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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工业废水处理工程是水环境保护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书针对工业废水处理"分为三篇!
第一篇"从常见污染物的性质入手"通过分析污染物的结构"了解污染物的物理#化学#物化和
生化性质"从而分析其常见化合物的种类及用途"判断其来源"最后依其性质"选择相应的处理
方法和分析方法!第二篇"参考了王郁老师的见解"把水处理过程看作稀水溶液的反应工程"
通过分析处理过程的反应原理"首先判断反应的可行性"再依据反应的动力学原理"探究其反
应速度快慢的机理"判断其工程可行性"并总结影响因素和操作参数!第三篇"以行业废水为
例"通过分析生产工艺"利用物料衡算和质量守恒"分析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再利用第一篇
和第二篇的知识"设计合理的分流处理工艺和综合废水处理工艺!另外"附录中整理了迄今为
止国家环保部颁布的行业工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和行业的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供同学
和同行参考"以便查找相关资料!

本书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经过八年试讲"总结了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反馈意见"经多次修
改#增删"期望同学们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能够独立分析全新的污染物#设计新的处理方法和了
解新的行业废水"成为工业废水污染的治理者#研究者#管理者#决策者!本书也可以作为环境
工程专业的教师#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根据各编者的专长"本书第一篇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李国亭负责编写"第二篇由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郭宇杰负责编写"第三篇由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郭宇杰和华东理工大学修光利共同编
写!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上官彬#易铁成#崔晋生#梅慧等同学参与了书稿的文
字整理和修订工作!全书由郭宇杰#修光利统稿!

工业废水处理工程涉及环境科学#化学#化工原理#生物学#系统工程学等多个领域和学
科"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共同推动环境
工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此深表感谢$

编!者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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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工业废水处理概论

!"!!概!!论

!"!"!!工业废水的分类
!!工业废水定义
工业企业的各行各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均称为工业废水#"#$%&'()*+,*&'-.*'-(!$

工业废水包括生产污水#被污染的工业废水!%生产废水#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未受污染或受轻微
污染以及水温稍有升高的排水"如冷却水%热排水等!和生活污水三种$

/!工业废水分类
通过区分工业废水的种类"了解其性质和危害"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研究处理措施$工业

废水一般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按照行业的产品加工对象分类$如冶金废水%造纸废水%炼焦废水%金属酸洗废水%纺

织印染废水%制革废水%农药废水%化纤废水等$
#/!按照工业废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的性质分类$如无机废水和有机废水$无机废水中

主要含有重金属盐类"如01/2 %3$/2 %3(42 %5-/2 %67/2 "或含有高浓度阴离子"如 58 %

9&:;8
< %3=8 %3+8 %>:/8

< 等$有机废水中主要含有机物"包括可降解和不可降解两类$这种
分类方法简单"有利于选择相应的处理方法$如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废水可以采用生物工艺处
理"无机废水则一般采用物理%化学等工艺处理$当然"一般工业废水中同时存在有机或无机
污染物"这就需要确定哪种污染物是主要的"是需要去除的$

#;!按废水所含污染物主要成分分类$酸性%碱性%含酚废水%含铬废水%放射性废水等$
这种分类方法的优点是突出了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成分"可针对性地考虑处理方法或进行回收
利用$将高浓度污染物回收后"再进一步采用普通的处理工艺对出水进行综合处理$如焦化
废水"通过萃取回收酚后"出水再采用生化工艺去除3:?3(和氮$

#<!除了上述分类方法外"还可以根据工业废水的危害性及处理难易程度"将废水分为三
类$!危害性较小的废水"如生产废水中排放的冷却水等"主要含有较高浓度的盐%阻垢剂而
且温度较高"对环境的毒害性不大"经过除盐%@6调节和降温"即可排放$"易生物降解无明
显生态毒性的废水"可以采用生化工艺处理"如酒精废水%食品加工废水$#难生物降解又有
生态毒性的废水"如印染废水中偶氮染料具有较强的致癌性"难以生物降解"还有含酚废水%电
镀废水等$

针对一种废水选择处理方案时"首先要了解废水中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性质$例如印染
废水"不同批次的原料"采用的染料%涂料%助剂都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进行废水处理时"必须
详细了解废水的产生过程"即工厂的生产工艺"明确污染物的数量%浓度%性质"才能有针对性
地选择有效的处理工艺$

!"!"#!工业废水对环境的污染
未经达标处理的污水排入水体后"会污染地表水%地下水"甚至土壤#含重金属等的废水!

和大气#含挥发性污染物如氨氮%硫化氢%酚等的废水!$水体%大气%土壤受到污染后"也就很
难在短时间内恢复到原有的环境水平"在环境管理和规划中我们已经对此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几乎所有的物质排入水体后都有产生污染的可能性"虽然它们的污染程度有所差别"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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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超过某一浓度均会产生危害$下面分别举例来说明$
#!!含无毒物质的有机废水或无机废水$有些污染物虽然本身无毒性"但超过一定浓度

和数量后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如蛋白质%淀粉等有机物"其排放浓度超过一定值后"在天然水
体中生物降解会消耗大量的溶解氧"造成水体发生厌氧%腐败"从而破坏水体的生态平衡&高浓
度的盐类"如=*3+%A7>:< 等"在天然水体中会造成很高的渗透压"导致水体中水生动植物脱
水死亡"破坏生态平衡$

#/!含有毒物质的有机废水或无机废水$这些有毒物质排入水体后"不但会造成水生动
植物的急性死亡"而且还会通过水生动植物的生物富集作用"在食物链中逐渐传递并累积"造
成长期的危害$

#;!不溶性悬浮物废水$如造纸%纤维废水中大量的纤维"选矿%采石%洗煤废水$这些污
染物会减少水体的采光性和复氧能力"造成水生生物的死亡和腐烂$

#<!含油废水$海上石油开采和石油水上运输过程的泄漏$
#B!高温废水$热污染是一种能量污染"它是工矿企业向水体排放高温废水造成的$一

些热电厂及各种工业过程中的冷却水"若不采取措施"直接排放到水体中"均可使水温升高"加
快水中化学反应%生化反应的速度"使某些有毒物质#如氰化物%重金属离子等!的毒性提高"溶
解氧减少"影响鱼类的生存和繁殖"加速某些细菌的繁殖"助长水草丛生"厌气发酵%发臭$

鱼类生长都有一个最佳的水温区间$水温过高或过低都不适合鱼类生长"甚至会导致其
死亡$不同鱼类对水温的适应性也是不同的$如热带鱼适合!B$;/C"温带鱼适合!D$
//C"寒带鱼适合/$!DC$又如鳟鱼虽在/<C的水中生活"但其繁殖温度则要低于!<C$
一般水生生物能够生活的水温上限是;;$;BC$

#4!氮%磷工业废水$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E!酸碱废水$导致水体的酸碱平衡破坏"水坝%船体%管道等设备的腐蚀$
#F!放射性废水的污染$长期存在于水体或被生物富集起来"直至自然衰减"导致生物不

可预知的基因突变$
#G!生物污染$在水中存在的微生物可分为两大类'植物和动物$植物又可分为藻类

#内含叶绿体!和菌类#一般不含叶绿体!两种&菌类分为真菌和细菌"如单细胞的酵母菌和多细
胞的毒菌"均属真菌类"同样细菌也有单细胞和多细胞之分$动物型分为单细胞的原生动物和
多细胞的微型动物"如轮虫%线虫%甲壳虫等$引起水体污染的微生物主要是致病细菌和病毒"
当然藻类过多地繁殖也会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D!环境内分泌干扰素$亦称为环境激素"是指环境中存在的能干扰人类和动物内分泌系
统诸环节并导致异常效应的物质$影响内分泌系统的环境化学污染物种类很多#如有机卤化
物%杀虫剂%除草剂%邻苯二甲酸酯%金属化合物等!"由于其对人类和动物的危害性"正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表! !列出了一些此类污染物的标准限值$可以预期"随着对环境内分泌干
扰素研究的深入和认识的提高以及人工合成物质种类的增加"此类污染物种类也将不断增加$

!!!表!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准限值!摘自$%&'&'"#((## #单位'H7(I!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三氯甲烷 DJD4
四氯化碳 DJDD/
三溴甲烷 DJ/
二氯甲烷 DJD/
!"/ 二氯乙烷 DJD;
环氧氯丙烷 DJD/

氯乙烯 DJDDB
!"! 二氯乙烯 DJD;
!"/ 二氯乙烯 DJDB
三氯乙烯 DJDE
四氯乙烯 DJD<
氯丁二烯 DJDD/

六氯丁二烯 DJDDD4
苯乙烯 DJD/
甲醛 DJG
/"< 二硝基甲苯 DJDDD;
/"<"4 三硝基甲苯 DJB
乙醛 DJDB

丙烯醛 DJ!
三氯乙醛 DJD!
苯 DJD!
甲苯 DJE
乙苯 DJ;
二甲苯 D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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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项目 标准值

异丙苯 DJ/B
氯苯 DJ;
!"/ 二氯苯 !JD
!"< 二氯苯 DJ;
三氯苯 DJD/
四氯苯 DJD/
六氯苯 DJDB
硝基苯 DJD!E
二硝基苯 DJB
五氯酚 DJDDG
联苯胺 DJDDD/

丙烯酰胺 DJDDDB
丙烯腈 DJ!
吡啶 DJ/
四乙基铅 DJDDD!
松节油 DJ/
丁基黄原酸 DJDDB
活性氯 DJD!
滴滴涕 DJDD!
林丹 DJDD/
环氧七氯 DJDDD/
对硫磷 DJDD;

甲基对硫磷 DJDD/
马拉硫磷 DJDB
乐果 DJDF
苦味酸 DJB
/"< 二氯苯酚 DJDG;
敌敌畏 DJDB
敌百虫 DJDB
内吸磷 DJD;
百菌清 DJD!
甲萘威 DJDB
溴氰菊酯 DJD/

阿特拉津 DJDD;
苯并!芘 /JFK!D84

甲基汞 !JDK!D84

多氯联苯 /JDK!D8B

微囊藻毒素 DJDD!
黄磷 DJDD;
铍 DJDD/
锑 DJDDB
铊 DJDDD!
镍 DJD/
钛 DJ!

!!上文讨论的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及其来源如表! /所示$

表! #!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及其来源

污染物 主要来源

游离氯 !氯碱厂%造纸厂%石油化工厂%漂洗车间
氨及铵盐 !煤气厂%氮肥厂%化工厂%炼焦厂
镉及其化合物 !颜料厂%石油化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
铅及其化合物 !颜料厂%冶炼厂%蓄电池厂%烷基铅厂%制革厂
砷及其化合物 !农药使用过程%农药厂%氮肥厂%制药厂%皮毛厂%染料厂
汞及其化合物 !氯碱厂%石油化工厂#氯乙烯"乙醛!%农药厂%炸药厂%汞矿山厂
铬及其化合物 !颜料厂%石油化工厂%铁合金厂%皮革厂%制药厂%陶瓷%玻璃厂%电镀厂
酸类 !三酸工业%石油化工厂%合成材料厂%矿山%钢铁厂%金属酸洗车间%电镀厂%染料厂
氟化物 !磷肥厂%氟化盐厂%塑料厂%玻璃制品制造厂%矿山
氰化物 !煤气厂%丙烯腈生产厂%有机玻璃厂%黄血盐生产厂%电镀厂
苯酚及其他酚类 !煤气厂%石油裂解厂%合成苯酚厂%合成染料厂%合成纤维厂%酚醛塑料厂%合成树脂厂%制药厂%

农药厂

有机氯化物 !农药厂%农药使用过程%塑料厂
有机磷化物 !农药厂%农药使用过程
醛类 !合成树脂厂%青霉素药厂%合成橡胶厂%合成纤维厂
硫化物 !硫化染料厂%煤气厂%石油化工厂
硝基及氨基化合物 !化工厂%染料厂%炸药厂%石油化工厂
油类 !石油化工厂%纺织厂%食品厂
铜化合物 !石油化工厂%试剂厂%矿山
放射性物质 !原子能工业%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医院
热污染 !工矿企业的冷却水%发电厂
生物污染 !制药厂%屠宰场%医院%养老院%生物研究所%天然水体%阴沟
碱类 !氯碱厂%纯碱厂%石油化工厂%化纤厂

!!表! ;综合了一些工业废水的主要化学成分$

表! &!典型工业废水主要化学成分

废水来源 @6 =6; = 3:?3( L:?B >> 油或砷 酚 氰化物 硫化物

石油化工厂 E$F ) ) /DD$/BD BD$/BD 油;DD$
<!BDD

) ) !DD$/DD

油页岩厂 EJB$FJB !EFD$
!F<D

BEDD$
EDDD

) 4D$!BDD 油/DD$
!<;D

/DD$/4D DJ/$DJG <BD$BDD



! !! #!!!! !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续表

废水来源 @6 =6; = 3:?3( L:?B >> 油或砷 酚 氰化物 硫化物

煤气厂 4$G /DDD$
;DDD

) ) /DD$<DD ) BDD$EDD !B$;D BD$!DD

焦化厂 F$G !4;<$
!G4F

B/<B$
EEEF

!</D$
/DED

<4$BF ) G;D$!4GD !JB$;JD BJ<

制革厂 4$!/ ) ) //D$
//BD

ED$
!;EDD

) )

造纸厂 FJF$!DJ/ DJB$/J! /DEE$
/E4E

) 4;<$!B/F ) )

印染厂 G$!/ EJE !!DD ;BD !<B ) ) EJ<
化纤酸性废水 /J/ ) !DF BD 4; ) )

化纤碱性废水 !/JB ) /!! !FD !DE ) )

氮肥厂 4JB$EJB ) ) ) 8/DD$
;/D

砷DJ!$
DJF

) )

屠宰场 EJF GD ) !EDE ) ) )

!"#!废水的来源和特性

工业废水的体积和浓度通常以产品的单位来定义$如对某一造纸厂的废水"通常以每吨
纸浆产生的废水量%每吨纸浆产生的B日生化需氧量#L:?B!等表示$任何一个工厂都存在废
水流量特征的统计变化数据"其变化的程度取决于制造产品的差异和产生废水的生产过程$
不管操作是分批的还是连续的"好的生产过程应当产生最少的废料和最少的废水$

废水流量及其特性较大范围的变化"同样体现在同行业中$随着加工工序的不同%产品生
产过程的不同%水的循环再生利用的不同"其结果也会不同$因此"一个工厂废水的负荷及其
变化"通常需要通过监测来确定$一些典型工业废水的特性和流量变化如表! <所示$

表! )!一些典型工业废水的特性和流量变化

指标

概率(M

水量(H; L:?B(N7 >>(N7

!D BD GD !D BD GD !D BD GD

纸浆造纸(吨纸产品 <BJF !EGJ/ ;DFJ< !FJE 4;JG !/!J; /FJE !!BJF <<!JD
纸板厂(吨纸产品 ;!J; <BJF !!/JB !!JD ;DJG BDJE /EJ4 B/JG E/JF
屠宰场(吨活杀质量 !J< 4JE ;4J! FJ< /FJG GEJF 4JE /!JF 4FJG
啤酒厂(H;啤酒 ;JD FJB !;JF <JG !/J/ /4FJ; !JB EJ; !<JG
制革厂(吨生皮 ;BJ; EBJ4 !!<J/ BEB! GEB !<DD 4DD! !GDD ;/DD

注'对于前四种工业废水"该项统计的是L:?B的排放量"而对于制革废水"关注的是9&的排放限度"单位为H7(I$

!"&!工业废水调查

总之"水体污染是我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而主要原因是工业废水未能达标排放$
工业废水调查涉及制定一个用水和排水全过程中水和污染物平衡的设计过程"同时建立

针对各工序和全厂生产工序的废水特征监测机制$调查结果能够展示水的平衡"并获取废水
处理中水量和污染物浓度变化资料$因此"调查包括水量和污染物浓度两个方面$



$!!!! !!!第!章!工业废水处理概论!

!"&"!!水量调查
废水流量的测定方法的选择"通常取决于测定对象的物理位置$
当废水通过污水管时"可以通过测量管道内废水流速和深度计算流量'! " 过水截面积

#$流速%$此方法仅适用于污水管管径均匀并部分充满的情况$水的平均流速可用两孔间
浮标法测定的表面流速的DJF倍来估算$

较准确的测量可以采用流量计来进行$对于沟渠"可筑一个小堰按照上述方法测定明渠
中水深和流速经估算得出流量$在某些情况下"流量是通过一个连续工作的泵的泵速和时间
求得$另一些情况下"日废水量是通过记录工厂日耗水量"再乘以损耗系数求得$

通过收集信息得到废水流量和污染物特征"其步骤可以归纳如下$
#!!通过调研工厂各级操作程序和生产工序"绘制出污水管道图#参见图! !!"并标出可

能产生废水的点和预测流量的大致数量级$

污水管线

由"
至"

!
洗涤机

/
切割机

;
洗涤管

<
洗涤管

B
漂白机

4
冷却管

E
储备槽

F
振荡筛

G
排水管

!D
筛网

排水管 筛网 废水处理

污染

物排

放量

流量(#H;(H)#! F/JD !D/ ;GJ; 4FJD !E G/J4 4;JG EJG <E/JG <BE
L:?B(#N7($! !!/B !D;B !E4 <;F /EB E;;JB F;JE ;FED /F!;
3:?3((#N7($! !4;F /DFF /BD <4< ;G/ G4; F4J< BFBD <<G!
>>(#N7($! F!G !!!4 F/JF !/4 4<JF /;G /; /<EB E4B
O>>(#N7($! EF; !D4/ <; <! <! !/D !E /!!B FBB

污染

物排

放浓

度

L:?B(#H7(I! GF;D E!!/ ;!;D <4DD !!;DD B4;D G!F BE;D 4/DD
3:?3((#H7(I! !<DDD !<<DD <<BD <EFD !4!DD E/FD GBD ;4ED 4D;D
>>(#H7(I! 4GBD E44D !<4D !;DD /4ED !F;D /BD ;4ED !!ED
O>>(#H7(I! 44GD E/GD E4D </D !E!D G!D !GD ;!<D !D;D

图! !!某一谷物加工厂的废水流量和物流平衡图

#/!制订采样和分析时间表$为此"流量加权的连续混合采样是最理想的"但实际情况
往往是要么条件不具备"要么取样人员不能总在现场而难于做到$取样周期和频率要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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