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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填料电化学反应器处理低浓度氨氮的
影响因素和机理
林学聪,汤培炜,吴欣霓，蔡娟娟，黄隽萍，谢芳,潘涌璋

*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0）
摘要：采用沸石填料电化学反应器处理低浓度氨氮废水，研究了阳极材料、粒子电极、阴
极材料、电流密度、初始pH、曝气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钌铱锡阳极板（DSA）
为阳极、活性碳纤维（ACF）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为6mA/cm2、pH为5、曝
气量为5L/min条件下 ，质量浓度为20 mg/L 的模拟氨氮废水经处理后出水氨氮质量浓度为3
mg/L左右，且出水水质清澈。NH4+在直流电场作用下向阴极定向移动，曝气对阳极处理氨氮没
有影响，•OH氧化氨氮可使氨氮质量浓度降低一半左右，氨氮降低至一定质量浓度时， •OH无法
继续对其氧化，阴极附近氨氮质量浓度在20min后基本保持不变。
关键词：氨氮；沸石；羟基自由基；电化学氧化
中图分类号：
U664.9+2 文献标志码: A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ammonia
removal by electrochemical reactor packed
with zeolite
LIN Xuecong, TANG Peiwei , WU Xinni ，CAI Juanjuan，HUANG Junping，XIE Fang ,
PAN Yongzhang*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Abstract: Low-concentration ammonia wastewater was treated by electrochemical reactor packed
with zeolite. The effects of anode material ,particle electrode , cathode material, current density, initial
pH and aeration on the remove of ammonia were studied. Simulated ammonia wastewater could be
treated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20 mg/L to about 3 mg/L under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DSA as anode, ACF as cathode, Clinoptilolite loaded Fe2+ as filler, 6mA/cm2 current density, pH 5,
5L/min aeration rate. NH4+ moves toward to cathode under the action of DC electric field. Aeration has
no effect on the anode treatment of ammonia. About one half of ammonia can be removed by oxidation
of • OH . •OH cannot continue to oxidize ammonia when ammonia is reduced to a certain
concentra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ammonia near the cathode was unchanged basically after 20
minutes.
Key

words: ammonia; zeolite; hydroxyl radical; electrochemical

氨氮是水体中重要的常见污染物之一，具有来源广泛、危害大的特点，对水中生物和人
[1]

[2]

体都具有危害性。目前，国内外氨氮废水的处理方法主要有气浮法 、生物脱氨法 、折点
[3]

[4]

[5]

加氯法 、离子交换法 、物理吸附法 和电化学氧化法

[6-9]

等。其中，电化学氧化法由于

具有占地面积少、操作简单、不用外加电解质、不造成二次污染等优点而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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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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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电极法是一种较新型的电化学处理方法，相对传统的二维电极电化学氧化法，有较高的
面体比、电流效率高、时空产率大
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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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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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三维电极在有机废水

、含酚废水

[15]

、印染

等方面应用广泛，并取得较好的处理效果。常用的粒子电极材料主要

有金属导体、导电陶瓷、铁氧体、玻璃球、塑料球石墨及活性炭等。填料的功能是在电场中
由于感应而形成复极性粒子电极，因此三维电极的填料必须具备一定的导电性， 但同时要
避免反应器中因填料直接接触而引起的短路电流。考虑到沸石对氨氮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
电化学氧化法可以让沸石再生的过程中同时处理氨氮
后无明显区别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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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对氨氮的吸附能力在电解前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处理效果高效快速的电 Fenton 法，笔者采用沸

石填料电化学反应器进行低浓度氨氮废水的处理研究，考察粒子电极、阳极材料、阴极材料、
电流密度、初始 pH、曝气等因素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1
1.1

实验部分
实验装置
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实验装置主要由直流稳压电源、电解槽和曝气设备组成。电解槽

由有机玻璃制成，槽内尺寸为 150 mm×80mm×150 mm，有效容积为 1.5 L。阳极材料采用钌
铱锡阳极板（DSA ），阴极采用 4 种常见的阴极材料，阴阳极板尺寸均为 150 mm×150mm×
1.5 mm。沸石颗粒填充在阴阳极板之间，填料底部均匀通入压缩空气，通过空气压缩机与流
量计控制气量。直流稳压电源可提供 0~60 V/0~15 A 的直流电。

图1 实验装置图

1.2

沸石的预处理
以市购的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为电解槽填料，粒径为 20~40 目（约 0.90~0.45 mm）。为

了避免因沸石对氨氮的吸附而引起氨氮去除效率的计算误差，首先将沸石颗粒经过氨氮废水
吸附饱和处理。为了提高沸石颗粒的导电性，对沸石颗粒进行载铁处理：在一定浓度的 FeSO4
溶液中浸泡 24 h 后，用蒸馏水洗净放于 105 ℃的烘箱中烘干，使用前再进行氨氮饱和吸附
处理。
1.3

实验方法

利用 (NH4)2SO4 和去离子水配制成初始质量浓度为 20 mg/L 的模拟污水。在相同条件
下，通过改变单因素的方法来考察各影响因素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实验过程中，每隔
10min 取样 1 次，定型滤纸过滤后再进行氨氮浓度检测，氨氮浓度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
定。反应完成后，洗净电极板浸泡在一定浓度的硫酸溶液中，沸石颗粒用水洗净再进行饱和
处理。pH 采用 pHS-25C 型酸度计测定。pH 采用 1 mol/L H2SO4 或者 1 mol/L NaOH 进行
调节。实验过程中使用的试剂均为分析纯。

2
2.1

结果与讨论
阳极材料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在活性碳纤维（ACF）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为 6mA/cm2, pH 为 5，

曝气量为 5L/min 的条件下，改变阳极材料进行实验。阳极材料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1—DSA；2—不锈钢；3—铁板
图 2 阳极材料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 2 可以看出，以 ACF 为阴极，DSA、铁和不锈钢为阳极的氨氮去除率分别为 83.6%、
61.0%和 62.6%。DSA 极板对工作电压要求低、能耗小、析氧电位高、氧化膜层能够提高电极
和基体的附着力，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电催化活性，对氨氮的氧化具有非常好的效果。随着
反应时间的延长，采用铁板作为阳极的电解体系中污水的颜色由最初的无色逐渐变成了红褐
色，底部产生很多絮状物，絮状物覆盖在极板上使得极板氧化性降低。反应过程中，沸石在
反应一段时间后逐渐趋于饱和，部分吸附不牢固的氨氮从沸石上脱附，导致 40 min 后浓度
逐渐回升。不锈钢阳极和铁板阳极对氨氮处理效果相差不大，DSA 阳极效果最佳，接下来其
他实验因素的考察均采用 DSA 作为阳极。
2.2

填充粒子种类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在 DSA 为阳极， ACF 为阴极，电流密度为 6mA/cm2, pH 为 5，曝气量为 5L/min 的条

件下，改变填充粒子种类进行实验。填充粒子种类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 3、图 4 及表
1 所示。

1—斜发沸石；2—载铁斜发沸石；3—丝光沸石；4—载铁丝光沸石
图 3 填充粒子种类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a)斜发沸石反应前形貌

(b) 斜发沸石反应后形貌

(c) 载铁斜发沸石反应前形貌

(d) 载铁斜发沸石反应后形貌

图4

反应前后的斜发沸石、载铁斜发沸石的形貌
表 1 ACF 极板的 BET 分析

材料

ACF

测定内容

反应前

反应后

比表面积/（m2·g-1）

1780.4682

1688.4453

孔径/nm

2.21410

2.33212

孔容积/(cm2·g-1)
比表面积/（m2·g-1）
丝光沸石

载铁
斜发沸石

0.999675

64.2250

50.5466

孔径/nm

24.64938

27.77432

孔容积/(cm2·g-1)

0.395776

0.399976

6.1782

5.7089

孔径/nm

70.6143

74.8865

孔容积/(cm2·g-1)

0.109067

0.177608

6.9904

6.1704

孔径/nm

11.73861

12.00436

孔容积/(cm2·g-1)

0.020514

0.087654

比表面积/（m2·g-1）
斜发沸石

0.985534

比表面积/（m2·g-1）

图 3、图 4 及表 1 可以看出，斜发沸石对氨氮的处理效果要好于丝光沸石，且载铁斜发
沸石对氨氮的处理效果最好。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相比，斜发沸石具有更大孔径，但是比表
面积、孔容积更小。载铁斜发沸石和天然斜发沸石相比，表面层状结构更明显，整体结构更
蓬松。电化学反应器中填充的天然沸石表面杂质增多，部分孔洞出现坍塌的现象，晶体结构
遭到破坏。载铁沸石反应后表面杂质也有增多的现象，但晶体结构基本没有遭到破坏。这是
由于沸石载铁后，铁离子的存在使得氨氮在沸石上被集中去除，减轻了氨氮对沸石孔洞的挤
压，降低了空洞的吸附压力，因而延长了沸石的使用寿命。
阴极材料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在 DSA 为阳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为 6mA/cm2, pH 为 5，曝气量为 5L/min
的条件下，改变阴极材料进行实验。阴极材料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 5 所示。
2.3

1—活性碳纤维；2—铁；3—不锈钢；4—钛网
图 5 阴极材料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 5 可以看出，以 DSA 为阳极， ACF、铁、不锈钢、钛网为阴极的氨氮去除率分别为

83.6%、63.1%、71.4%、56.7%。反应前后 ACF 的比表面积、孔径及孔容积大小变化不大，说
明电化学氧化氨氮过程中 ACF 的吸附性能几乎不受影响。ACF 兼具吸附和还原双重作用，溶
液中可产生更多 H2O2，H2O2 在电场作用下发生反应产生更多的·OH。因此，ACF 作为阴极相
较于铁、不锈钢、钛网的氨氮去除效果更好。
电流密度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在 DSA 为阳极， ACF 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 pH 为 5，曝气量为 5L/min 的条
件下，改变电流密度进行实验。电流密度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 6 所示。
2.4

1—4 mA/cm2；2—5 mA/cm2；3—6 mA/cm2；4—7 mA/cm2；5—8 mA/cm2
图 6 电流密度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 6 可以看出，随着电流不断增大，氨氮去除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在同种电解条件
下，电流密度越大，则阳极的电流电位越高，由此产生的·OH 和 H2O2 等强氧化物质增多，
2+

使得极板表面的电化学氧化和水样中间接反应程度增大，H2O2 与 Fe 的 Fenton 反应增强，加
快了电 Fenton 的链反应，从而提高了氨氮去除率。然而，过高的电流密度会造成阳极极化、
加重析氧等副反应，引起短路电流与旁路电流，从而降低电解效率。综合考虑经济成本和氨
2

氮的去除效果，选择电流密度为 6 mA/cm 。
pH 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在 DSA 为阳极， ACF 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为 6mA/cm2, 曝气量为
5L/min 的条件下，改变 pH 进行实验。pH 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 7 所示。
2.5

1—pH=3.1；2—pH=5；3—pH=7.1；4—pH=9.2；5—pH=11.1
图 7 pH 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 7 可以看出，酸性条件下的氨氮去除效果明显好于碱性。溶液 pH 不仅影响主电极
和粒子电极对氨氮的吸附，也影响主电极和粒子电极表面的电荷，从而影响整个体系的电催
2+

化氧化效率。酸性条件下，大量的 Fe 在构成电 Fenton 反应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有利
2+

3+

于氨氮去除。少量的 Fe 和 Fe 构成的铁的氢氧化物絮凝物对氨氮去除影响不大。但 pH 越
+

低，越有利于 H 在阴极板和粒子电极的阴极端还原成 H2，减少了 H2O2 产率，从而减少羟基
自由基的产率。在碱性条件下，铁的氢氧化物絮凝物的生成反应加速，絮凝物覆盖在粒子电
极表面，使其失去催化活性，严重影响粒子电极的复极化过程和粒子电极电化学的氧化降解
过程。在电解过程中，要想控制氨氮去除的主反应占据主导地位，减少副反应的发生，必须
严格控制好反应体系的 pH。
2.6

曝气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在 DSA 为阳极， ACF 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为 6mA/cm2, pH 为 5 的

条件下，改变曝气量进行实验。曝气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如图 8 所示。

1—1 L/min；2—3 L/min；3—5 L/min；4—7 L/min；5—9 L/min
图 8 曝气对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由图 8 可以看出，曝气可以加快反应器内液体传质速度，空气起到搅拌作用，使粒子电

2 +

极处于流化态，消除浓度极化现象，同时提供氧气，氧气在阴极上氧化成 H2O2，与 Fe 发
生电 Fenton 反应生成氧化性更强的·OH，氨氮去除效果加强。此外，空气中的曝气量增大
到一定程度后, 氧气的溶解达到饱和, 曝气量过大, 提供的氧气不能完全利用。过大的曝气
量使得氨氮不能在粒子电极表面停留，来不及与电极表面产生的活化物反应便离开，不利于
氨氮的去除。
反应器氧化机理的初步探讨

2.7

2.7.1 阴阳极附近氨氮浓度的变化
在 DSA 为阳极， ACF 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为 6mA/cm2, pH 为 5 的
条件下，在阴阳极板之间加入阳离子交换膜，分别在曝气和不曝气的条件下取阴阳两极附近
的水样测定，观察反应过程中阴阳两极附近氨氮浓度的变化情况，结果如图 9 所示。

1—曝气阳极附近；2—曝气阴极附近；3—不曝气阳极附近；4—不曝气阴极附近
图 9 阴阳两极附近氨氮浓度

由图 9 可以看出，，不曝气时，阳极附近的氨氮质量浓度下降效率一直高于阴极附近的
氨氮质量浓度下降效率。曝气情况下，反应前 20 min，阴极附近的氨氮质量浓度下降效率
高于阳极附近的氨氮质量浓度下降效率。曝气对阳极处理氨氮的效果没有影响。NH4+ 在直流
电场作用下通过阳离子交换膜向阴极定向移动，阴极附近浓度上升。

2.7.2

阳极对氨氮的氧化作用

阳极附近氨氮质量浓度下降主要有 2 种原因：第 1 种是 NH4+ 在直流电场作用下通过阳
离子交换膜向阴极定向迁移，氨氮质量浓度得以下降；第 2 种是酸性溶液中的 H2O 在阳极表
面放电并生成吸附的•OH，如式(1)所示。吸附的•OH 在阳极上把氨氮氧化成氮气和水，如式
(2)所示。
+

H2O→•OH+H +e

-

2NH3+6∙OH→N2↑+6H2O+6e−
2.7.3 阴极对氨氮的氧化作用

(1)
(2)

活性炭纤维（ACF）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微孔结构，在通电情况下除了有
较好的还原作用外，还具有较好的吸附作用，可以吸附部分氨氮。在曝气情况下， ACF 与

氨氮的接触机会增加，从而加强了对氨氮的吸附。通入的氧气或空气在阴极上被还原为 H2O2，
如式(3)所示。由于体系中有 Fe2+, 反应体系中将会发生 Fenton 反应，如式(4)所示。Fe3 +的
还原电位比 O2 的初始还原电位高,因此 Fe3 +于 O2 还原的同时还原再生为 Fe2 + ，如式(5)所
示。电解反应和 Fenton 反应生成•OH 的氧化电位达 2.8 V , 具有很强的氧化能力。电解体
系中的氨氮在•OH 作用下发生快速氧化反应而去除。因此，曝气条件下反应前 20min，阴
极附近的氨氮质量浓度的下降效率要高于阳极附近的氨氮质量浓度下降效率。
O2 +2H+ +2 e−→H2O2

(3)

Fe2 + + H2O2→ Fe3 + +•OH + OH

－

Fe3 + + e-→Fe2 +

(4)
(5)

2 NH4+ + 6∙OH→N2↑+3H2O+2H+
2.7.4 沸石对氨氮的电吸附作用

(6)

沸石本身是一种良好的吸附材料，其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好的阳离子交换能力对溶液中
的氨氮有良好的吸附作用。在 DSA 为阳极， ACF 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料，电流密度
为 6mA/cm2, pH 为 5，曝气量为 5L/min 条件下，检测 H2O2 和 Fe2+的质量浓度。结果如图 10
所示。

1—H2O2 的质量浓度；2—Fe2+的质量浓度
图 10 H2O2 和 Fe2+的质量浓度

沸石填料在电场作用下，变成带电粒子，使溶液中的铵根离子强制性地朝沸石表面移动，
得以在沸石表面集中被氧化。体系中的铁离子来源于载铁沸石。从图 10 中可以看出，溶液
中检测到的铁离子质量浓度很低，且铁离子质量浓度随着氨氮质量浓度下降基本不变，说明
少量铁离子在电场作用下从沸石中析出。但该部分铁离子没有参与氨氮的氧化反应，因此其
质量浓度保持不变。实验结果表明，氨氮是被吸附到沸石上之后，在沸石中与铁离子接触并
发生氧化反应而去除的。沸石填充电化学反应器处理氨氮污水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吸附主要是
电吸附。

3

结论

以 DSA 为阳极，ACF 为阴极，载铁斜发沸石为填充材料的三维电极反应器能短时高效地
去除水中氨氮，在最佳实验条件下，40 min 内氨氮去除率可达 85%。阳极区域的氨氮电解过
程中质量浓度一直下降，阴极区域的氨氮质量浓度降低至 6.4mg/L 时便几乎保持不变。曝
气对阳极处理氨氮没有影响。电 Fenton 反应主要发生在阴极区域，·OH 氧化氨氮可使氨氮
质量浓度降低一半左右。电化学法和 Fenton 法相结合是一种有效去除城市废水中的氨氮的
方法，下一步将更为深入地探讨其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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