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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釆用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蜂窝煤灰和赤铁矿进行吸附除氟实验，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效果较好，蜂窝煤灰有一定的效
果。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的氟吸附量最高可达 1.28mg/g，蜂窝煤灰可达 1.00mg/g。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出水含氟量的最低
值为 0.39mg/L,氟去除率达 94.3%。蜂窝煤灰除氟的最低含氟量为 4.25mg/L,接近北京市三级排放标准。不同 pH 值条件下的
除氟实验表明，酸性条件下蜂窝煤灰对氟的吸附量大大增加，出水含氟量明显降低，为 1.44mg/L，pH 值的变化对猪骨灰型羟基
磷灰石的除氟效果影响不大。蜂窝煤灰和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的平衡吸附曲线表明，吸附作用为多层分子吸附，利用蜂窝煤
灰和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对氟的吸附量和出水含氟量数据，估算了平衡吸附曲线表达式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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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sorb defluoridation experiment, performed by using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and hematite, demonstrated that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easily produced excellent effect,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took second place and hematite performed worse. The maximum fluorine adsorption of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could reach 1.28mg/g and 1.00mg/g made by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The minimum of effluent fluorine of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is 0.39mg/L, with 94.3% defluoridation. By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fluorine can be
4.25mg/L at the lowest, close to the Beijing Tertiary Emission Standard. In different pH valu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 acidic
condition, adsorption of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could be much improved, and effluent fluorine reducing remarkably was
1.44mg/L. The effect of pH changing on defluoridation by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was less.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of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and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represented Second Kind Curve summarized by Tang
Shouyin, which showed adsorption is made by multi- layer molecule. Based on fluorine adsorption and effluent fluorine of fly ash
from honeycomb briquette and pig ash of phosphorite with hydroxy, the authors estimated coefficient of B.E.T. expression in
isothermal adsorption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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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为人民所利用”
。自此，
北京开始了地热开发。
地热开发对北京利用清洁能源发展起到了重要

2019 年

为主，
主要用于洗浴、
取暖、
温室种养殖等。
1.2

地热尾水氟化物处理的必要性

的作用，但随之带来大量含氟尾水排放污染地表问

在污水排放管网设施完备的城市范围内，因为

题，
地热尾水氟的处理迫在眉睫。本文从北京市地下

地热水回水的各项水化学成分指标基本符合污水

热水开发利用中的问题、
氟化物超标废水处理研究现

排入城市下水管道水质标准，所以可以直接排入城

状、
地热尾水处理实验、
地热应用纳入动态监测预警

市下水道。

系统方面进行讨论，
希望找到地热尾水处理的有效途
径，
保护北京的地质环境。

1

但在北京郊区，由于缺少地下污水管网，对热
水排放的水质要求较高。有些热水井的排水温度

北京市地下热水开发利用中的问题

高于 35℃，同时含有过量的氟化物、硫化物、铁等，
有些井的尾水中可溶性固体总量严重超标，对地表

北京的地热开采历史较长，1971 年 8 月以北京

水体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但是各地热水中氟的

火车站（京热-5 井）打出 53℃热水为标志，开发东南

含量均严重超标。①小汤山地热田热水含氟均值

城区地热田。1974 年以汤热-1 井为标志，开发小汤

为 5.84mg/L，最高值接近 10mg/L。排入附近河道

山地热田。截止 2017 年底共开凿 509 眼地热井，随

后使河水的含氟量由 0.84mg/L 增至 2.43mg/L。而

着地热的开采，许多学者对地热尾水的处理进行了

一般认为普通成年人摄入氟量超过 4mg/d 即可引

研究

[1-17]

。下面从北京市地热资源及开发利用和地

起机能障碍。同时较高温度的尾水对地表水体产

热尾水氟化物处理的必要性进行讨论。

生热污染。②大兴的凤河营地热尾水中可溶性固

1.1

北京市地热资源及开发利用

体总量达 6.6mg/L，对环境有影响。截至 2017 年底，

北京地区有延庆北、京北、城区和凤河营 4 条地

北京地区登记在册地热井 509 眼，地热资源的开发

热异常带，
包括延庆、
沙河、
小汤山、
良乡、
城东南、
天

利用总量约 1000×104m3，回灌量约 400×104m3，净开

竺、后沙峪、李遂、双桥、凤河营 10 个地热田[18- 19]（图

采量约 600×104m3 ① 。每年有大量地热尾水需要排

1）。已开发地热井 509 眼，
开发方式以抽取地下热水

放，尾水治理显得更加必要。

图 1 北京市地热分布图
Fig.1 Geothermal distribution map of Beijing
Ⅰ—延庆地热异常带；
Ⅱ—京北地热异常带；
Ⅲ—城区地热异常带；
Ⅳ—凤河营地热异常带。

1—延庆地热田；
2—沙河地热田；
3—小汤山地热田；
4—良乡地热田；
5—城东南地热田；
6—天竺地热田；
7—后沙峪地热田；
8—李遂地热田；
9—双桥地热田；
10—凤河营地热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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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热尾水进行必要的处理是必须的，特别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新建项目都建在城市郊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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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尾水处理实验

当地往往不具备完善的下水道管网，解决尾水水质

限于实验条件及废水处理的要求，本次研究主

问题十分必要。本文选择地热尾水处理问题进行

要采用吸附法。吸附剂主要采用矿物材料和废弃

研究，
以期为首都的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固体物。具体采用的吸附剂有猪骨灰、蜂窝煤灰

鉴于此，笔者在延庆地热异常带的佛峪口温

等。另外也做了冷冻实验。

泉、京北地热异常带东小口（北京市地热研究院西

实验方法选择的原则是方法简便，无需大型设

南角）的沙热灌-1 井和凤河营地热异常带的凤河营

备和精密仪器，成本低廉。因此选择不同的吸附剂

井代表性地点进行了地热尾水取样分析。

进行吸附法除氟实验。同时，考虑到北京地区在冬

2

天使用地热水较多，而冬天水的自然冷冻方便，因

氟化物超标废水处理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地热尾水的处理报道较少。水

的软化技术较成熟，在工厂锅炉补给水的处理、海

此进行了冷冻除氟实验。冷冻法实验效果很好，限
于篇幅，本次不予介绍。
3.1

吸附法除氟实验

水淡化等领域都用到此类技术，但由于处理成本较

吸附材料准备：蜂窝煤灰仅需进行轻微破碎即

高，对地热尾水的处理迄今尚无先例。目前，对氟

可。骨灰型羟基磷灰石来源于饭店扔弃的猪骨头

化物超标废水的处理有多种方法。
（1）沉淀法

（骨头汤消费剩余物）。猪骨头先用木材预烧，得到
黒色炭质与磷灰石的混合物，称作木烧骨灰，将部

利用水溶液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原理生成沉

分木烧骨灰在马弗炉中 800℃条件下煅烧 2h，得到

淀物质，除去水中的氟离子。普遍作法是在水中

白色羟基磷灰石，将此白色羟基磷灰石粉碎即可。

添加石灰乳，生成氟化钙沉淀。氟化钙的溶度积

由骨头制作羟基磷灰石的产率约为 50%。

为 3.4×10-11 。经过石灰乳处理后水中氟离子浓度

釆取地热水：除氟用的地热水取自北京市朝阳

理论上可降至 3mg/L，但实际处理中水中氟离子

区东小口北京市地热研究院南侧沙热灌-1 井

只能降至 10～20mg/L。因此只适用于高氟废水的

2900m 深处蓟县系雾迷山组中抽取的地热水，其含

初步处理。

氟量为 6.80mg/L，水温 59℃，水色略黄，pH 值为 7。
取水时间为 2002 年 4 月 9 日。

（2）吸附法
利用固体介质对水溶液中的氟离子进行吸附，
降

水处理实验分为 2 类。第一类是用不同量的吸

低水中的氟离子含量。固体介质有羟基磷灰石、矾

附剂处理原水，
以得到吸附量和平衡浓度数据。第二

土、
活性炭等。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操作简便、
设备简

类是先调整原水的pH值，
再用吸附剂吸附，
以研究酸

单、
成本较低。活性矾土及粉煤灰作为吸附剂除氟效

度对吸附作用的影响。每次实验用水1000mL。吸附

[20-23]

果很好，
且这方面的研究较多

。因此本次研究选

实验过程是将吸附剂放入需要处理的水中后搅拌约

用生活中日常使用的蜂窝煤灰与动物骨灰型羟基磷

0.5h，静置（至少 3h），用吸管吸出澄清的水。第一次

灰石进行吸附除氟实验。这是在废水处理方面进行

实验静置时间为 5h，后缩短为 3h，通过检测，发现两

的新探索，
并体现了以废治废的思想。

者效果相同，
故以后均为3h 。

（3）反渗透膜法
与海水淡化方法类似，加压使含氟废水通过反
渗透膜，除去氟离子。这种方法效果很好，但是设
备投资和运行成本较高。
（4）冷冻法
将含氟废水缓慢降温，使其部分结晶成冰，氟

送样分析：经过吸附实验后的水样送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地下流体实验室分析。
第一类实验：煤灰与骨灰除氟实验结果见表 1、
图 2。氟离子检测误差范围为 0.01mg/L。
由表 1 和图 2 可见，在蜂窝煤灰除氟实验中，随
着煤灰用量的增加，出水中氟含量有规律地降低，

离子则主要集中在残液中，再通过沉淀法等降低

但由于蜂窝煤灰用量不够，出水氟含量始终没有达

残液中的氟含量。这种方法在冬天有较好的节能

到氟的排放标准。但是可以预期，
当蜂窝煤灰用量达

优势。

每升水 50g 以上时，
出水中氟含量可降至三级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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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煤灰与骨灰除氟实验
Table 1 Experiments on fluoride removal by coal ash and bone char
样号

吸附剂

吸附剂用量/g

处理水量/mL

原水含氟量/(mg·L-1)

出水含氟量/(mg·L1)

氟吸附量/(mg·g-1)

氟除去率/%

煤灰-2

蜂窝煤灰

40.00

1000

6.80

4.25

0.06375

33.8

煤灰-3

蜂窝煤灰

20.00

1000

6.80

4.85

0.0975

28.7

煤灰-4

蜂窝煤灰

10.00

1000

6.80

5.11

0.169

24.9

煤灰-5

蜂窝煤灰

5.00

1000

6.80

5.40 ?

0.280?

20.6?

煤灰-6

蜂窝煤灰

1.00

1000

6.80

5.80

1.000

14.7

骨灰-1

木烧猪骨灰

40.00

1000

6.80

0.39

0.16025

94.3

骨灰-2

煅烧猪骨灰

20.00

1000

6.80

3.52

0.164

48.2

骨灰-3

煅烧猪骨灰

10.00

1000

6.80

4.76

0.204

30.0

骨灰-4

煅烧猪骨灰

5.00

1000

6.80

5.51

0.258

19.0

骨灰-5

煅烧猪骨灰

1.00

1000

6.80

5.97

0.83

12.2

骨灰-6

煅烧猪骨灰

0.50

1000

6.80

6.16

1.28

9.4

准（4mg/L）以下。要将出水中氟含量降至 2mg/L 以

延趋势与木烧黒色骨灰处理水的数据点并不吻合，
木

下，
蜂窝煤灰用量可能达到每升水 80g 以上。在本次

烧黑色骨灰处理水的结果比预期的稍微好。

实验中，
当用量为 1.00g 时，
虽然氟的去除率很低，
但
煤灰的吸氟量最高，
达到1.00mg/g。

处理前水中氟含量为 6.8mg/L，每次实验用水
1000mL，蜂窝煤灰用量为 3g。pH 值为水处理前调

骨灰型羟基磷灰石除氟结果较蜂窝煤灰理

整的数值。煤灰-7 对应的数据为 pH=12，出水含氟

想。当骨灰用量为 10g 时，出水含氟量接近北京市

量为 5.51mg/L；煤灰-8 对应的数据为 pH=10，出水

三级排放标准(4.0mg/L)，当骨灰用量为 20g 时，出水

含氟量 5.57mg/L；煤灰-9 对应的数据为 pH=7，出

含氟量低于三级排放标准，当骨灰用量为 40g 时，出

水含氟量 5.80mg/L；煤灰-10 对应的数据为 pH=

水含氟量低于北京市一级排放标准(1.0)，达到 0.39

2.5，出水含氟量 1.44mg/L（图 4）。这种情况表明，

②

mg/L （图 3）。
由图 3 可见，随着骨灰用量的增加，出水含氟量
有规律地降低。由于骨灰烧制工艺不同，
经过 800℃

极端的酸性条件对除氟有利(表 2)。这与黄继国等
用粉煤灰除氟的结果类似[22]。
水体 pH 值变化对骨灰除氟能力的影响见图 5。

煅烧的白色骨灰处理水的数据点构成曲线，
该曲线下

图 3 骨灰型羟基磷灰石除氟效果
图 2 蜂窝煤灰除氟效果

Fig. 3 Effect of fluoride removal by hydroxyapatite

Fig. 2 Effect of fluoride removal by honeycomb briquette ash

with ashe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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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H 值对吸附剂除氟效果的影响
Table 2 The pH effect on fluoride removal by adsorbent
样号

实验用水量/mL 处理前 pH 值调整至

吸附剂

吸附剂用量/g 处理前含氟量/(mg·L-1) 处理后含氟量/(mg·L-1)

骨灰-7

1000

12.0

煅烧骨灰

2.00

6.80

6.12

骨灰-8

1000

9.5

煅烧骨灰

2.00

6.80

6.44

骨灰-9

1000

6.0

煅烧骨灰

2.00

6.80

6.50

骨灰-10

1000

3.0

煅烧骨灰

2.00

6.80

6.12

煤灰-7

1000

12.0

蜂窝煤灰

3.00

6.80

5.51

煤灰-8

1000

10.0

蜂窝煤灰

3.00

6.80

5.57

煤灰-9

1000

7.0

蜂窝煤灰

3.00

6.80

5.80

煤灰-10

1000

2.5

蜂窝煤灰

3.00

6.80

1.44

每次实验用水 1000mL，经 800℃煅烧的白色骨
灰用量 2.00g。骨灰-7 对应的数据为 pH=12，出水
含氟量 6.12mg/L；骨灰-8 对应的数据为 pH=9.5，出
水含氟量 6.44mg/L；骨灰-9 对应的数据为 pH=6，
出水含氟量 6.50mg/L；骨灰-10 对应的数据为 pH=

q e=

Bac e
(c s - c e)[1 +(B - 1)c e /c s]

为求出上式中的系数，用估计 cs 值的方法计算
X=ce/cs 和 Y=ce/[ qe(cs-ce)]值。根据图 6，蜂窝煤灰的 cs
值取 1.2，骨灰的 cs 值取 1.4，
计算得到表 3。

3，出水含氟量 6.12mg/L。由于骨灰吸附剂用量小，

用表 3 中的 X、Y 值作图，
分别得到 2 条直线。

曲线位置较高。由图 5 可见，pH 值变化对骨灰型磷

对于蜂窝煤灰，有：

灰石除氟效果的影响不大，在酸性或碱性条件下结
果略好于中性条件（表 2）。
3.2

Y=15.97X-77.4
1/（aB）= - 77.4 ，(B-1)/（aB）=15.97 ，

关于除氟实验的讨论

B=0.793669 ，a=- 0.016278

根据表 1 中的出水含氟量和氟吸附量数据，绘

蜂窝煤灰的吸附平衡式应为：
-0.01291989c e
q e=
(1.2 - c e)(1 - 0.17194229c e)

制蜂窝煤灰与骨灰的除氟吸附平衡线图（图 6）。由
图 6 可见，蜂窝煤灰与骨灰的除氟吸附平衡线为曲
线，与唐受印等[24]所述的 B. E. T. 方程式类似。在图
6 中，平衡浓度的最大值已接近于极限值。根据吸
附理论，这类平衡线表明，吸附剂的吸附作用为多
层分子吸附。其曲线符合 B. E. T. 平衡线表达式：

对于煅烧骨灰，有：
Y=4. 79X-22.7

1/（aB）=-22.7，(B- 1)/（aB）= 4.79 ，
B=0.78898679，a=- 0.05583472

图 4 pH 值对蜂窝煤灰除氟效果的影响

图 5 pH 值对骨灰型羟基磷灰石除氟效果的影响

Fig. 4 The pH effect on fluoride removal by honeycomb

Fig. 5 The pH effect on fluoride removal by

briquette ash

hydroxyapatite with ashes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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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蜂窝煤灰和骨灰的 X、
Y值
Table 3 Counts of X and Y by honeycomb briquette ash and
bone char
cs=1.2

样号

样号

cs=1.4

x

y

x

y

煤灰-2

3.542

-21.86

骨灰-2

2.514

-10.124

煤灰-3

4.042

-13.63

骨灰-3

3.400

-6.940

煤灰-4

4.258

-7.733

骨灰-4

3.936

-5.196

煤灰-5

4.500

-4.592

骨灰-5

4.264

-1.574

煤灰-6

4.833

-1.261

骨灰-6

4.400

-1.011

注: x =ce/cs y= ce/[ qe(cs-ce)] 其中 ce 釆用表 1 中的出水氟含量, qe 为
氟吸附量

条件下应有较好的吸附效果。

4

地热应用纳入动态监测预警系统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实施“两个工程、

一个系统”战略，逐步建立地温场、地下水（水位和

图 6 蜂窝煤灰与骨灰的除氟吸附平衡线
Fig.6 Equilibrium line of adsorption in fluoride removal by
honeycomb briquette ash and bone char

q e=

水质）、地面沉降、突发性地质灾害、土壤地球化学、
地下空间、活动断裂和矿山地质环境 8 个监测预警
预报系统[25]。

-0.4405286c e
(1.4 - c e)(1 - 0.17584434c e)

北京要建设世界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对地质资
源应用和地质环境保护提出了高标准和高要求。

在酸性水体中，蜂窝煤灰吸附氟的效果较好，

为实施这一要求，正在建设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

这与氧化铝离子交换吸附的理论较吻合。离子交

测预警平台，对各项地质要素实施动态监测 [26]。地

换吸附理论认为，氧化铝在水中可生成氢氧化铝，

热开发应用各个环节中的地质要素，其中包括水

其中有一个氢氧根可以游离出去，与水中的氟离子

量、水质、水温、地温场等都实施严格监控，排放环

交换：

节中的水质也是监测的主要指标之一。

Al（OH）3 ≓ ⇌ Al（OH）2 ＋OH
+

－

产生的 Al（OH）2 + 吸附溶液中的氟离子。OH －

5

结

论

的产生使溶液的 pH 值增加，阻碍平衡向右移动，使

地热资源应用与尾水处理是地热利用中密切

氟离子的吸附难以继续进行。当溶液初始状态为

相关的两个方面，目前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有

酸性时，H 较多，OH 较少，平衡易向右移动，Al

悖可持续发展。故本文在地热尾水处理研究中投

－

－

+

（OH）2 产率高，吸附氟的量也高。

入较多的实验工作，并进行地热尾水处理方案设计

静电吸附理论则认为，当溶液 pH 值为 6.0～7.4
时，吸附量增加。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蜂窝煤灰的

和效益分析，以期加强研究成果的实用性，结论
如下。
(1)实验结果。本文釆用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

吸附作用以离子交换吸附作用为主。
煅烧猪骨灰的成分为羟基磷灰石，
其吸附氟的原

蜂窝煤灰进行吸附除氟实验。结果发现，猪骨灰型

理前人已进行过深入研究，
结论明确。其吸附氟的作

羟基磷灰石除氟效果较好，出水氟含量能达到排放

用实质上是羟基磷灰石向氟磷灰石转变的过程：

标准。蜂窝煤灰有一定的除氟效果，出水氟含量接

Ca5[PO4]（OH）
＋ F ⇌ Ca5[PO4]（F）
＋OH
3
3
－

（羟基磷灰石）

－

（氟磷灰石）

由化学平衡式可见，骨灰型羟基磷灰石在酸性

近排放标准 1mg/L。实验表明，猪骨灰型羟基磷灰
石的最高氟吸附量可达 1.28mg/g ，蜂窝煤灰的最高
氟吸附量可达 1.00mg/g。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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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桂森等：
北京地热开采中的尾水氟处理方法

氟的出水最低值为氟含量 0.39mg/L，氟去除率达
94.3% 。蜂窝煤灰除氟的最低出水含氟量为 4.25
mg/L，接近北京市三级排放标准。不同 pH 值条件
下的除氟实验表明，
酸性条件下蜂窝煤灰对氟的吸附
量大大增加，
出水含氟量明显降低，
为 1.44mg/L。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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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9]邵林 . 水处理用离子交换树脂[M]. 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 1989.
[10]李亚峰, 佟玉衡, 陈立杰 . 实用废水处理技术[M]. 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 1998.
[11]王大纯 . 我国开发利用地热能中的若干问题[M]. 北京：科学出版
社, 1981: 25-28.

值变化对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的除氟效果影响不

[12]王湛 . 膜分离技术基础[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

大。蜂窝煤灰和猪骨灰型羟基磷灰石的平衡吸附

[13]汪集旸. 国内外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发展趋势及我国地热可持续发

曲线表现为唐受印等总结的第 2 类曲线，表明吸附
作用为多层分子吸附。利用蜂窝煤灰和猪骨灰型
羟基磷灰石对氟的吸附量和出水含氟量数据，估算
了平衡吸附曲线 B. E. T. 表达式的系数。
(2)有效方法。工业上普遍釆用的吸附氟的方
法虽然效果很好，但活性矾土是工业产品，成本较
高，需要再生才能降低成本。后来发现，粉煤灰也
可以有效地用于除氟。本次研究表明，生活垃圾蜂
窝煤灰也有较好的除氟效果，但用量要比粉煤灰略
大。猪骨灰除氟的效果很好，已被本次研究所证
实，这种材料来源于饭店废弃物，且吸附能力强，随
着再生技术的突破，
用于除氟会有很好的前景。
致谢：本文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地球
科学学部建设工程学院卢文阁老师的悉心指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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