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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厨垃圾水解酸化液活化磷矿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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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室内培养方法,通过选取餐厨垃圾在 2 种不同 pH 发酵条件下的水解酸化液,研究了其对低品位磷矿粉

的活化情况.结果表明,控制 pH 为 6.
5 与 pH 不控制发酵条件下的餐厨垃圾水解酸化液相比,前者对磷矿粉的活
化能力较强;活化效果随水解液用量的增加而降低,m水解液 /
m磷矿粉 为 1∶
10 时,活化效果最好,水溶性磷质量比较培

养前提高 743%.X 衍射试验结果表明,水解液与磷矿粉作用后,磷矿粉 X 衍射图谱有较大变化,表现为某些峰的
缺失和峰强度的变化.

关键词:餐厨垃圾; 水解酸化液; 活化磷矿粉
中图分类号:X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11X(2008)02001605

Research on Hydrolysate of Food Waste to Activate Phosphat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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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ease of phosphorus from phosphate rock was studied by using two kinds of hydrolysate in

the different pH of anaerobic diges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ydrolysate with pH 6.
5 was much

more efficiency than that with other pH; the efficiency of P release from phosphate became small when in-

creasing the quantity of the hydrolysate.When the proportion of m hydrolysate and mphosphate was 1∶
10, the active efficiency of phosphate rock was the best, and watersolubility phosphorous could increase 743%.X
ray diffraction characteristic was different after incubation and their crystal structure changed greatly.
Key words:food waste; anaerobic hydrolysate; active phosphate rock
我国磷矿总资源虽然储量大,但以中低品位磷

性

[13]

;土壤中溶磷菌的溶磷作用与其代谢产生的低

矿为主,作为磷肥直接施用效果不理想.传统的磷肥

分子量有机酸有直接关系

生产方法是用磷矿粉与硫酸或磷酸反应生成过磷酸

化产生大量有机酸类物质,主要包括甲酸、乙酸、丙

钙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生产方式对环境及生产者具

酸、丁酸和己酸等,大部分甲烷气体都是由有机酸进

有一定的危害性.随着农业对磷肥需求量的逐年提

一步分解而形成的

高,研究中低品位磷矿粉的有效利用技术是非常必

有机酸,有丰富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其在农业上

[5]

[ 4]

.餐厨垃圾厌氧水解酸

.餐厨垃圾水解液含有大量的

良剂混合使用、局部磷矿粉与硫酸或磷酸的酸化反

的应用潜力巨大.本文选取餐厨垃圾在不同 pH 发

应以及采用某些微生物处理的方法等.大量试验表

的活化作用,为提高磷矿的有效性提供一条新的技

明,有机酸可通过溶解、络(螯)合等作用对难溶性磷

术途径,同时也有效解决了餐厨垃圾水解酸化液的

要的.目前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磷矿粉与土壤改

酸盐 具 有 一 定 的 释 磷 效 果, 从 而 提 高 磷 的 有 效

酵条件下的水解酸化液,研究了其对低品位磷矿粉

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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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取 250 g 餐厨垃圾和接种污泥 150 g,混匀装入

材料与方法

500 mL 圆底烧瓶中,置于 35 ℃恒温水浴锅中;分别
在控制 pH 为 6.
5 及不调节 pH 条件下进行水解酸

1.
1 材料

水解酸化液( LW):为餐厨垃圾厌氧水解酸化段
表1

化,水解液具体性质见表 1.

水解酸化液基本性质

Tab.
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ydrolysate
水解液
hydrolysate
LW1
LW2

c有机酸organic acid /
(mmol· L )
-1

pH
6.
65

w水溶性磷water-solubility P /

游离态 dissociative

总的 total
553.
2

(mg· kg )
56.
3

234.
0

267.
1

89.
1

…

3.
72

磷矿粉:pH8.
9,w 全磷 =26.
3%(P2 O5 ),水溶性磷

34.
2 mg· kg ,磨细过 80 目筛.
-1

1.
2 方法

水解酸化液用量设 4 个水平:20、40、60、80 g,磷

-1

度 10°/
min,扫描角度:2 ～70°
.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水解酸化液对磷矿粉的活化效应
LW1 对磷矿粉的活化效 应

矿粉用量均为 200 g,将水解液 1( LW1) 的 4 个处理

2.
1.
1

(LW2)的 4 个处理依次记为 T11、T12、T13、T14,共

以看出,水解酸化液用量不同,水溶性磷含量表现出

图 1 显示了

按以上用量依 次记为 S11、 S12、 S13、 S14; 水解液 2

LW1 与磷矿粉培养过程中水溶性磷的变化曲线.可

计 8 个处理.

不同的变化趋势.低用量处理 S11 和 S12 的水溶性

试验在(30 ±1)℃恒温水浴锅中进行.磷矿粉

与水解酸化液混合均匀后,装入 250 mL 磨口玻璃瓶

中,盖紧瓶塞,恒温厌氧培养.分别于第 0、3、7、11、

16、30 d 取样,每次取样 5 g,风干,测定水溶性磷及

磷含量不断提高,培养 30 d 后,水溶性磷质量分数分
别由培养前的 29.
02 和 43.
15 mg· kg 提高到培养
-1

后的 244.
59 和 196.
22 mg· kg ,分别提高了 743%
-1

和 355%,表明低用量处理对磷矿粉具有较强的活化

pH.水溶性磷测定:称取 1 g 样品( 过 100 目筛) 于

作用.用量较高的 S13 和 S14 处理水溶性磷含量则

上振荡 15 min(振速 150 次· min ),无磷滤纸干过

磷含量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水解液用量增大后,其

250 mL 塑料瓶中,加 100 mL 蒸馏水;在恒温振荡机
-1

滤,钼锑抗比色法测定滤液中磷含量,3 次重复
pH 采用 pHS -25 型精密 pH 计测定

[ 7]

.

[ 6]

呈现出下降 -上升 -下降的趋势.培养初期,水溶性

. 所含的有效磷也增多,而磷矿粉对这部分磷可能具
有一定的吸附作用,从而导致了总水溶性磷的下降;

对培养前后样品进行 X 射线衍射分析:选取活

随着有机酸对磷矿粉活化作用的增强,水溶性磷开

机理.将磷矿粉磨细过 300 目筛,用 X 射线粉末衍射

养前提高了 56%和 48%;之后又缓慢下降并逐渐趋

化效果较明显的 S11 处理,从结构上定性分析活化

始缓慢增加,其最大值出现在 11 d,两处理分别较培

仪测定 XRD 谱及 d.试验条件为:电压 40 kV,电流

于稳定,培养 30 d 后水溶性磷只有小幅度提高,活化

30 mA,封闭式铜靶射线源,石墨单晶干涉器,扫描速

图1

效果不明显.

LW1 与磷矿粉培养过程中水溶性磷变化趋势

Fig.
1 Variation of the watersolubility P during the incubation of LW1 and phosphat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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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LW2 对磷矿粉的活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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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2 与磷矿粉

溶性磷质量分数为 127.
28 mg· kg ,较培养初期提

变化趋势同 LW1 各处理基本一致.T11 处理水溶性

质量分数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都是下降 -上升

培养过程中水溶性磷含量变化规律见图 2.各处理
磷质量分数不断提高,到 16 d 时基本趋于稳定,培养
结束 时 达 到 154.
96 mg · kg , 较 培 养 前 提 高 了
-1

-1

高了 108%.T13、T14 处理与 S13、S14 处理水溶性磷

-下降.培养前7 d,水溶性磷有明显的下降;之后开

始不断升高,到 16 d 时分别达到最高值 112.
64 和

184%.T12 处理在培养前期水溶性磷增长缓慢,至

120.
88 mg · kg , 较 培 养 前 分 别 提 高 了 67% 和

149.
75 mg· kg ,16 d 后开始下降,培养结束时水

小幅度的提高.

11 d 时迅速提高, 水溶性 磷质 量 分 数 达 到 最 高 值
-1

图2

-1

60%;此后又开始下降,培养 30 d 后,水溶性磷只有

LW2 与磷矿粉培养过程中水溶性磷变化趋势

Fig.
2 Variation of the watersolubility P during the incubation of LW2 and phosphate rock

2.
2 水解酸化液活化磷矿粉培养前后 pH 的变化

由表 2 可知,由于水解酸化液的加入,磷矿粉的
pH 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培养一段时间后,各处理

pH 都 有 所上升, 但上 升幅 度都不 大, 基 本 不 超 过
0.
6.说明磷矿粉中的成分与有机酸发生了化学反

2.
3 活化前后磷矿粉 X 射线衍射图谱变化

图 3 显示了活化效果相对较好的 S11 处理培养

前后 X 衍射图谱的变化情况.经水解酸化液处理的
磷矿粉 X 衍射图谱有很大差别,主要表现为某些峰

的消失和峰强度的变化.水解酸化液与磷矿粉培养
应,消耗了有机酸中的氢离子,提高了混合物的 pH. 一段时间后,总谱峰数由 40 条减少为 34 条,表明活
另外,各处理 pH 的变化无明显规律,表明有机酸对 化剂的加入降低了磷矿粉的结晶程度;可能是由于
磷矿粉的活化能力与 pH 没有显著相关性,王光华
水解酸化液使磷矿粉体系中的部分钙离子被有机阴
[4]
等 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离子吸附或络( 螯) 合,从而降低了钙离子与几种磷
表2

培养前后 pH 变化情况

1)

Tab.
2 pH changes during incubation
处理

第0 d

第 30 d

pH 变化量

酸根的离子键强度,导致了峰谱数的减少和结晶度

的降低.磷灰石特征衍射峰 0.
279 6 nm 处峰强度与
磷矿粉有效性有关,有效磷含量与此衍射峰的强度

treatment

the beginning
7.
91 ±0.
07

the 30 d
8.
52 ±0.
02

changes of pH

S12

7.
76 ±0.
06

8.
04 ±0.
00

0.
28 ±0.
06b

反比

S13

7.
45 ±0.
01

7.
68 ±0.
07

0.
23 ±0.
08b

S14

粉直接施用的效果有一定的相关

7.
31 ±0.
06

7.
66 ±0.
04

0.
35 ±0.
02b

T11

图谱显示磷灰石特征衍射峰强度明显下降,这种晶

7.
90 ±0.
01

7.
91 ±0.
01

0.
01 ±0.
00b

T12

体结构的变化,对提高磷矿粉有效性有一定作用.另

7.
34 ±0.
00

7.
74 ±0.
02

0.
40 ±0.
02a

T13

7.
26 ±0.
01

7.
56 ±0.
03

0.
30 ±0.
02ab

T14

7.
16 ±0.
11

7.
34 ±0.
04

0.
18 ±0.
15ab

S11

th

0.
61 ±0.
05a

1)表中数值为平均值 ±标准误( n =3),同列数据后具有相
同字母者示无显著性差异(P =0.
05,Duncan’s 法)

成反比,与半宽高(FWHM)成正比,也即与结晶度成
[8]

.有报道称磷灰石特征衍射峰的峰形与磷矿
[9]

.培养结束后,

外,代表石英特征衍射峰的 0.
423 9 和 0.
333 6 nm

处峰强度分别降低和增强,说明水解酸化液对磷矿
粉中石英的特征峰有一定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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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培养前后磷矿粉 X 射线衍射图谱

Fig.
3 The X ray difference between phosphate rock and active phosphate rock

3

19

讨论与结论

餐厨垃圾水解酸化液对磷矿粉的活化机理主要
是水解液中的有机酸通过溶解、络( 螯) 合等作用释
放磷矿粉中的无效磷.有研究表明,有机酸在活化土
壤磷及难溶性磷酸盐效率上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取
决于有机酸的种类和土壤中难溶性磷酸盐的结构 2
[10]
[ 4]
个方面 .王光华等 也证实了不同有机酸对磷矿
粉释磷效应上的差异,并指出导致这种差异产生的
原因与不同有机酸化学结构和螯合功能集团的空间
构型有关.
餐厨垃圾的厌氧发酵(水解和酸化) 程度和发酵

类型受 pH 的影响,调节 pH 可以明显提高餐厨垃圾
[11]
的水解酸化效率 .在不同 pH 值条件下,水解酸化
产生的有机酸种类及形态也不同.LW1 为 pH =6.
5
时的发酵产物,此条件下丁酸是水解酸化主要产物,
有机酸以离子态为主.而 LW2 为 pH 不控制时的发
酵产物,有机酸成分主要以丙酸为主,且大多数以游
离态为主;此条件下不利于水解酸化的进行,总有机
酸生成量低于前者.本试验结果表明,LW1 对磷矿
粉的活化能力总体上高于 LW2 处理,可能是由于有
机酸种类、性质的不同,使 2 种水解酸化液对磷矿粉
的活化机理也不完全一致,导致 2 种水解酸化液对
磷矿粉活化能力的差异;另外有机酸浓度对磷矿粉

20

华

南

农

业

活化也有一定影响,有机酸浓度较大的 LW1 对磷矿
[ 3]
粉的活化能力较强,庞荣丽 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本试验还发现水解酸化液 pH 与磷矿粉的活化效果
没有明显的相关性,降低水解液 pH,活化能力未必
提高,许多研究也表明溶磷菌的溶磷效率与培养介
[ 1213]
质 pH 之间缺乏相关性
.与有机酸不同的是,无
机酸的释磷则主要与溶液中氢离子的变化有直接关
系,即酸度越高,活化能力越强.
水解酸化液用量对磷矿粉的活化作用有一定影
响,用量越高,活化效果反而越低.m水 解液 ∶m磷矿 粉 为
1∶
3和 4∶
5 的 2 个处理在培养初期水溶性磷含量有
明显的下降过程,可能是由于磷矿粉对水解酸化液
中的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可见,当水解酸化液与磷
矿粉混合培养时,磷矿粉对水解液中磷的吸附同水
解液对磷矿粉的活化作用共存,二者存在一种竞争
关系.当水解液用量低时,活化作用占优势,其溶解
释放磷矿粉中有效磷的量大于磷矿粉吸附水解液中
磷的量,表现出总水溶性磷含量的提高.随着水解液
用量的提高,磷矿粉对水解液中磷的吸附作用逐渐
增强,掩盖了水解液对磷矿粉的活化作用,表现为总
水溶性磷含量的降低.建议在农业应用中,尽量降低
+
水解酸化液的用量,这样也可降低水解液中 Na 对
作物的毒害风险.
控制 pH 为 6.
5 与 pH 不控制时的餐厨垃圾水解
酸化液相比,前者对磷矿粉的活化能力较强;活化效
果随水 解液用量的增 加 而 降 低, m 水解 液 ∶ m 磷矿粉 为
1∶
10时活化效果最好,水溶性磷含量可提高 743%.
水解液与磷矿粉作用后,X 衍射图谱有较大变化,表
现为总谱峰数的减少和某些峰强度的减弱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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