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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
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
水深度处理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好氧出水经泵
打入调节池，
往调节池投加浓度为98％的硫酸，
流入氧化池内部进行氧化处理，
反应池加入混凝
剂之后，
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丙烯酰胺进行絮凝，
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
出水再经过砂滤
池，
最后排放。本发明涉及废水深度处理技术领
域，
该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解决了现在人们对废水的处理还只是表面处理
的情况，
改变了原有的废水处理工艺单一，
更好
的提高了废水深度处理的效果，
保证了废水更深
层的细菌等杂物可以进行彻底的处理，
极大的减
少了排放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
符合
了社会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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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其特征在于，
步骤为：
S1、
好氧出水的COD为145mg/L--155mg/L，
经泵打入调节池；
S2、往调节池投加浓度为98％的硫酸，
进而对pH值进行调节，
适应木质素酸化析出，
因
为好氧出水的pH值在7 .3--7 .7，
pH值的调节范围为5 .8--6 .2；
因混凝剂本身是酸性的，
加入
之后污水的pH值会有所降低，
而混凝、絮凝反应的最佳pH值为4 .8--5 .2，
硫酸的投加量要根
据进水COD的变化而变化，
来水COD高，
混凝剂投加量大，
pH值就要调节高一点，
反之pH值就
要调低一点，
总之，
要保证加入混凝剂之后，
反应池的pH值为4 .8--5 .2；
S3、在反应池加入混凝剂之后，
让其反应20--30分钟后，
然后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丙烯
酰胺进行絮凝；
S4、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出水再经过砂滤池，
最后排放；
S5、排放水pH值为5 .3--5 .7，
国家排放标准为6 .0，
在后端利用曝气吹脱的方式提升pH
值，
曝气时间根据曝气量而定，
如曝气量在10L/分钟时，
在2--3分钟将pH提升到6 .0，
减少氢
氧化钠消耗，
降低运行费用；
其中，
在S2中，
混凝剂的主要成份为聚合硅酸铁；
在S3中，
当进水COD为130mg/L时，
投加量在800--900ppm之间，
出水COD为65mg/L；
在S4中 ，絮凝剂投加之后，
搅拌5分钟，
搅拌速度不宜太快，
以免破坏絮凝剂的分子结
构，
影响絮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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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深度处理技术领域，
具体为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
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废水是指居民活动过程中排出的水及径流雨水的总称。
它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和初雨径流入排水管渠等其它无用水，
一般指经过一定技术处理后不能再循环利用或者
一级污染后制纯处理难度达不到一定标准的水。
[0003] 污水深度处理是指城市污水或工业废水经一级、
二级处理后，
为了达到一定的回
用水标准使污水作为水资源回用于生产或生活的进一步水处理过程。针对污水(废水)的原
水水质和处理后的水质要求可进一步采用三级处理或多级处理工艺。常用于去除水中的微
量COD和BOD有机污染物质，
SS及氮、磷高浓度营养物质及盐类。深度处理的方法有：
絮凝沉
淀法、砂滤法、
活性炭法、
臭氧氧化法、膜分离法、离子交换法、
电解处理、湿式氧化法、催化
氧化法、蒸发浓缩法等物理化学方法与生物脱氮、脱磷法等。深度处理方法费用昂贵，
管理
较复杂，
处理每吨水的费用约为一级处理费用的4-5倍以上。
[0004] 废水已经在逐步的危害着我们生活的环境水平，
人们已经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有所提高，
但是，
已经造成的废水还需要进行更好的处理进行排放，
现在，
人们对废水的处
理还只是表面的处理，
处理的工艺单一，
效果不佳，
废水更深层的细菌等杂物并没有进行彻
底的处理，
直接排放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
不符合社会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发明内容
[0005]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
艺，
解决了人们对废水的处理还只是表面的处理，
处理的工艺单一，
效果不佳，
废水更深层
的细菌等杂物并没有进行彻底的处理，
直接排放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
不符合
社会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的问题。
[0007]
(二)技术方案
[0008] 为实现以上目的，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
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
好氧出水的COD一般在145mg/L--155mg/L，
经泵打入调节池；
[0010] S2、
往调节池投加浓度为98％的硫酸，
进而对PH值进行调节，
适应木质素酸化析
出，
因为好氧出水的PH值在7 .3--7 .7，
PH值的调节范围为5 .8--6 .2，
因混凝剂本身是酸性
的，
加入之后污水的PH值会有所降低，
而酸析、絮凝、
混凝剂反应的最佳PH值为4 .8--5 .2，
硫
酸的投加量要根据进水COD的变化而变化，
来水COD高，
混凝剂投加量大，
PH值就要调节高一
点，
反之PH值就要调低一点，
总之，
要保证加入混凝剂之后，
氧化池的PH至为4 .8--5 .2；
[0011] S3、
在反应池加入混凝剂之后，
让其反应20--30分钟后，
然后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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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酰胺进行絮凝；
[0012] S4、
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出水再经过砂滤池，
最后排放；
[0013] S5、
排放水PH值为5 .3--5 .7，
国家排放标准为6 .0，
在后端可以利用曝气吹脱的方
式提升PH值，
曝气时间根据曝气量而定，
如曝气量在10L/分钟时，
一般在2--3分钟就可以将
PH提升到6 .0，
减少氢氧化钠消耗，
降低运行费用。
[0014] 优选的，
在S2中，
进水PH值的调整，
保持在5 .8--6 .2之间。
[0015] 优选的，
在S2中，
氧化池的PH值要保持在4 .8--5 .2之间。
[0016] 优选的，
在S3中，
混凝剂的投加量，
根据进水COD确定，
如：
进水COD为130mg/l时，
投
加量在800--900ppm之间，
出水COD在65mg/l左右。
[0017] 优选的，
在S4中，
絮凝剂投加之后，
搅拌时间在5分钟左右，
搅拌速度不宜太快，
以
免破坏絮凝剂的分子结构，
影响絮凝效果。
[0018] 优选的，
在S2中，
混凝剂的主要成份为聚合硅酸铁，
具有氧化、絮凝功能。
[0019]
(三)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该酸析氧化絮凝沉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通过好氧出水经泵打入调节池，
往调节池投加
浓度为98％的硫酸，
流入氧化池内部进行氧化处理，
反应池加入混凝剂之后，
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丙烯酰胺进行絮凝，
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出水再经过砂滤池，
最后排放的废
水深度处理工艺，
解决了现在人们对废水的处理还只是表面处理的情况，
改变了原有的废
水处理工艺单一，
更好的提高了废水深度处理的效果，
保证了废水更深层的细菌等杂物可
以进行彻底的处理，
极大的减少了排放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污染，
符合了社会绿色
环保的发展理念。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一种酸析氧化絮凝沉
淀的废水深度处理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0023] 实施例一
[0024] S1、
好氧出水的COD一般在145mg/L，
经泵打入调节池；
[0025] S2、
往调节池投加浓度为98％的硫酸，
进而对PH值进行调节，
适应木质素酸化析
出，
因为好氧出水的PH值在7 .3，
PH值的调节范围为5 .8，
因混凝剂本身是酸性的，
加入之后
污水的PH值会有所降低，
而酸析、絮凝、
混凝剂反应的最佳PH值为4 .8，
硫酸的投加量要根据
进水COD的变化而变化，
来水COD高，
混凝剂投加量大，
PH值就要调节高一点，
反之PH值就要
调低一点，
总之，
要保证加入混凝剂之后，
氧化池的PH至为4 .8；
[0026] S3、
在反应池加入混凝剂之后，
让其反应20分钟后，
然后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丙烯
酰胺进行絮凝；
[0027] S4、
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出水再经过砂滤池，
最后排放；
[0028] S5、
排放水PH值为5 .3，
国家排放标准为6 .0，
在后端可以利用曝气吹脱的方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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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
曝气时间根据曝气量而定，
如曝气量在10L/分钟时，
一般在2分钟就可以将PH提升到
6 .0，
减少氢氧化钠消耗，
降低运行费用。
[0029] 实施例二
[0030] S1、
好氧出水的COD一般在150mg/L，
经泵打入调节池；
[0031] S2、
往调节池投加浓度为98％的硫酸，
进而对PH值进行调节，
适应木质素酸化析
出，
因为好氧出水的PH值在7 .5，
PH值的调节范围为6 .0，
因混凝剂本身是酸性的，
加入之后
污水的PH值会有所降低，
而酸析、絮凝、
混凝剂反应的最佳PH值为5 .0，
硫酸的投加量要根据
进水COD的变化而变化，
来水COD高，
混凝剂投加量大，
PH值就要调节高一点，
反之PH值就要
调低一点，
总之，
要保证加入混凝剂之后，
氧化池的PH至为5 .0；
[0032] S3、
在反应池加入混凝剂之后，
让其反应25分钟后，
然后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丙烯
酰胺进行絮凝；
[0033] S4、
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出水再经过砂滤池，
最后排放；
[0034] S5、
排放水PH值为5 .5，
国家排放标准为6 .0，
在后端可以利用曝气吹脱的方式提升
PH值，
曝气时间根据曝气量而定，
如曝气量在10L/分钟时，
一般在2 .5分钟就可以将PH提升
到6 .0，
减少氢氧化钠消耗，
降低运行费用。
[0035] 实施例三
[0036] S1、
好氧出水的COD一般在155mg/L，
经泵打入调节池；
[0037] S2、
往调节池投加浓度为98％的硫酸，
进而对PH值进行调节，
适应木质素酸化析
出，
因为好氧出水的PH值在7 .7，
PH值的调节范围为6 .2，
因混凝剂本身是酸性的，
加入之后
污水的PH值会有所降低，
而酸析、絮凝、
混凝剂反应的最佳PH值为5 .2，
硫酸的投加量要根据
进水COD的变化而变化，
来水COD高，
混凝剂投加量大，
PH值就要调节高一点，
反之PH值就要
调低一点，
总之，
要保证加入混凝剂之后，
氧化池的PH至为5 .2；
[0038] S3、
在反应池加入混凝剂之后，
让其反应30分钟后，
然后流入絮凝池，
投加聚丙烯
酰胺进行絮凝；
[0039] S4、
絮凝之后的水经过斜板沉淀，
出水再经过砂滤池，
最后排放；
[0040] S5、
排放水PH值为5 .7，
国家排放标准为6 .0，
在后端可以利用曝气吹脱的方式提升
PH值，
曝气时间根据曝气量而定，
如曝气量在10L/分钟时，
一般在3分钟就可以将PH提升到
6 .0，
减少氢氧化钠消耗，
降低运行费用。
[0041] 以上所述，
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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