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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甘肃某金矿经细菌氧化提金后产生的高砷、高铁强酸性细菌氧化液为研究对象，并选择 CaO 作为
沉淀剂进行中和除砷实验，考察 pH 值、温度、搅拌速度和反应时间等对中和除砷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实验
确定最佳除砷条件，并探究在模拟自然环境下各因素对砷钙渣稳定性的影响。除砷实验结果表明：在 pH=

4~5、搅拌速度适宜及常温下反应 25 min 时，除砷率可达 99.99%，实现了废水净化；砷钙渣定量分析结果表

明：渣中 As、
Fe 质量分数分别为 4.04% 和 19.79%；模拟自然环境下砷钙渣稳定性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当环境
pH≤1 时，砷钙渣中的砷被溶出了 5 mg/L，超过工业废水排放标准。通过试验发现，选择 CaO 作为沉淀剂对
细菌氧化液进行中和除砷，可以实现废水净化，
并且当含砷渣所处环境 pH≥1 时可以稳定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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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针对难处理金矿氧化预处理的工业应用

主要有焙烧氧化法、加压氧化法和细菌氧化法 3 种

因此通过处理含砷细菌氧化液，使溶液中的砷形成
稳定的砷形态，
可解决含砷废水污染环境的问题[9] 。

方法，其中细菌氧化法是应用较广泛的预处理方
法

[1-2]

。在细菌氧化预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含砷、含

针对高砷、高铁酸性废水开展一系列除砷及砷
渣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以期为含砷废水处理提供有

铁的酸性溶液。目前处理砷浓度较高的工业废水

价值的指导。

的方法有很多，但化学沉淀法因其技术成熟、易操

1 实验部分

作等优点成为处理含砷废水的主要方法之一，且最
容易实现工程化[3]。通过两方面来评判化学除砷方
法的优劣：一是处理后的外排水能否达到环保要
求；二是所获得的含砷渣是否稳定性好，能否长期

1.1

细菌氧化液来源及成分分析
本研究的试验样品选自甘肃省某含砷金矿石，

存放，砷是否溶解。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工业上处

采用细菌氧化进行预处理。经细菌氧化预处理后，

中和，大量砷残留在含砷渣中，尽管处理后外排水

氧化液，处理过程中必须对溶液中的砷进行净化。

理含砷细菌氧化液的方法非常简单，仅以石灰进行

达到了环保要求，但对除砷后得到的沉砷渣稳定性
[4]

的研究并不多见 。砷在自然界中以多种形式存
[5-8]

在，其中臭葱石是一种结构最稳定的含砷矿物

。

得到 pH≈0.9、含砷 6 280 mg/L、含铁 22.3 g/L 的细菌
细菌氧化液成分及工业废水排放标准见表 1。

由表 1 可知，细菌氧化液中砷含量远远超出工

业废水排放标准，铁含量很高，铁和砷的摩尔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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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75。对于生物氧化提金工艺，根据工业生产需
要，部分细菌氧化液经处理后需返回至工艺流程中
循环使用，但由于细菌氧化液中砷、铁含量高，若直
接返回提金工艺会对细菌的生长造成影响，并且细
菌氧化液中的砷、铁具有一定的回收价值，因此需
要对细菌氧化液进行回收处理。
Table 1

表 1 细 菌氧化液主要成分
Main components of bacterial oxidation liquid

毒性 As5+[16]。
1.2 试剂、仪器及设备
试验所用主要试剂为 10 %CaO 乳液、一定浓度
的 H2SO4；主要仪器及设备有 pH 计、台式离心机、循
环水式真空泵和数显恒温磁力加热搅拌器。
1.3 实验原理及方法
利用不同砷酸盐溶解度的差异将细菌氧化液
中的砷除去，选择砷酸盐沉淀法对细菌氧化液进行

主要成分

细菌氧化液

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除砷、固砷研究。选择 CaO 作为沉淀剂，考察反应

As/（mg·L-1）

6 280

0.5

影响，通过单因素实验确定最佳除砷条件，并在最

pH

0.9

6~9

Fe/（g·L-1）

22.3

-

佳反应条件下除砷得到砷钙渣，对其成分进行定量
分析；通过模拟自然界的不同气候环境，研究砷沉

砷和铁是变价元素，在细菌氧化液中存在的可
能化学态有 As3+、As5+、Fe2+和 Fe3+。臭葱石（FeAsO4·
2H2O）中的砷主要是 As5+ ，所以稳定除砷必然与砷
价态相关，砷价态决定了除砷效果和砷沉淀物的稳
定性[10-12]。
在细菌氧化过程中，含砷矿物毒砂的氧化过
程：
［AsS］-2As 发生氧化形成 As3+，随着电位的上升，
As3+继续氧化，As3+转化为 As5+[13]。因此溶液除砷过
程中，砷离子形成稳定臭葱石（FeAsO4 ·2H2O）的关
键是 As3+→As5+ 的过程。为检测细菌氧化液中 As3+
与 As5+的含量，选择苯作为萃取剂萃取分离 As3+[14]，
进而测定 As3+含量。利用碘量法[15]检测细菌氧化液
中总砷含量，最终分别获得 As3+ 和 As5+ 含量。不同
价态砷的分析结果见表 2。
Table 2
砷价态
As3+
As5+

总 As

表 2 砷价态分析结果
Analysis results of arsenic valence
质量浓度/（g·L-1）
0.117
6.163
6.28

质量分数/%
1.86

98.14
100

从表 2 可见，细菌氧化液中砷主要为 As5+，占总
砷含量的 98.14 %，而 As3+仅占总砷含量的 1.86 %，
已经达到稳定除砷的要求。为保证除砷后外排水能
够达到工业排放标准（As 元素质量浓度≤ 0.5 mg/L），
在除砷之前应向细菌氧化液中加入适量氧化剂（如
H2O2），使 之 将 细 菌 氧 化 液 中 的 As3+ 全 部 转 化 为
As ，以确保除砷后外排水及含砷钙渣中的砷为低
5+

时间、搅拌速率、温度和 pH 值等因素对除砷效果的

淀物的溶出行为，探索砷钙渣的稳定性。
1.4

分析方法
采用碘量法测定细菌氧化液中砷的含量，对砷

钙渣进行XRF分析、
化学元素定量分析和XRD分析。
溶液沉砷实验过程中的一次除砷率按式（1）进
行计算：
η=（1-

V×c
）×100%
V0 × c0

（1）

式中：η 为除砷率（%）；V0 为除砷前溶液体积（L）；
c0 为除砷前溶液中 As 质量浓度（g/L）；V 为除砷后液
体 积（L）；c 为 除 砷 后 溶 液 中 As 质 量 浓 度（g / L）。

2 除砷实验及结果分析
2.1

反应时间对除砷率的影响
取 200 mL 细菌氧化液加入 500 mL 三口烧瓶

中，再将配制好的 100 mL10 %CaO 乳液倒入三口烧

瓶中，
搅拌 2 min 使二者混匀，
搅拌速率为 300 r/min，
在室温下发生反应。每隔 5 min 取样 5 mL，立即离
心分离，取上层清液，检测滤液中的 As 含量，并按

式（1）计算一次除砷率。反应时间与一次除砷率的
关系如图 1 所示。

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滤液的颜色逐渐变浅，

由深黄色变为无色，说明细菌氧化液中 Fe3+的质量
浓度逐渐降低，其原因是细菌氧化液中的 Fe3+ 与

AsO33-结合形成 Fe（AsO
或与 OH-发生反应生成了
2
4）
Fe（OH）3 沉淀。从图 1 可见，
当反应时间达到 25 min

时，滤液中砷含量低于工业排放标准（0.5 mg/L），此

时溶液也变成了无色溶液，证明 Fe3+ 基本沉淀完
2018 年 2 月 第 26 卷·第 1 期

125

冶炼技术与装备研发
全。因此选取 25 min 为最佳反应时间。

加小剂量 CaO 乳液，且待 pH 值稳定后再进行后续
试验。

（2）pH 值对除砷率的影响。各取 200 mL 经氧

化处理后的细菌氧化液加入 6 个 500 mL 三口烧瓶
内，编号为 1#～6#，以 10 %CaO 乳液调节 pH 值，搅

拌速度为 300 r/min，
反应时间为 25 min，
待反应结束

后测量溶液的 pH 值，并将反应后得到的浆料抽滤，
分别检测滤液中的 As、
Fe 含量。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1
Fig.1

反应时间与一次除砷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ction time and
arsenic removal rate

2.2

pH 值对除砷率的影响

（1）CaO 用量对细菌氧化液 pH 值的影响。配

制 10% CaO 乳液，取 20 mL 细菌氧化液加入 400 mL

烧杯中，再将配好的乳液搅拌均匀并按一定体积分
批加入细菌氧化液中，测定细菌氧化液的 pH 值，待

数值稳定后读取并记录数据。探究中和过程中

CaO 用量对溶液 pH 值的影响，并绘制出关系曲线，
如图 2 所示。

图3

pH 值与除砷(a)、
铁(b)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pH and As(a)，
Fe(b)
Removal rate

图2

10% CaO 乳液用量与 pH 值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pH and 10% CaO dose

从图 2 可知，刚加入乳液时，溶液的 pH 值变化

不明显，当 pH=2.65 时，继续加入 CaO 乳液 pH 值迅

速升高，此时 CaO 的加入量对溶液的 pH 值影响很

大，当 pH>12 时，CaO 的加入量对 pH 值影响不大。
因此，在探究 pH 值对除砷率的影响实验初期应添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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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a）可知，随着反应体系内 pH 值升高，废
水中 As 含量逐渐降低，当 pH=（4±0.5）时，溶液内
As 质量浓度≤0.3 mg/L，已达到工业排放标准，故选
择最佳反应 pH=（4±0.5）；由图 3（b）可知，pH=2~3
时，溶液中的铁含量迅速下降。结合图 2 分析得
出，加入 CaO 乳液后原溶液的 pH 值不断升高，当升
高至 2~3 后，pH 值增长缓慢，这是因为溶液中的
Fe3+ 发生水解反应形成 Fe ( OH ) +2 和 Fe（OH）3，然后
与溶液中的 AsO43-或 OH-结合，形成 Fe（AsO
沉淀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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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e（OH）3 胶体，从而达到砷铁共沉。
2.3

除砷，按照最优条件制得砷钙渣，然后放入烘箱在

搅拌速率和温度

（1）搅拌速率。分别取 200 mL 细菌氧化液加

入 4 个 500 mL 三口烧瓶中，调整 pH=4~5，分别在不

同搅拌速度下反应 25 min 后，取样抽滤，检测滤液

50 ℃条件下烘干 24 h，并将干燥后的砷钙渣制成样
品。对砷钙渣试样进行 X 荧光半定量分析，结果如
表 4 所示。

表 4 砷钙 渣的 XRF 分析结果
Table 4 XRF analysis results of arsenic

中 As 含量。

（2）温度。分别取 200 mL 细菌氧化液加入 4 个

calcium slag(%)

三口烧瓶中，
调整 pH=4~5，
搅拌速率为 300 r/min，
分

别在不同温度下反应 25 min 后，真空抽滤，检测滤

组分

质量分数

Fe2O3

30.95

检测结果均显示溶液中未检出 As，意味着所得

CaO

23.98

液中 As 含量。

SO3

滤液中的 As 含量超出了检测下限 1 μg/L，符合工业

As2O3

菌氧化液中 As 的去除率影响不大。为节约成本和

SiO2

工艺设备压力，
选择温度为 25 ℃，
搅拌速度适宜。

Table 3

表 3 CaO 沉砷最佳反应条件
Optimum reaction conditions of arsenic
removal by CaO
参数

条件
25

反应时间/min
pH

2.27

1.004
0.92

其余

最优条件除砷

细菌氧化液除砷最佳反应条件见表 3。

6.85

MgO

废水砷排放标准。因此，认为搅拌速率和温度对细

2.4

34.03

从表中可以看出，
渣中成分复杂，
但主要组分为

Fe、S、Mg、Ca 和 As 元素。另外，化学定量分析结果

显示，
砷钙渣中 As、
Fe 含量分别为 4.04% 和 19.79%。
3.2

物相结构分析

对砷钙渣试样进行 XRD 分析，从而确定渣样

中的主要物相种类。XRD 分析谱图如图 4 所示。

4±0.5

反应温度/℃
搅拌速率/（r·min ）
-1

25

适宜

在温度为 25 ℃和适宜搅拌速率下，
用 10% CaO

乳液调整 200 mL 细菌氧化液 pH=4±0.5，
反应 25 min

后，
真空抽滤并进行检测，
但并未检测出滤液中的砷
含量，
说明除砷后的溶液中砷含量低于检测限，
砷已
被中和除净，
达到工业排放标准，
可安全排放。

3 砷钙渣稳定性试验
经 CaO 中和除砷后的细菌氧化液达到工业废

水排放标准，但是形成的砷钙渣渣量很大，并含有
大量砷，对环境有巨大的潜在威胁。因此，对砷钙
渣进行 XRF 分析、化学定量分析和 XRD 分析，为砷
钙渣稳定性试验提供理论依据。
3.1

化学成分分析

选择 CaO 作为沉淀剂，对细菌氧化液进行中和

图4

砷钙渣的 XRD 分析谱图

Fig.4 XRD analysis results of arsenic calcium slag

由图 4 可知，砷钙渣中存在的主要物相有石膏

［CaSO4 · 2H2O］、砷 酸 铁［Fe2（AsO4）］和 砷 酸 钙
［CaO· As2O5］。
3.3

砷钙渣稳定性分析

对砷钙渣进行溶出试探性试验，检验酸对砷渣

的溶解行为。为探究 Fe/As 对砷钙渣稳定性的影
响，试验中设置不同酸梯度。

2018 年 2 月 第 26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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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10 g 砷钙渣置于相同规格的器皿中，选用

偏酸性的去离子水作为浸出剂，液固比定为 10∶1。

在耐酸性试验中选用浓度分别为 0，
0.01，
0.05，
0.10，
0.50 mol/L 的 H2SO4 溶液作为浸出剂，浸出时间为
3 d。待试验结束后，
抽滤，
检测滤液中砷、
铁含量。

砷钙渣耐酸性试验得到的浸出液中砷、铁含量

如表 5 所示。

含量超标，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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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可以看出，
当 H2SO4 浓度低于 0.01 mol/L、

pH≈1.7 时，滤液中的砷、铁含量分别为 0.12 mg/L 和

0.32 mg/L，说明在此环境下仅有少量的砷、铁被溶
出，并未超过工业废水排放标准 0.5 mg/L；当 H2SO4

浓度逐渐增大甚至超过 0.05 mol/L 时，浸出环境
pH ≤1，此 时 滤 液 中 砷 、铁 含 量 分 别 为 5 mg / L 和
200 mg/L，
砷含量超标，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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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rsenic Removal from Bacterial Oxidation of Liquid Arsenical Ores
and Stability of Arsenic Calcium Residue
CHEN Yajing，YANG Hongying，TONG Linlin，
JIN Zhenan
School of Metallur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
Liaoning，China

Abstract：Taking strong acid bacterial oxidation liquid with high arsenic and high iron produced by the bacterial
oxidation gold extraction of one gold mine in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selecting calcium
oxide as precipitant to carry out the experiment of neutralization and arsenic removal.Through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the parameters such as pH value，temperature，stirring speed and reaction time on neutralization and
arsenic removal，the best arsenic removal conditions were determin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The influence of
arsenic and calcium residue stability in simulated natural environment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of arsenic
removal test showed that the arsenic removal ratio was 99.99%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pH=4~5，suitable
stirring speed，reaction for 25 min at normal temperature and achieved the purification of waste liquid.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arsenic and calcium residue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As and Fe in residue
were 4.04% and 19.79% respectively.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n the stability of arsenic and calcium residue in
simulated natural environment showed that：when the pH value was lower than 1，the arsenic in residue was
dissolved out of 5 mg/L，exceeding emission standards of industrial waste.According to the results，it is possible
to purify the wastewater by neutralizing arsenic with calcium oxide as precipitant，and the arsenic containing
could be stored when the environmental pH≥1.
Key words：bacterial oxidation liquid；neutralization and arsenic removal；single factor experiment；arsenic
removal radio；
arsenic iron coprecipitation；
arsenic and calcium residue；
pH；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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