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化工废水处理及其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蓝红波
吉林省德惠市生态环境监测站
DOI:10.12238/eep.v5i5.1641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工业行业得以长足发展,而与此同时工业废水问题日渐严峻,不仅
造成水环境污染,严重情况下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化学需氧量作为水质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
标,在废水分析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化工废水处理以及化学需氧量的深入研究,更加能够深度探索水资
源利用的最佳方式,对于环境保护具有深远意义。文章首先就化工废水处理重要性进行阐述,探索化工废
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方式,以及化工废水处理路径,希望可以为化工废水的处理和优化提供借鉴,实现我
国工业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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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y, the industrial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which not
only causes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but also may affect people's health in serious cases.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degree of water pollution, chemical oxygen dem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astewater
analysis.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of chem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chemical oxygen demand, we can
more deeply explore the best way to use water resources, whi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ce of chem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explores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 in chemical wastewater, and the treatment path of chemical
wastewater,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chemical wastewater, and realize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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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工生产活动中会排放出大量的废水废气,在这些废水废

化工是我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社会建设和发

气中包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其在与空气的接触中会对空气

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化

造成严重的污染,人们在吸入被污染的空气后会容易产生各种

工行业的污染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该问题得不到

各样的疾病,严重者会直接危及生命。将废水直接排放到土地

妥善的解决,将严重危及我国化工事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随

中,则会对农田、饮用水源造成严重的污染,最终对人的生命

着国家做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化工企业纷纷引

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例如,二氧化硫是很多化工企业排放废气

入各种各样的污水处理技术设备,希望能够提升废水处理效

中包含的主要物质成分,该物质成分进入空气后会形成酸雨,

果。在废水处理工作中,废水测定是前提和基础,只有做好废

酸雨落至地面,地面上的金属成分的物体将会受到严重的腐

水测定工作,保证数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才能为提升废水治

蚀,最终将严重危害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当酸雨进入河流后,

理实效提供坚实保障。而废水测定工作的核心内容便是水体

附近居民的饮用水将会受到严重破坏,直接危害饮水安全。由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该环节工作将直接决定着废水测定和处

此可见,对化工废水的治理,是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

理的质量和效果。

计。只有采取科学有效措施来实施有效治理,才能有效防范和

1 化工废水处理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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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废气废水对人类正常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的破坏,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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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污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治理,才能让环境保护落实到实

气相色谱仪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可以将混合的多组多成

处,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健康和谐关系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

分化合物分离呈单组化合物。该仪器可以将气相分子进行有效

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的分离。水体样本从进样系统进样后,由于一定载气的作用下,

2 化工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会通过分流或不分流的方式流入一定温度程序控制下的填充有

2.1重铬酸钾法测定化学需氧量

固定相的气相色谱柱,按照气相色谱柱上审定的固定相(多数为

重铬酸钾法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具有氧化率高、再现性

液相),对于存在于流动相(气相的载气)中的化合物具有不同的

好等优点,是国内外应用较为广泛的需氧量测定方法。该方

溶解度或吸附性能,这样就会表现出不同化合物在两相中的分

法的应用原理是：在强酸性溶液环境中,以重铬酸钾为氧化

配系数的差异,造成不同流动速度而使混合物分离为不同组分,

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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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个强氧化剂,在酸性溶液中,被还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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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经放大后由系统完成记录。按照色谱峰的峰值或峰面积可以对

所涉及到的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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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各种成分含量进行准确的测定。需要注意的是,该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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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铬酸钾法在强酸条件下,以硫酸_硫酸银为催化剂,让水
样中的还原性物质氧化,过量的重铬酸钾以试亚铁灵作为指示
剂,硫酸亚铁氨标准溶液回滴,依照重铬酸钾消耗的量则可以计
算水样的化学需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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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从色谱柱流出,进入检测器,转换为电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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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色谱柱、
温度、载气流速、进样时间、进样量等做出合理恰当的选择和
控制,这样才能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该种测定法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确定色谱柱,色
谱柱能够增加塔板数,与分离时间成正比,但是柱长过长色谱峰

2

变宽,也造成柱阻的增加,对于分离不利。因此,结合水样特性需

比如,实验的开展立足于恒电流库仑滴定法而展开,此种方
法建立在电解基础之上,通过在溶液中添加适当物质,增强恒定
电流方式分解水样,让其在工作电极上电解产生试剂,试剂与物
质定量反应,并通过电化学方法,结合电解消耗的点亮和法拉第
电解定律就被测物质的含量进行计算,法拉第电解定律的数学
表达公式为：

要选择3mm×2m不锈钢色谱柱,内充80-100目的Porapak-QS的固
定相和6021担体涂渍10%PEG-6000。
柱温的把控也是需氧量测定之重点,柱温作为废水需氧量
测定的重要参数,对于分离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直接影响
分离效能和速度,因此需要结合具体的水样考虑具体温度,一般
来说柱温不能高于固定液的最高使用温度,否则会造成液体的

W=

96487

挥发流失。从分离的角度来说,采用最低的柱温较为合适,但是

×

也容易因为柱温较低而造成固定液的扩散速度太少而导致分配

其中Q表示电量；96487表示欲测物质的分子量；n表示滴定
过程中被测离子的电子转移数；W表示欲测物质质量。
库仑式COD测定仪由电磁搅拌器、库仑滴定池、电路系统组

不平衡,峰形变宽,柱效也会下降,分析时间也会延长。所以对于
柱温的选择应当是为固体液分析效果而选定,峰形正常的情况
下采用最高柱温。

成,测定仪工作时候工作电极为双铂片工作阴极和阳极,电解产

气化室温度也是废水需氧量测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生滴定剂,电位变化指示库仑滴定终点。变换和显示电解电流,

气化室的作用是将液体气化为蒸汽,选择水样的适宜气化温度,

电流进行频率转化,可以就水样的COD值予以显示。

能够获得对称色谱峰形。在保证水样不分解的情况下,提升气化

库仑是COD测试仪进行水样需氧量测定,需要注意以下内
容：在空白溶液和样品溶液中加入重铬酸钾溶液,需要保证数量
的相同,回流消解15分钟,冷却之后再加入等量的硫酸铁溶液,
搅拌之后进行库伦电解滴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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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还原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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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滴定

,得到的结果为加入重铭酸钾之后的总氧化量；库仑滴

定样品溶液中

2

2− 得到的结果为加入重铭酸钾的氧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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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

=

(

8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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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 1 ）样品COD值,
96487

最后通过公式：
2，

温度有利于物质分离和定量。一般情况下气化温度高于沸点,
以让水样迅速气化而不产生分解为宜。
做好废水需氧量测定还需要做好载气流速的把控,既不可
让载气流速过高,而已不可让载气流速过低,否则会降低柱效或
给峰高峰面造成严重影响。最佳的载气流速需要依照速率理论
来选定。同时实验过程中做好进样时间和进样量的把控。

3 化工废水处理
3.1炉渣吸附
在电厂等工业生产当中,会涉及到大量的锅炉燃烧作业活
动,在煤炭燃料的燃烧中会排放出一定的固体废弃物。由于煤炭
在燃烧过程中与空气产生大量接触,在冷却后又发生了逃逸反

=

−

× 8 × 1000 /（96487 × V） 就

应,这就导致排放的炉渣呈多孔的外观状态。与此同时,炉渣中
包含有多重碱性氧化物等物质成分,与工业废水接触后会产生

亚铁离子损耗电量进行计算,进而计算

值。

2.2气相色谱法测定废水中的低浓度甲醇

一定的碱性物质,这就导致了工业废水中包含的有机物、重金
属、悬浮物等成分具有较强的吸附、过滤等功能。炉渣吸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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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处理中的应用过程较为复杂,需要根据废水的物理结构、化

4 结束语

学成分、有机物组成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具体的应用方法和效果,

在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的时代今天,化工行业的污水处理

但是不管其应用方法存在哪些差异,其原理都是运用炉渣成分

已经受到了社会上下的高度关注,并且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也在

中的吸附、中和和絮凝沉降作用。

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本文指出的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法等测定

3.2粉煤灰吸附处理

方法的应用,均可以收到良好的污水净化处理效果。另外,炉渣

吸附法是依靠吸附材料拥有广泛的来源、灵活的可选性以

吸附、粉煤灰吸附等处理方法也具有非常显著的污水处理效果,

及操作便利等优势而形成的新型污水处理方法。传统的吸附处

是未来化工废水处理技术研究的重点方向。另外,诸如活性炭等

理方法主要采用活性炭、树脂等原料作为吸附剂,虽然也具有良

公认的效果优良的吸附剂,可以对废水中的有害物质进行有效

好的效果,但是成本价格较高,材料的再处理也较为棘手。通过

吸附和清除处理,该材料技术与储气、膜分离、化工分离、分析

大量的试验研究后发现,粉煤灰和天然沸石等也是吸附剂的理

传感器等融合应用,将能够极大的提升污水处理的质量和效果,

想材料。粉煤灰是煤粉在高温燃烧条件下产生的,其形成的过程

也是废水处理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趋势和方向。深刻认识化工废

与活性炭的制作大致相同,都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主要成分为

水处理重要性,探索化工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测定方法以及化工

SiO2、AI2O3、Fe2O3,粉煤灰中包含的大量活性点可以与被吸附

废水处理的路径,仅仅是化工废水检测、处理的重要形式,相信

物质产生良好的化学、物理反应,从而对多种杂质进行充分的吸

随着人们对于化工废水处理的深入研究,化工废水中将得以更

附。该方法在废水处理的应用中,粉煤灰可以对铬废水、含磷废

好处理,我们的生态环境并不会因为化工行业的发展而遭到破

水、含氟废水、含酚废水以及多种有机废水进行有效的吸附,

坏,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愿景也将会得以实现。

以此来达到满意的污水处理效果。由于粉煤灰属于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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