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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工业的不断发展,废水的数量和来源也在高速增长。工业废水种类繁多,其成分也非
常复杂,不仅处理难度很高,而且对环境也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制药、化工、印染等行业中,其产品
附加值不高,但是产污量很大,所以急需找出有效地治理办法来解决其废水污染的问题。本文针对废水的
治理工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探讨,并结合了南京某废水处理厂的工程设计提出了具体的废水治理措
施以供参考。
[关键词] 废水；治理工艺；工程设计
中图分类号：X70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工

[1]
进行大致的划分 。通常情况下我们对工

解酸化池、改良AAO池、二沉池、高密度

厂不断增加,加重了废水的排放数量,而

业废水的划分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

沉淀池、V型滤池、臭氧BAC滤池、PH调

且由于废水处理技术并不完善,导致环

按照废水中含有的污染物质的化学成分

节既废液池再加上吸附滤池的废水处理

境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对人们

进行分类,含有无机物的就属于无机废水,

工艺,经过处理的尾水能够达到《地表水

的生活和健康产生了影响,对社会经济

含有有机污染物的就是有机废水,例如电

环境质量标准》中要求的V类标准,最终

的可持续发展也产生了不小的阻碍。所

镀废水以及矿物加工产生的废水就都属

[2]
排放至玉莲河后汇入长江 。

以为了保证城市健康、科学地发展,加强

于无机废水,而食品加工或者石油加工产

3 工程规模

对于废水的监测和治理,在大限度的减

生的废水就是有机废水了。第二种分类则

3.1水量设计

少废水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才能够减少

是针对工业生产企业的产品及其加工对

示例的废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的规模

其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

象进行的分类,比如冶金废水、化学肥料

为1万m /d,远期的规模为2万m /d。一期

3

3

1 废水的来源和分类

废水、造纸废水、纺织印染废水等等,这

工程的总变化系数取KZ=1.58,除了调节

1.1来源

些废水都具备该工业生产企业的产品特

池以前的进水泵房、反应沉淀池以及曝

自然界的水资源经过人类的生产和

点。最后一种是按照废水中所含的污染物

气沉砂池以外,其他环节都按照平均流

生活运用又排向自然界的水,这些水已

成分进行的分类比如以酸成分为主的就

量进行设计。

经改变了原本的组成和性状,受到了污

是酸性废水、含有大量碱成分的就属于碱

3.2水质设计

染而失去使用价值,被废弃排放的水就

性废水等等。以上分类中的前两种分类方

由于该废水处理厂主要处理的是电

被叫作废水。废水包括生活污水以及工

法是不涉及到废水中污染物的主要成分

子企业的生产废水,其进水水质可以参

业废水,其中工业废水指的是工厂在进

的,所以就不能确切表明废水的危害性,

考伤害台积电项目的进出水水质,并在

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排放出的废水,这

而第三种分类方法可以明确表示出废水

具体的数值上进行一定的扩大。经过处

些水中含有大量的杂质甚至是有毒物质,

中所含的污染物成分,能够直观的看出废

理后的尾水最后会排放进长江,所以为

是需要进行治理的主要对象,其中主要

水的危害性。

了保障长江的水环境不会遭到破坏,出

包括工艺用水、机器设备用水、烟气洗
涤水等等。

2 工程概况

水的水质一定要严格按照《地表水环境

本文以南京市某一废水处理厂一期

质量标准》中的V类标准执行,具体的进
[3]
出水水质要求可见下表(表1) 。

1.2分类

工程为例,详细阐述了其工程规模及具

工业废水区别于生活污水,它们种

体的废水治理工艺。该废水处理厂位于

4 废水治理工艺

类更多、危害更大。由于不同的工业生

浦口桥林街道,厂区主要的配套工厂是

4.1废水治理的基本原则

产有着不同的工艺,所以它们产生的废

台积电项目和其他企业,其占地面积约

(1)尽量选择无毒无害的生产工艺

3

水性质也有着很大的不同。由于工业废

为82亩。该工程规模为1万m /d,采用的

代替传统落后的生产工艺,地从源头上

水的成分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可以将其

是曝气沉砂、反应沉淀池、调节池、水

杜绝有毒、有害的废水产生。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9

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2)水解酸化工艺。水解酸化处理的

更加符合标准。所以二者联用的组合能

项目

单位

进水水质

出水水质

目的是把复杂的有机物进行降解,使其

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出水水质的稳定,进

BOD5

mg/L

100

≤10

变为溶解性简单并且易降解的有机物,

一步降低了出水回用地风险。

CODCr

mg/L

300

≤40

从而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对后期的

SS

mg/L

100

≤10

好氧生物的处理很有助益,所以说水解

根据本文示例废水处理工程中的

TN

mg/L

60

≤15

氨氮(以 N 计)

mg/L

40

2

酸化的过程其实是一种对好氧生物进行

含水量小于60%的处理目标,可以采用

TP

mg/L

6

≤0.4

提前处理的方式。

浓缩池刮泥机和板框压滤机结合的污

氟化物(以 F-计)

mg/L

8

≤1.5

进出水水质要求一览表

pH 值

—

6-9

表 1

6-9

4.3污泥处理工艺

(3)生化处理工艺。进水水质BOD5与

泥处理方式,具体的污泥处理工序是排

CODCr的比值大概是0.33,而且从TKN/BOD5

泥、污泥浓缩池、板框脱水机以及干污

以及TP/BOD5这两两对比的比值来看,采

泥外运填埋。

(2)如果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

用生物降解法来除磷和脱氮是非常可行

5 结束语

有毒的原材料并且生产有毒的产品,一

的一种办法,所以将其应用在废水处理

总而言之,对于工业废水进行有效

定要严格把控生产操作的每一个环节,

[6]
中,对废水进行脱氮除磷效率很高 。

减少滴漏和流失情况,采取最科学合理
[4]
的生产流程并使用最先进的设备仪器 。

地处理才能够保证相关生产企业的长远

(4)深度处理工艺。由于该工程设

展,废水带来的环境影响也为很多工业

计的出水标准为地表V类水的标准,所

生产企业带来了经验和教训,本文结合

(3)对于一些含有重金属、放射性物

以要求CODCr的含量必须小于40mg/L,

了南京市某废水处理厂的工程设计提出

质等剧毒废水一定要进行分类,与其他

而低于50mg/L的有机物基本上很难通

了全面的废水治理工艺,希望可以对今

废水分流,以便于后期的处理和有用物

过常规的生化处理对其进行降解,因此

后废

质的回收。

需要采用臭氧活性炭结合的工艺来进

(4)废水处理工艺是否可靠并能够
达到出水标准的要求。

行深度处理。
臭氧活性炭联用工艺的具体含义是

[参考文献]
[1]秦冰,李勇,李方.综合染整废水
的"双膜法"处理工艺及尾水回用工程设

(5)废水治理工艺的造价以及运行

指在活性炭滤池前加臭氧,通过臭氧的

成本的高低,具备进行的废水处理工作

氧化作用来去掉有机物质,还能对水中

[2]王曦.南京某工业废水处理厂一期

的条件。

的大分子物质进行降解,让其变成很容

工程设计[J].净水技术,2017,36(S1):73-76.

4.2废水处理工艺

易被活性炭吸附的小分子,除此之外,还

[3]王俊杰,谢程.石油化工工业废水处

(1)预处理工艺。结合该工业园区的

能够有效去除废水的色度、嗅味以及浊

计[J],净水技术,2014,(05):89-91+103.

理工艺研究[J],石化技术,2017,24(12):36.

废水排放特点可以选择采用预处理技术,

度等等,从而提高了其可生化性能。经过

运用该技术主要可以缓解水质和水量的

了臭氧的氧化作用,废水中的有机物质

大幅度波动,从而降低对后续处理缓解

被氧化改变性状,从而转化为了可以被

的冲击力和负担。除此之外,当进水氟化

生物降解的COD,可以在后续的生物炭滤

物超标时,提前投入CaCl2可以降低后续

池中被过滤掉。生物炭滤池利用活性炭

[6]王璐,张福东.化学工艺在废水处

[5]
除氟的压力 ,由此就可以确定预处理

的吸附作用进一步的去除了废水中的有

理中的应用原则与要点探究[J],中国化

工艺的开展顺序为曝气沉砂池到反应沉

机物质,同时还能够去除其中的重金属

工贸易,2019,11(005):69.

淀池,最后进入调节池。

离子、TN等消毒产生的产物,保证了水质

50

[4]丁浩.浅谈工业废水处理工艺[J],
农家科技(下旬刊),2019,000(003):258.
[5]李薇.浅析工业废水处理工艺现状
及发展[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9,(4):103.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