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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业生产对于水资源需求量的提高,加大了工业废水的排出量。分析工业废水的特点,发现某些
化工废水的盐度相对较高,对于微生物的活跃性影响也最大,单纯使用生物法,能够发挥的治理效果非常
差。基于此,本文重点针对化工高盐度废水治理技术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旨在提高化工行业的环保
性能,促进化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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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reases the discharge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t is found that the salinity of
some chemical wastewater is relatively high and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activity of microorganisms.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biological method alone is very poor.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high salinity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rformance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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