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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
复合微生物制剂，
包括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
荧光假单胞固体粉剂、过氧化氢酶和脂肪酶，
四
种组分混合后加入活性污泥池、
接触氧化池或好
氧池中进行污水的处理。本发明中 ，
地衣芽孢杆
菌及荧光假单胞菌利用污水中易于降解的有机
质快速生长繁殖，
当生长到一定浓度后，
快速降
解废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
过氧化氢酶能够快速
.
消除体系中的OH 自由基，
降低对菌体毒害作用，
提高氧利用率，
脂肪酶用于分解废水中动植物油
脂类有机质，
各组分相互配合、
协同工作，
使出水
的COD明显降低，
各组分简单易得、
成本低廉，
使
用时不增加设备、
操作简单、
风险小，
能够显著提
高 系统处理效率 ，增强 系统稳定性 ，
降 低出水
COD，
最终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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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其特征在于：
包括按照重量份数比
混合的以下组分：

所述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为5×10 1 0 CFU/g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固体粉剂为5×
108CFU/g；
所述过氧化氢酶的酶活力大于100000U，
所述脂肪酶的酶活力大于20000U；
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使用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当使用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系统时：
将复合微生物制剂加入停止进水的活性污泥池或
接触氧化池中，
继续曝气20～30小时后恢复进水后完成处理；
当使用A-0污水处理系统时：
将复合微生物制剂加入停止进水的好氧池中，
继续曝气20
～30小时后恢复进水后完成处理；
活性污泥池或接触氧化池的有效容积换算成重量后的千分之一为所加入的复合微生
物制剂的重量，
所述曝气期间污水中溶解氧为2～4mg/L；
好氧池的有效容积换算成重量后的千分之一为所加入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重量，
所述
曝气期间污水中溶解氧为2～4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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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及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富含表面活性剂废水净化技术领域，
尤其是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
液的复 合微生物制剂及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切削液是一种用在金属切削、磨加工过程中，用来冷却和润滑刀具和加工工件的
工业用 液体，切削液由多种超强功能助剂经科学复合配合而成，
同时具备良好的冷却性
能、润滑性 能、
防锈性能、
除油清洗功能、
防腐功能、
易稀释特点。克服了传统皂基乳化液夏
天易臭、冬天难稀释、
防锈效果差的的毛病，
对车床漆也无不良影响，
适用于黑色金属的切
削及磨加 工，
属当前最领先的磨削产品。
[0003]
切削液在使用时，
需要混入水中，
然后喷流到车床的加工位置处，
流出的含有切削
液的 水流到收集管后集中排出，
经过处理后再排放到管网内。
由于切削液中含有大量矿物
油及各 种表面活性剂，
常规物理化学及生化法难以处理达标排放，
企业通常将高浓度废切
削液作为 危险废弃物委托第三方处理，
处理费用高昂，
加重企业负担，
而低浓度废切削液
往往经过破 乳、絮凝、
沉淀的一级处理后，
再与生活污水一起通过生化法(活性污泥法或厌
氧好氧工艺 法等)进行二级处理以达到排放标准，
但由于前期处理后的污水中废切削液占
比较高，
会影 响后续工艺的处理效率和处理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能有效降解大分子有机物、
处理效
率高、出水COD较低并符合排放标准的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0005]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其特征在于：
包括按照重量份数
比混合 的以下组分：

[0007]

[000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其特征
10
在于： 所述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为5×10 CFU/g ，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固体粉剂为5×
8
10 CFU/g。
[0009]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其特征
在于：所述过氧化氢酶的酶活力大于100000U，
所述脂肪酶的酶活力大于20000U。
[0010]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使
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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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当使用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系统时：
将复合微生物制剂加入停止进水的活性污泥
池或接 触氧化池中，
继续曝气20～30小时后恢复进水后完成处理；
[0012] 当使用A-0污水处理系统时：
将复合微生物制剂加入停止进水的好氧池中，
继续曝
气20 ⒒30小时后恢复进水后完成处理。
[0013] 而且，
活性污泥池或接触氧化池的有效容积换算成重量后的千分之一为所加入的
复合微 生物制剂的重量，
所述曝气期间污水中溶解氧为2～4毫升。
[0014] 而且，
好氧池的有效容积换算成重量后的千分之一为所加入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
重量，所述曝气期间污水中溶解氧为2～4毫升。
[0015]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16] 本发明中，
包括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
荧光假单胞固体粉剂、
过氧化氢酶和脂肪
酶，四种组分混合后加入活性污泥池、接触氧化池或好氧池中进行污水的处理。地衣芽孢
杆菌及 荧光假单胞菌利用污水中易于降解的有机质快速生长繁殖，
当生长到一定浓度后，
快速降解 废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
过氧化氢酶能够快速消除体系中的OH .自由基，
降低对
菌体毒害作用，提高氧利用率，
脂肪酶用于分解废水中动植物油脂类有机质，
各组分相互
配合、协同工作，使出水的COD明显降低，
各组分简单易得、
成本低廉，
使用时不增加设备、
操作简单、
风险 小，
能够显著提高系统处理效率，
增强系统稳定性，
降低出水COD，
最终达标
排放。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应用的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应用的A-0污水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案例，
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
下述实施例是说明性的 ，
不是限定性
的，
不 能以下述实施例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0] 一种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本发明的创新在于：
包括按照重
量份数 比混合的以下组分：

[0021]

更优选的方案是：
所述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为5×1010CFU/g，
所述荧光假单胞菌
8
固体 粉剂为5×10 CFU/g。所述过氧化氢酶的酶活力大于100000U，
所述脂肪酶的酶活力大
于 20000U。
[0023] 上述用于辅助处理废切削液的复合微生物制剂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1 .当使用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系统时，
如图1所示：
将复合微生物制剂加入停止进
水的 活性污泥池或接触氧化池中，
继续曝气20～30小时后恢复进水后完成处理。
[0025] 具体是：
活性污泥池有效容积为100m3 ，
假设污水的密度为1000kg/m3 ，
则活性污泥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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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污 水的重量为100×1000＝100000kg ，则加入的复合生物制剂为100000×0 .001＝
100kg。
[0026] 停止进水，
往活性污泥池中加入100kg的复合微生物制剂，
继续曝气24h后恢复进
水 , 曝气期间控制水中溶解氧2～4mg/L
[0027] 2 .当使用A-0(厌氧-好氧)污水处理系统时，
如图2所示：
将复合微生物制剂加入停
止 进水的好氧池中，
继续曝气20～30小时后恢复进水后完成处理。
[0028] 具体是：
好氧池有效容积为100m3 ，
假设污水的密度为1000kg/m3 ，
则好氧池中污水
的重 量为100×1000＝100000kg，
则加入的复合生物制剂为100000×0 .001＝100kg。
[0029] 废切削液中含油大量的乳化油、
各种表面活性剂及助剂，
属难生物降解废水，
该废
水处 理需要物理或者化学方法进行一级处理，
实现油水分离，
然后再进行二级生化处理，
由于废 水主要成分多为大分子难降解有机物，
生化处理效果往往较差，
出水不稳定。而应
用复合微 生物制剂后能够显著提高污水处理效率，
降低出水COD，
缩短系统调试(启动)时
间。
下面 通过三个实施例进行具体说明：
[0030] 地衣芽孢杆菌为30℃发酵24h后发酵液离心、
真空干燥后所得固体粉剂 ,也可为符
合菌 体浓度的市售产品；
荧光假单胞菌30℃发酵48h后发酵液经离心、
真空干燥后所得固
体粉剂，也可为符合菌体浓度的市售产品；
过氧化氢酶及脂肪酶均为市售符合酶活力的固
体粉剂。
[0031] 实施例1
[0032] 某车轮厂金属加过过程中使用切削液，
并定期排放切削废液，
该废液经破乳、絮
凝、气 浮除油后与生活污水混合进入生化处理系统，
混合进水COD约1000mg/L，
经24h缺氧
及24h 好氧曝气处理，
出水COD在450～500mg/L，
降解率只有50％左右，
经常由于进水废切
削液组 分占比稍高导致出水COD大于500mg/L，
超出排放标准。
[0033] 采用复合微生物制剂辅助生化系统处理废水，
配比如下：
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
59％，荧光假单胞菌固体粉剂40％，
过氧化氢酶0 .5％，
脂肪酶0 .5％
[0034] 复合微生物制剂按计量投放到好氧池中，
加入后停止进水，
但保持持续的曝气，
溶
解氧 控制在2～4mg/L，
24h后正常进水，
每天监测进水COD及出水COD如表1：

[0035]

表1：
进水和出水对照表
[0037]
加入复合微生物制剂后 ,正常运行10d以后降解率基本稳定在70～80％，
出水COD
在 300mg/L左右。
[0038] 实施例2
[0039]
另一金属加工厂定期排放一定量废切削液，
且无生活污水混入，
经破乳、絮凝除油
后COD 仍然在4000mg/L左右，
由当地环保公司对除油后出水设计AO处理工艺，
工程完工后
取附近 污水处理厂脱水污泥进行调试，
调试6个月，
出水仍然在2000mg/L以上，
分析原因是
废水 中难降解大分子有机物浓度高，
对污泥中微生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活性污泥生长状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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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差。
[0040]

采用复合微生物制剂辅助生化系统处理废水，
配比如下：
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
40％，
荧 光假单胞菌固体粉剂59％，
过氧化氢酶0 .2％，
脂肪酶0 .8％
[0041] 复合微生物制剂按计量投放到好氧池中，
加入后停止进水，
但保持持续的曝气，
溶
解氧 控制在2～4mg/L，
24h后正常进水，
每天监测进水COD及出水COD如表2：

[0042]

表2：
进水和出水对照表
[0044]
加入复合微生物制剂后继续调试30d以后降解率达到90％左右，
出水COD维持在
500mg/L 以下，
达到当地排放标准。
[0045] 实施例3
[0046] 再有一切削液生产厂家，
日产少量废液，
目前作为危险废弃物委外处理。废液经破
乳、絮凝、
沉淀后上清液COD达到7000～10000mg/L。
[0047] 在实验室条件下，
用1L塑料量筒进行污水处理实验，
配制COD约500mg/L的模拟生
活污 水培养活性污泥(原始污泥取自污水处理厂脱水污泥) ，
每连续曝气24h后静置沉淀，
去上清 补加新鲜模拟生活污水，
直至COD降解率达到80％以上，
SV达到20％以上，
然后补加
稀释一 倍的经破乳、絮凝过的废切削液上清液。
[0048] 添加复合微生物制剂，
配比如下：
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50％，
荧光假单胞菌固体
粉剂 49％，
过氧化氢酶0 .5％，
脂肪酶0 .5％
[0049] 继续曝气，
溶解氧控制在2～4mg/L，
每天检测上清液COD，
以不添加复合微生物制
剂为 对照组，
实验数据如表3：
[0043]

[0050]

时间
0d
1d
2d
3d
4d
5d
实验组COD(mg/L) 3242 .6 1689 .9 796 .2
437 .5
428 .6
407 .8
对照组COD(mg/L) 3174 .5 2665 .3 1987 .7 1895 .0 1850 .4 1786 .7
[0051] 表3：
使用复合微生物制剂和对照组的数据比较
[0052] 实验结果显示，
实验组加入复合微生物制剂后COD降低明显，
且3d时间即可降低到
500mg/L以下(当地排放标准) ，
对照组处理效果不不佳，
COD下降缓慢且5d后仍然在高达
1786 .7mg/L。对比显示复合微生物制剂组分能够适应废切削液水质环境，
对其中的难降解
物 质有很好的降解效果。
[0053] 本发明中，
包括地衣芽孢杆菌固体粉剂、荧光假单胞固体粉剂i、过氧化氢酶和脂
肪酶，四种组分混合后加入活性污泥池、接触氧化池或好氧池中进行污水的处理。地衣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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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杆菌及 荧光假单胞菌利用污水中易于降解的有机质快速生长繁殖，
当生长到一定浓度
后，
快速降解 废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
过氧化氢酶能够快速消除体系中的OH .自由基，
降低
对菌体毒害作用，提高氧利用率，
脂肪酶用于分解废水中动植物油脂类有机质，
各组分相
互配合、协同工作，使出水的COD明显降低，
各组分简单易得、成本低廉，
使用时不增加设
备、操作简单、风险 小，
能够显著提高系统处理效率，
增强系统稳定性，
降低出水COD，
最终
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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