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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１０２／ＵＶ氧化法降解苯酚的研究
曹福１，朱莉１”

（１．江苏科技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ｔｒａｉｎ－２１２００３；２．江苏南通虹波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南通２２６３７Ｉ）

摘要［目的］研究ｕＶ先催化联合ＣＩＯ，降解水溶液中苯酚的方法。［方法］以模拟苯酚废水为处理对象．ＣＩＯ：为氧化剂，ＵＶ作为辅助
手段，考察Ｃ１０２／ＵＶ氧化处理苯酚废水工艺中ＣＩＯ：投加量、ｕＶ辐照时阀、废水ｐＨ等因素对苯酚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处理质量浓
度为１００ ｍｇ／Ｌ的苯酚废水。ｐＨ在８左右，ｃｌｑ投加量为１４０ ｍｇ／Ｌ。Ｕｖ辐照时间为３０ ｒａｉｎ的条件下，处理效果最好，苯酚去除率高迭
９９．６％。并且在相同的处理务件下，ｃｌｑ／ｕＶ氧化苯酚的效率明显高于单一ｃ１０２或ｕＶ法，同时大大缩短了反应时问。［结论］ａ０２／
ＵＶ氧化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含酚废水的处理方法。
关键词ＣＩＯ，：ＵＶ；苯酚；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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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ｄｉｏｘｉｄｅ；ＵＶ；Ｐｈｅｎｏｌ：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苯酚是造纸、炼焦、炼油、塑料、农药、医药合成等行业生

气泡保持均匀分布。滴加ＡＢ液，注意控制滴加速度。烧瓶

产的原料和中间体。含酚废水可对人类健康和水生态系统

出来的ＣＩＯ：气体通入一个盛有５ Ｌ蒸馏水的吸收器中，外用

造成严重损害，美国环境保护署《清洁水法》及我国优先控制

冰水冷却。５ ｈ后取吸收液检验，Ｃ１０２浓度的测定采用连续

污染物中均包括苯酚，因此，研究水中苯酚的去除非常必要。

碘量法。反应方程式为：

由于高浓度酚类物质对微生物有毒害作用，即使对具有酚类

２ＮａＣｌ０３＋４ＨＣＩ＝２ＮａＣＩ＋２Ｃ１０２＋ｃｈ＋２Ｈ２０

降解能力的微生物也可产生抑制作用，因此传统活性污泥法

在反应过程中会生成一部分的Ｃｌ，，因此在用蒸馏水收

等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而化学和物理方法则有较好表

集ＣＩＯ：之前采用饱和ＮａＣＩＯ，溶液对Ｃｌ：进行吸收，以对

现‘１‘３１。

ＣＩＯ：储备液进行纯化，保证试验用ＣＩＯ：的纯度。

二氧化氯（Ｃ１０２）具有很强的氧化性和反应活性，不仅能

（１）

１．３模拟苯酚废水的配制取１．０ ｇ苯酚，溶于蒸馏水，稀

有效地去除废水中有机物和部分无机物等多种有害物质，而

释至１ ０００ ｍｌ备用，使用时稀释至１００ ｍｇ／Ｌ。

且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并能脱色及消除废水中的恶臭。自

１．４苯酚的检测采用４．氨基安替比林直接光度法测定苯

从１９４４年美国人首次将Ｃ１０２用于控制Ｎｉａｇａｒａ河的酚臭问

酚浓度。用移液管分别取０．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４０、０．５０、

题以来，一些学者陆续进行了ＣＩＯ，对酚类的降解研究Ｈ“Ｊ。

０．６０、ｏ．７０ ｍｌ １００ ｍｇ／Ｌ苯酚标准溶液于比色管中，加水稀释

虽然有关苯酚ＣＩＯ：氧化降解研究较多，但关于其与ｕＶ

至５０ ＩＩＩＩ标线。在每支比色管中加入０．５

ＩＩＩｌ

ＮＨ４ＣＩ—ＮＨ，·

光催化联合降解的报道较少。笔者研究ＵＶ光催化联合

ＩＩ，Ｏ缓冲溶液，混匀；再加１．０

ＣＩＯ，降解水溶液中苯酚，并考察影响苯酚去除的几种因素，

匀；随后加１．５ ＩＩｌｌ铁氰化钾溶液。充分混匀后放置１０

ＩＩｌｌ

４．氨基安替比林溶液，混
ｍｉｎ。

以期为含酚废水处理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和市场应用提供理

以蒸馏水为参比，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在波长５１０ ｎｔｒｆｌ处

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测定其吸光度。以吸光度值为纵坐标，苯酚浓度为横坐标绘

１材料与方法

图，拟合后标准曲线见图ｌ。

１．１仪器及试剂氯酸钠（ＡＲ，天津博迪化工），氯化钠

ｎ

（ＡＲ，天津北方天医），铁氰化钾（ＡＲ，上海予腾生物科技），４一
氨基安替比林（ＡＲ，浙江海森药业）；电子天平（ＦＡ２００４，上海
恒平），紫外分光光度计（７５１ＧＤ，上海精科），数字ｐＨ计（ｐＨ·
２Ｆ，上海雷磁）。
１．２

ａ０２的制取将一定量的ＮａＣｌ０３加热溶解在１６０ ｍｌ

喜ｎ
墨ｎ

摹ｎ

的蒸馏水中（Ａ液），将ＮａＣｌ加热溶解在２４０ ｍｌ的蒸馏水中
（Ｂ液），冷却至室温后两液混合（ＡＢ液）。在２ Ｌ四口玻璃
烧瓶中加入ｌ ０００

ｍｌ

１０％的ＨＣｌ溶液，通入Ｎ：，使液体中的

苯酚袁度Ｃｏｎｅｅｎｔｒａｔｉｍ口唱／Ｌ
圈１标准曲线

作者简介曹福（１９７２一），男，河北唐山人。讲师，在读博士，从事污水
处理夏回用研究，Ｅ·ｍａｉｌ：ｈｕａｎ．｜ｉｉｎ９２００ｌ＠１６３．ｃｏｌｌ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１－２０

万方数据

１．５苯酚降解试验将一定量的苯酚溶液加入放置在恒温

３９豢１２期

曹福等Ｃ１０２／ｕＶ氧化法降解苯酚的研究

７４３３

水浴槽内的２００ ｍｌ烧杯中，调节废水ｐＨ，加入一定量Ｃ１０２，

为１０ ｒａｉｎ时。苯酚的去除率高达９３．１％，这也说明大部分苯

以一定速度搅拌，每隔一定时间取样进行分析。考虑氧化剂

酚可直接被ＣＩＯ：氧化降解。反应时间为１０—６０ ｒａｉｎ时，苯

带入的体积，苯酚去除率计算方法如下：

酚的去除率增加缓慢趋于平稳。这是因为ＣｌＯ：与有机物的
反应大多是从单电子转移开始的，ＣＩＯ：还原产物ＣＩＯ”在水

苯酚去除率：刍堕兰匕堕；鱼粤吾坐鱼＿上巫

处理条件下一般是稳定的，随Ｃ１０２不断消耗，体系中Ｃ１０２

Ｌ连承＾ｙ术样

２结果与分析
２．１

浓度降低，Ｃ１０２一在水溶液中升高，氧化能力下降怫ｏ。同时，

Ｃ１０２投加量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调节溶液ｐＨ为

由于ＣＩＯ：水解产生羟基自由基（·ＯＨ）随反应时间增加而

６．５，改变ＣＩＯ：的投加量，反应ｌＯ ｍｉｎ后取样分析。由图２

迅速减少，两者共同作用使反应不能彻底进行，此时可再采

可知，当ＣＩＯ：投加量小于１４０叫Ｌ时，苯酚去除率随投加量

用ＣＩＯ：与其他方法联合处理或采用其他方法处理。因此，

增加而迅速增高；当反应体系中ＣｌＯ：投入量为１４０ ｍｇ／Ｌ时，

选择反应时间为ｌＯ ｒｎｉｎ为宜。

苯酚的去除率高达９２．３％，降解了大部分的苯酚废水，为其

２．３

进一步的处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ＣｌＯｚ投入量大于１４０ ｎ∥

ｍｇ／Ｌ，反应时间为１０ ｒａｉｎ条件下，调整ｐＨ，考察ｐＨ对苯酚

Ｌ时，苯酚的去除率基本趋于稳定。在ＣｌＯ，最佳投加量１４０

去除率的影响。由图４可知，利用ＣＩＯ，处理含酚废水时，在

ＩＩ∥Ｌ时，计算可得苯酚与Ｃ１０２的物质的量比为１．０：１．４。

ｐＨ为４一１０时苯酚去除率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ｐＨ为８

ｐＨ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固定ＣＩＯ：杓投加量为１４０

时苯酚去除率最高，ｐＨ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反应的进行。
当ｐＨ为ｌ的强酸性条件下，苯酚去除率较低，随着ｐＨ的增
高，苯酚去除率逐渐增加；溶液呈中性时，苯酚去除率与ｐＨ
为８时持平；当ｐＨ大于８时，随着ｐＨ的增高，苯酚去除率逐
渐降低，当ｐＨ大于１２时，苯酚去除率略有增加。
ｌ蓄等．Ｉ一∞墨∞星索＿篷唯

差
三

ＥｌＯ：投加量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

重

圈２

投加量Ｄｏｓ踞，ｅⅣ唱／Ｌ

Ｆ．强ｅｅｔ—ＣＩＯｌｄ嘲铲蛐ｔｈｅ聃ｍ删ｎ船荫ｐ洲

Ｆｌ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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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签娟

Ｈｃ＝ＣＨ

，９锻州一尊１叶盛凶Ｐ觋僦ｔ唧

ｐＨ
，

（２）

图４

ｔ№ｏ．４
从化学式（２）可以发现…，氧化１：０ ｍｏｌ苯酚需要５．６

ｐＨ对苯砑去赊率的影响

Ｅｔｔｅｃｔ ｏｆ ｐ缸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ｌｕｔｅ

ｏｆ砷卿ｄ

ＣｌＯ：对苯酚降解主要经历以下过程‘“：

—斛ＣＩＯ：，与该试验结果出入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采用ｃｌＯ：
氧化酚类化合物，先生成苯醌，虽然ｃｌ嘎也会与苯酚被氧化
后的中间产物进一步反应，但ＣＩＯ：氧化降解的主要有机物
仍是苯醌，特别是在反应的初始阶段ＨＪ。
２．２反应时间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

调节溶液ｐＨ为６．５，

ＣＩＯ，的投加量为１４０·ｎ∥Ｌ，反应一段时间后，取样分析，考

臼＝臼世

ｑ蚧，ｏ啦
＆蚧，文

（３）

（４）

察反应时间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由图３可知，反应时间在
１０ ｍｉｎ内，苯酚的去除率随时间增加急剧升高。当反应时间

差

Ｃｌ哦与苯酚的反应机理主要分２步：苯酚转化成酚盐负
离子，该过程受ｐＨ的影响，而速率控制步骤是酚盐负离子转

蚣

化成酚氧自由基。在酸性条件下，苯酚以分子形式存在，随

蚣

着溶液初始ｐＨ的提高，溶液中ＯＨ一增多，当溶液初始ｐＨ大

三

ｓ！

重

于苯酚的ｐ肠值之后（苯酚的ｐ勋值为６．７３），弱酸性的苯酚

虼

将与ＯＨ一反应，以离子态的形式存在于溶液中，而Ｃ１０２与离

篓
娟

虬

子态苯酚的反应比与分子态苯酚的反应快得多，因此，苯酚
的去除率也随初始ｐＨ增加而提高。

虬

其次，在试验过程中发现，随着反应的进行，溶液的ｐＨ
会下降，这表明反应产生了某些酸性中间产物（如羧酸）。由

反应时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Ⅳｒａｉｎ

于此酸性物质的生成使ｐＨ降低。抑制了这些酸性物质的再

圈３反应时间对苯酚去除率的影响

陬３

Ｅｌ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ｃｆｉｏｕ恤瞻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０ｆ曲棚ｄ

生成，从而抑制了反应的正向进行；而在碱性条件下，酸性中
间产物与碱发生中和反应，促进了反应的正向进行，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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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３４

女ｔ＃±＊｛

反麻建率．从ｍ有利下苯酚的上隙
第一．般认为ＣＬＯ，氧化机理奇２种ⅫｒＬ镕＆口自月
接Ⅱ唐，Ｍ接反应主要居认为ｃｌＯ，ｎ水中分解产小活泼的
·ＯＨ，再由－ＯＨ与其他物质反应。

ｃｎ分解建度‘捕谴ｐＩＩ盖最较大。’’ｐｆＩ小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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