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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泡沫分离法联用技术处理
含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废水

苏桂萍，向 瑾，郑汶江，邹 伟，颜 杰

（四川轻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利用吸附法改进泡沫分离工艺，用于处理含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废水。结合吸附法与泡沫

分离法，以ＣａＣＯ３粉末为吸附剂，对废水进行鼓泡，经此处理后废水中重铬酸盐指数降至２０ｍｇ／Ｌ以下，

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考察固液（ＣａＣＯ３废水）比、ｐＨ值、分离时间、吸附剂颗粒大小等因素对处理效

果的影响，优化实验参数。结果表明，当固液比为１∶２８３、ｐＨ为８、吸附剂粒径小于５０ｕｍ、处理时间为

１２０ｍｉｎ时，去污效果最佳，ＣＯＤｃｒ去除率为 ８７５１％，ＳＤＢＳ去除率为 ７８４１％。此外，运用该法对含

ＮＰＥＯ废水进行净化处理，其ＣＯＤｃｒ和ＮＰＥＯ的去除率分别为８４２５％和７３４５％。结果表明吸附泡沫

分离法联用技术对阴离子及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均具有良好的处理效果，应用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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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ＳｏｄｉｕｍＤｏｄｅｃ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

ａｔｅ，ＳＤＢＳ）是一种重要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由于具有

起泡性好、性能稳定、价格低廉等优势而在洗涤行业中

大量使用，其产量约占合成洗涤剂总产量的 ９０％以

上［１］。虽然 ＳＤＢＳ属于直链型烷基苯磺酸钠（Ｌｉｎｅａｒ

Ａｌｋｙｌ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ＬＡＳ），能够被微生物降解，但降

解周期长，且具有一定的生物毒性［２］。此外 ＳＤＢＳ在水

面易形成泡沫［３］，阻碍水体自净化，与土壤接触后，能改

变土壤胶体的物化性质，严重影响农作物生长［４］。大量

ＬＡＳ类表面活性剂废水的直接排放会造成严重的环境

问题，在我国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将ＬＡＳ列为第二类污

染物［５］。

目前，处理ＬＡＳ废水的方法有生物降解法［６７］、物理

法［８９］、膜分离法［１０］、吸附法［１１］、超声波降解法［１２］、微电

解法［１３］和催化氧化法［１４］。生物降解法是利用具有降解

能力的微生物进行降解，适用范围广，但去除效率低，且

降解不彻底会造成第二次污染；物理法主要分为泡沫分

离法和絮凝沉淀法，泡沫分离法操作简单、耗能低，但是

对化学需氧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Ｏｘｙｇｅｎ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Ｄ）去除率

不高；絮凝沉淀法效果好、成本低、工艺成熟，一般作为



处理高浓度表面活性剂废水的预处理工艺，缺点是用量

大，占地面积大，并产生大量废渣与污泥［１５］；膜分离法利

用膜的高渗透选择性来分离溶液中的溶质和溶剂，耗能

少、效率高，但是膜易被污染导致操作费用高；吸附法是

利用多孔性固体物质来吸收分离水中污染物，具速度

快、稳定性好的有点，但需要大量的吸附剂，成本高；超

声波降解法是利用水在超声波周期性的压缩稀疏作用

下产生的“声空化”现象降解有机物，一般作为辅助技术

来用；微电解技术是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的理想工艺，

又称内电解法，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利用填充在废水

中的微电解材料所产生的１２Ｖ电位差对废水进行电

解处理，以达到降解有机污染物的目的，但是它只适用

于电导率较小的废水；催化氧化法效率高但耗能大，成

本也高。

处理ＬＡＳ废水的方法虽然较多，但是这些单一的方

法都存在一些缺点［１６］，因此，近年有学者提出表面活性

剂废水处理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联合处理技术，即把基于

不同原理的技术进行组合。如文晨等人［１７］提出耦合还

原萃取单元技术，将金属还原法和萃取法巧妙地耦合，

有效地降低了水中Ｈｇ２＋浓度、ＣＯＤ和色度，该法具有投

资少、流程短、易控制等优点；ＬｏｐｅｚＬｏｐｅＺＣ等［１８］通过

紫外光照射来增加废水中的自由基，提高了反应速率，

弥补了单独使用Ｆｅｎｔｏｎ法带来的处理时间长、成本高的

缺点，显著提高了有机废水的降解效率，降低了处理

成本。

泡沫分离技术是一种利用表面活性剂的界面性质

与气泡吸附作用来分离物质的分离技术，具有设备简

单、处理量大、可连续化操作等优点而成为当今处理表

面活性剂废水的常用技术。王超等［１９］研制的多级泡沫

分离装置，可在一次分离过程中进行三次泡沫分离，极

大地提高了分离效率；ＨＵＡＮＧＤ等［２０］用倾斜的泡沫分

馏塔有效地分离了邻苯二酚与苯酚；ＳＨＩＭ等［２１］利用三

级泡沫分离技术在高浓度 ＳＤＢＳ废水中实现 ＳＤＢＳ的有

效回收；ＷＡＮＧＬ等［２２］改进了泡沫分离柱，提高了大豆

乳清废水中蛋白质的回收率。

ＣａＣＯ３无臭、无味、基本不溶于水、溶于酸，是一种

价格低廉、产量高的无机化合物，被应用到各个行业［２３］。

在联合技术思维方式的启迪下，本研究以ＣａＣＯ３颗粒为

吸附材料，结合运用泡沫分离法和吸附法，对含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ＳＤＢＳ）的模拟废水进行

了处理，探究了吸附材料加入量、废水ｐＨ值和材料粒度

等因素对废水中的 ＣＯＤｃｒ值和 ＳＤＢＳ浓度的影响，以期

为吸附泡沫分离法在水体表面活性剂污染治理的应用

中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１ 实验部分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ＳＤＢＳ、９８％浓硫酸、硫酸汞、硫酸银、七水合硫酸亚

铁，均为ＡＲ级，产自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责任公司；

硫酸亚铁铵、１，１０菲琳，均为 ＡＲ，产自天津市富晨化

学试剂厂；ＸＡＤ４大孔吸附树脂（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

公司）；壬基酚聚氧乙烯醚（ＡＲ，成都润泽本土化工有限

公司）；碳酸钙（ＡＲ，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重铬酸钾

（ＧＲ，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责任公司）。

ＢＭＥ５型蛋白质分离器（ＢｕｂｂｌｅＭａｇｕｓ）；ＤＨ２０００

ＢＡＬ型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

ＲＥ５２ＡＡ型恒温鼓风干燥器（上海舜宇恒平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ＪＭＢ２０００２型电子天平（诸暨市超泽衡器设备

有限公司）；ＡＲ１１４０型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仪器

有限公司）；ＡＣＳ３０型计价电子秤（永康市珠江衡器有

限公司）。

１２ 实验方法

实验装置如图１所示。

分别称取ＳＤＢＳ０８５００ｇ和自来水１７０００ｋｇ，配成

一定浓度的模拟废水。将废水倒入集水池中，用烧杯取

５００ｍＬ废水进行紫外扫描［２４］和 ＣＯＤｃｒ检测［２５］，ＳＤＢＳ

浓度记为Ｃ１，ＣＯＤｃｒ值记为Ｂ１。将集水池中的废水通过

离心泵抽进装有ＣａＣＯ３粉末颗粒的鼓泡机中，鼓泡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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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泡沫收集箱；２－泵；３－进气阀；４－进水管；
５－吸附材料；６－出水管；７－集水池。

图１ 实验装置示意图

时间后，将净化后的水称量，记录下余水质量，并用另一

个干净的烧杯收集净化水５００ｍＬ左右，用长颈漏斗过

滤，用１００ｍＬ容量瓶装取滤液，进行紫外光的扫描和

ＣＯＤｃｒ检测，此时 ＳＤＢＳ的浓度记为 Ｃ２，ＣＯＤｃｒ值记

为Ｂ２。

ＳＤＢＳ的去除率（Ｒ１）由公式（１）计算：

Ｒ１（％）＝（Ｃ１－Ｃ２）／Ｃ１×１００％ （１）

ＣＯＤｃｒ的去除率（Ｒ２）由公式（２）计算：

Ｒ２（％）＝（Ｂ１－Ｂ２）／Ｂ１×１００％ （２）

两者的去除率越大表明废水净化效果越好，将测量

值与国家污水排放标准进行对照，确认是否达标，当净

化水质中 ＳＤＢＳ浓度小于 ２０ｍｇ／Ｌ，ＣＯＤｃｒ值小于

１２０ｍｇ／Ｌ时，就达到了国家污水排放三级标准。

改变实验条件，如吸附材料添加量、废水 ｐＨ值、吸

附材料的粒度大小、分离时间等条件，研究这些因素对

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探究废水净化效果的变化规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固液比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废水中吸附材料的加入量会影响表面

活性剂在固体吸附材料表面的吸附程度从而影响材料

表面的润湿性［２６］，因此，固液比对于 ＳＤＢＳ的脱除效果

来说至关重要。实验考察了吸附材料 ＣａＣＯ３与废水的

比（ｇ／ｍＬ）对净水性能的影响，结果如图２所示，曲线 Ａ

为ＣＯＤｃｒ去除率；曲线Ｂ为ＳＤＢＳ去除率。

从图２可知，ＣＯＤｃｒ和 ＳＤＢＳ去除率均随固液比的

图２ 固液比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增加而升高，固液比为１∶２８３的附近达到最大值，随后

两者均逐渐降低，在ＣａＣＯ３添加量达到８０ｇ以后渐渐趋

于平衡；当吸附材料 ＣａＣＯ３用量由０ｇ增加到２０ｇ时，

去除率增加缓慢，这是由于吸附材料用量较低时，与相

对过量的表面活性剂作用，易使吸附在固体颗粒表面的

ＳＤＢＳ发生有机缔并形成双电层，从而不利于附在气泡

上；ＣＯＤｃｒ去除率始终大于ＳＤＢＳ去除率，这可能是因为

实验所用的水是自来水，其中含有的机物与 ＳＤＢＳ发生

了疏水缔和，随后附着在气泡上被带出液面所致，由此

说明该工艺在净化水中的表面活性剂的同时，对其他的

有机物也有一定的净化作用。综合考虑吸附剂成本和

吸附效率，选择固液比为１∶２８３进行后续实验。

２２ 分离时间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改变分离时间主要是为了测定吸附极限值和确定

吸附平衡的时间。在进气阀全开，液料比为１∶２８３时，

设置不同的分离时间，并在每个时间点取样测试，考察

了分离时间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３所示。

图３ 分离时间对ＳＤＢＳ去除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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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３可知，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时，随分离时间的增加，

ＳＤＢＳ浓度急剧下降，２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时，ＳＤＢＳ浓度降

低缓慢，１２０ｍｉｎ后，浓度降到极限值，趋于平衡，此时废

水中重铬酸盐指数降至１８５ｍｇ／Ｌ，低于国家对生活污

水的排放标准２０ｍｇ／Ｌ，这一结果与王超等人［１９］的研究

相似。其原因是反应进行一段时间后，反应达到平衡，废

液中的表面活性剂浓度很低，难形成泡沫或者形成的泡沫

不稳定易破碎，导致不能继续分离出表面活性剂。由此可

见该工艺处理废水的最佳分离时间约为１２０ｍｉｎ。

２３ 碳酸钙粒度大小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粒度大小影响着固体颗粒的比表面积，颗粒越小，

比表面积越大，表面活性剂可以吸附的位点也就越多。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别用２００目（５０ｕｍ～７４ｕｍ）

和３００目（＜５０ｕｍ）的吸附材料进行实验，考察吸附材

料颗粒大小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实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 吸附材料粒度大小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粒度大小Ｌ／ｕｍ ＳＤＢＳ去除率Ｒ１／％ ＣＯＤｃｒ去除率Ｒ２／％

５０～７４ ７６２６０ ８２４３８

＜５０ ７７９２６ ８６６４８

　　从表１可知，吸附材料粒径小于５０ｕｍ时，ＳＤＢＳ和

ＣＯＤｃｒ去除率比粒径为５０ｕｍ～７４ｕｍ时的提高１％ ～

５％左右，其原因是粒径小于５０ｕｍ的材料，其比表面积

大于粒径为５０ｕｍ～７４ｕｍ的材料，表面活性剂在固体

表面的吸附位点增加造成的。

２４ 初始ｐＨ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废水ｐＨ值是影响泡沫分离的重要因素，它不仅影

响吸附剂颗粒表面的电荷，还影响气泡表面的电荷及其

稳定性［２７］。ｐＨ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如图４所示，曲

线Ｃ为ＣＯＤｃｒ去除率，曲线Ｄ为ＳＤＢＳ去除率。

从图４可知，ＣＯＤｃｒ与ＳＤＢＳ去除率都随ｐＨ值的增

大而先上升后下降，在ｐＨ为８左右达到最大值，分别为

８７５１％和７８４１％。其原因是：ＣａＣＯ３颗粒表面的原子

具有不饱和键而倾向于在水中与离子配位，发生表面羟

基化，即表面Ｃａ原子以ＣａＯＨ形式存在，当溶液 ｐＨ值

大于 ＣａＣＯ３颗粒的等电点（Ｉｓ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Ｐｏｉｎｔ，ｐＩ）时，

ＣａＯＨ释放Ｈ＋转化为 ＣａＯ，使粒子表面带负电；溶液

ｐＨ值小于等电点ｐＩ时，ＣａＯＨ与水中的 Ｈ＋结合成为

ＣａＯＨ２＋，使粒子表面带正电；当溶液 ｐＨ等于等电点 ｐＩ

时，ＣａＣＯ３颗粒表面ＣａＯＨ结合或释放的Ｈ
＋等量，使粒

子表面静电荷为零，配位结合的水最少，即亲油化度最

高［２８２９］；而纯水中 ＣａＣＯ３的等电位点约为８７
［３０］，所以

当ｐＨ值小于８７时，ＣａＣＯ３颗粒的表面带上正电荷，有

利于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吸附，另一方面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在中性或微碱性条件下的发泡性最强［３１］，因此曲线

在ｐＨ为８的附近出现峰值，此时废水中 ＣＯＤｃｒ的去除

率最高。

图４ ｐＨ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

２５ ＣａＣＯ３对不同类型表面活性剂的去除效果

不同固液比条件下，吸附材料ＣａＣＯ３对离子型表面

活性剂ＳＤＢＳ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

（ＮｏｎｙｌｐｈｅｎｏｌＰｏｌｙｅｔｈｏｘｙｌａｔｅｓ，ＮＰＥＯ）的去除效果如图 ５

所示，曲线Ｅ１为ＳＤＢＳ去除率；曲线 Ｅ２为 ＳＤＢＳ溶液中

的ＣＯＤｃｒ去除率；曲线 Ｆ１为 ＮＰＥＯ去除率；曲线 Ｆ２为

ＮＰＥＯ溶液中的ＣＯＤｃｒ去除率。

图５ ＣａＣＯ３对不同类型表面活性剂的去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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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可知，未添加 ＣａＣＯ３时，ＮＰＥＯ废水中的

ＣＯＤｃｒ去除率高于ＳＤＢＳ废水，但两者相差不大；加入适

量的ＣａＣＯ３颗粒后，ＮＰＥＯ废水中 ＣＯＤｃｒ和 ＮＰＥＯ去除

率分别为 ８４２５％和 ７３４５％，但低于 ＳＤＢＳ废水中

ＣＯＤｃｒ和ＳＤＢＳ去除率。其原因是ＮＰＥＯ的分子结构中

含有环氧乙烷基和羟基，容易在分子间形成氢键［３０］，使

ＮＰＥＯ大分子在气—液界面做定向排列，易形成气泡，所

以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ＮＰＥＯ在自来水中的稳定性和起

泡性更好，其抗硬水能力要强于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ＳＤＢＳ，然而当加入一定量的 ＣａＣＯ３后情况出现了逆转，

这是因为ＳＤＢＳ在水溶液中电离出的ＳＯˉ３除了与ＣａＣＯ３

颗粒表面的羟基发生氢键联结［３２］，还会与 Ｃａ２＋、ＣａＨ

ＣＯ＋３、ＣａＯＨ
＋等发生等组分反应生成脂肪酸钙沉淀物，

包敷在碳酸钙粒子表面，使其表面性质由亲水变成亲

油［２８］，从而利于 ＣａＣＯ３颗粒逃向气泡或者附在气泡表

面上。从图５还可知，废水中的 ＮＰＥＯ去除率随着固液

比的增加而直线增加，说明该工艺对于净化 ＮＰＥＯ废水

也有效果。

３ 结 论

采用吸附泡沫法联用技术，以 ＣａＣＯ３颗粒作为固

体吸附材料，对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ＳＤＢＳ的模拟废水进

行净化处理，研究了吸附材料添加量、废水 ｐＨ值、吸附

材料粒度、分离时间等因素对废水净化效果的影响，并

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ＮＰＥＯ的模拟废水的净化处理结

果进行了比较。实验结果发现：

（１）当固液比（ＣａＣＯ３∶废水）为１∶２８３，ｐＨ为８，吸

附剂粒径小于５０ｕｍ，分离时间为１２０ｍｉｎ时，废水净化

效果最佳，ＳＤＢＳ去除率为 ７８７４％，ＣＯＤｃｒ去除率为

８７５１％。

（２）该方法也可用于废水中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ＮＰＥＯ的脱除，废水中的 ＮＰＥＯ去除率随着 ＣａＣＯ３固液

比的增加而直线增加，其ＣＯＤｃｒ和ＮＰＥＯ的去除率分别

为８４２５％和７３４５％，不过低于ＳＤＢＳ废水中ＣＯＤｃｒ和

ＳＤＢＳ去除率。

研究结果表明吸附泡沫法联用技术不仅适用于离

子型表面活性剂的去除，也适用于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

去除，对于水体中表面活性剂的去污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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