟基的反应情况，并计算单位面积上有机官能
团的接枝数量；以 TEM、SEM 技术观察材料表面形貌；以亲水角表征材料表面的疏水性。
3. 水质调控对焦化废水水质结构与可生化性的改变
单组分吸附试验：以 PAHs、杂环化合物和邻苯二甲酸酯等单组分吸附实验，验证材料的吸附性能与分
子结构之间的关系，考察吸附的动力学、热力学、条件因子影响及吸附等温线，测算饱和吸附容量（qm）
并与文献报道的吸附材料进行对比。
焦化废水吸附试验：以焦化废水原水及达标外排水为处理对象，测试吸附材料的实际应用效果。采用
GC-MS 分析技术检测典型疏水性有机污染物的去除效果，考察靶向吸附对原水可生化性（BOD/COD）的
改善作用及对外排水中残留有机微污染物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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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方案和可行性分析
实施方案：
活化粘土材料的制备：将天然粘土与一定浓度的盐酸置于具塞磨口锥形瓶中，在磁力搅拌下连续反应。
将酸化粘土烘干、过筛，装入密封瓶备用。以 XRD、FTIR、SEM、N2 吸附-脱附等方法对材料的孔结构和
表面性质进行表征，实验考察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及蛭石粒径等因素对材料性质的影响，优化反应条件。
无机载体材料的有机修饰：以甲苯、丙酮等为溶剂配制一定浓度的改性剂溶液，将无机材料加入其中，
将反应的锥形瓶置于恒温摇床中振荡。待反应结束后，将固体样品离心分离，在 90℃条件下对样品烘干 5 h，
密封储存备用。
对典型疏水性污染物的吸附性能测试：取一定量性吸附材料样品于带聚四氟乙烯垫片的螺口玻璃瓶中，
分别加入一定体积不同浓度的有机污染物（芘、吡啶、邻苯二甲酸二乙酯等）溶液，在恒温条件下置于振
荡器中进行吸附反应，吸附结束后离心分离。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离心液中的有机物浓度。
考察吸附的动力学、热力学、等温线及条件因子的影响。
对焦化废水的靶向吸附性能测试：以焦化废水原水和达标外排水为处理对象，测试吸附剂的靶向吸附
效果。取一定量的吸附剂样品于一系列带聚四氟乙烯垫片的螺口玻璃瓶中，分别加入一定体积的焦化废水
原水或外排水，在恒温条件下置于振荡器中进行吸附反应，吸附结束后离心分离。各组分经萃取、旋转、
氮气吹脱浓缩至 0.5 mL 后进行 GC-MS 分析。BOD、COD 等常规水质指标测定参照国标方法。
可行性分析：
焦化废水中含有大量结构复杂的毒性有机污染物，是难降解有机工业废水的典型代表。我们在焦化废
水处理工程运行中发现：多环芳烃、杂环化合物、有机卤化物等有毒物质会对生化活动造成强烈的抑制，
导致焦化废水难以采取先厌氧的 A/O 工艺，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物化技术以降低废水的生物毒性，并削减
外排中有机微污染物的排放。基于对焦化废水水质的初步分析发现：其中毒性、惰性有机物多为疏水性，
以疏水性吸附材料对毒性组分进行靶向分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此外，其他毒性、惰性污染物通常具有某
些共性，若能找到这些共性，则可选择性的进行去除并保留废水中的易降解物，从而为生物处理过程降低
毒性负荷，实现高效厌氧等低能耗处理过程。
四、创新点简介
1.从焦化废水水质结构的角度入手，建立以生物毒性、惰性为评价指标的水质结构模型，为实现更高
效的生物处理过程、降低系统运行的能耗提供新依据。
2.以功能化的吸附材料对目标污染物进行选择性去除，提高焦化废水可生化性以实现降低处理过程能
耗的目的。

五、预期目标及成果形式
1.建立焦化废水水质结构模型。
2.试制可选择性分离毒性、惰性污染物的吸附材料。
3.预计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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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经费预算计划（明细表）
：
1.材料费：13,000元
有机物GC-MS分析标样；附剂、无机载体材料等；化试验药剂；有机溶剂；玻璃仪器等
2.资料费：5,000 元
购买相关文献资料、图书等
3.加工费：2,000 元
用于加工小型吸附反应器等
4.检测费：5,000 元
水样分析 GC-MS; HPLC; TOC; BOD 等；附剂表征 XRD; FTIR; SEM; BET; TG 等
5.交通费：5,000 元
焦化废水取样、运输费用等
经费合计：30,000 元
推荐意见：

推荐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学校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基金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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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