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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
法，
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 )、
调节反渗透浓水的pH
范围为6～9；
2 )投加H 2O 2 ，
反应5～20分钟；
3 )进
入臭 氧 氧 化 塔 ，臭 氧 氧 化 塔内 O 3 浓 度为 5 0 ～
200mg/L，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2h；
4)进
入电催化氧化反应器，
在塔内停留0 .5h～1 .5h；
5)进入混凝沉淀池，
投加PAM，
利用搅拌器混凝搅
拌15～20min；
6)、
进入经斜板沉淀后进入机械过
滤器，
经过滤后的出水达标排放。本发明不仅适
用于各类生化处理达标后经反渗透回用处理产
生的高盐高碱度浓水，
也适用于其它难以处理的
废水。处理后的出水由CODcr120-400mg/L降至
60mg/L以下，
从而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中一级B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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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调节反渗透浓水的pH范围为6～9；
2)、
向反渗透浓水中投加H2O2 ，
控制污水中H2O2的浓度为70～400mg/L，
反应5～20分钟；
3)、
反渗透浓水进入臭氧氧化塔，
H2O2与臭氧充分混合，
在催化剂的催化下进行协同氧
化反应，
臭氧氧化塔内O3浓度为50～200mg/L，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2h；
臭氧氧化塔内的催化剂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
将铁、
锰、
镍、
铜的硝酸盐按摩尔比为5:3:2～4:1混合，
配置成活性组分盐溶液；
其次，
丝瓜络为催化剂载体 ,浸入所述活性组分盐溶液 ,并浸渍48～60个小时；
最后，
取出洗涤、
干燥 ,制得催化剂成品；
4)、
反渗透浓水进入电催化氧化反应器，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1 .5h；
电催化氧
化反应器采用钛板为电极基体，
钛板上负载一层具有电催化活性的钌铱催化涂层，
利用电
2
极在电流密度300～500A/m 下进行污水处理；
所述的钌铱催化涂层中钌和铱的摩尔比为2:
4～5，
所述钌铱催化涂层的厚度为0 .5～3mm；
5)、
反渗透浓水进入混凝沉淀池，
投加PAM，
利用搅拌器混凝搅拌15～20min；
6)、
反渗透浓水经斜板沉淀后进入机械过滤器，
经过滤后的出水达标排放。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臭氧氧化塔内的催
化剂体积占塔体体积的20％～60％。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达标排放的水有一
部分回流至机械过滤器进行反冲洗。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机械过滤器的
反冲洗排水回流至混凝沉淀池进行再处理。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臭氧氧化塔设
置有臭氧发生器和尾气破坏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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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领域，
具体为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反渗透工艺作为一种高效、
清洁的脱盐技术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应用，
但是在生产
过程中会有大约占总进水量30％的反渗透浓缩水排放，
简称RO浓水。
RO浓水中的盐和CODcr
等污染物被浓缩3-4倍左右，
浓水中硬度、
碱度、
有机物等含量相对大幅提升，
经过浓缩的废
水CODcr一般为120-400mg/L ,电导率一般为4000-20000μs/cm，
该类废水若不加以处理直接
外排，
则会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
给人们的生产、
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0003] 反渗透浓水的处理处置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
经对文献检索发现，
早期反渗透浓
水多采用直接排放，
深井注射、
喷灌等方法处理，
但以上方法并未能从根本上减少浓缩液的
排放，
实际上造成了水资源的浪费。采用污水回用技术将RO浓水处理后循环回用，
不仅可以
节约大量水资源，
并且可以大幅度减少浓水的排放，
因而反渗透浓水的深度处理与回用将
成为今后工业企业节水减排的重点和趋势。经检索发现，
反渗透浓水的回用研究可采用“加
碱除硬-膜蒸馏”或“加碱除硬-反渗透浓缩-多效蒸发-干化”等工艺，
但这些工艺因投资大、
工艺复杂、
运行成本高，
而难以工业实施。
[0004] 为此国内大量研究单位开始寻找一种技术上和经济上均可行的工艺方法对该类
废水进行处理，
例如有些机构在研究电吸附、
芬顿法、
电催化、
臭氧催化氧化等方法。但若单
独采用一种方法处理RO浓水时多存在出水不稳定、水质难以达标、
处理工艺过程难以控制
等特点。因此，
若将几种方法进行合理组合，
开发一种处理效率高、
出水水质稳定的反渗透
浓水处理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0005] 专利201510017350 .3公布了一种催化内电解-改良曝气生物滤池处理反渗透浓水
的方法”，
利用催化内电解预处理，
调节废水的pH值，
通过铁炭内电解反应去除浓水中的有
机物，
催化内电解出水经混凝沉淀后，
至两级生物滤池，
反硝化生物滤池和曝气生物滤池，
进一步去除浓水中的有机物和氨氮。该发明处理效率高、
运行成本低，
能有效去除浓水中对
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有毒害作用的有机物，
提高废水可生化性，
处理后出水水质满足排放
要求，
但是该工艺中后端的生化处理部分难以控制，
因为浓水中含有大量的盐分，
且浓水中
的有机物多为难生物降解的有机物，
高盐度与难降解特性的叠加，
使得RO浓水在采用生化
法处理时难以达到排放要求，
微生物难以培养和驯化，
出水水质难以保证。
[0006] 专利申请号为201310409405 .6公布了一种焦化废水反渗透浓水的处理方法，
采用
在焦化废水反渗透浓水中加入Fenton试剂，
去除浓水中的COD，
降低浓水中有毒有害芳香烃
含量，
然后经过离子交换器，
去除废水中的钙镁离子，
再在浓水中加入碱性物质对浓水软
化。该方法局限于反应中大量使用氧化剂和碱性药剂，
处理成本偏高，
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二
次污染，
且该方法仅局限于焦化废水回用的反渗透浓水处理。
[0007] 专利申请号200910236350 .4公开了一种
“叠片过滤器+多相催化臭氧氧化反应+臭
氧破坏塔+生化反应池”的方法处理反渗透浓水。首先RO浓水在投加次氯酸钠杀菌后，
经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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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片过滤器过滤，
与臭氧充分混合，
进入装填催化剂的臭氧反应塔氧化，
再进行采用特殊生
物菌的生化反应器进行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该系统工艺流程简单，
但是生化部分不容易
控制，
特殊菌种驯化周期较长，
出水水质不能完全保证。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的反渗透浓水工艺投资大、
工艺复杂、运行
成本高，
而难以工业实施，
或者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的缺陷，
提供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
理方法。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的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11] 1)、
调节反渗透浓水的pH范围为6～9；
[0012] 2)、
向反渗透浓水中投加H 2O 2 ，
控制H 2O 2的浓度为70～400mg/L，
反应5～20分钟；
H2O2的投加量依赖于污水中目标有机污染物与臭氧的反应活性，
在进入臭氧氧化塔前优先
加入H2O2 ，
可加速O3分解产生高活性的羟基自由基，
使之与有机物发生反应；
[0013] 3)反渗透浓水进入臭氧氧化塔，
H2O2与臭氧充分混合在催化剂的催化下进行协同
氧化反应，
臭氧氧化塔内O3浓度为50～200mg/L，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2h；
所述臭
氧氧化塔设置有臭氧发生器和尾气破坏装置；
臭氧氧化塔可选用不锈钢或碳钢材料，
塔体
直径范围优选在0 .8-5 .0m。塔体内设置污水进水/出水口 ,臭氧进气/出气口、催化剂进口/
出口，
催化剂支撑层以及反冲洗系统；
臭氧可由臭氧发生器利用氧气源系统在高压放电下
制备，
在该臭氧氧化塔中，
H2O2与臭氧充分混合在催化剂的催化下进行协同氧化反应，
使污
水中难生物降解的有机物部分矿化，
部分改变分子结构，
转化为CO2 和H2O等无机化合物；
臭
氧氧化反应塔中未被利用的臭氧需通过尾气破坏装置进行臭氧分解；
[0014] 4)、
反渗透浓水进入电催化氧化反应器，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1 .5h；
电催
化是通过阳极反应直接降解有机物或产生羟基自由基等强氧化剂降解水中有机污染物，
电
催化过程中产生的·OH可无选择地直接与废水中的有机物反应，
将其降解为二氧化碳、
水
和简单有机物，
没有二次污染；
电催化氧化反应器包括反应器本体、
电极组，
极板连接支撑
部件，
外部电源及连接线路。
反应器本体上设置污水进出口；
[0015] 5)、
反渗透浓水进入混凝沉淀池，
投加PAM，
利用搅拌器混凝搅拌15-20min；
[0016] 6)、
反渗透浓水进入经斜板沉淀后进入机械过滤器，
经过滤后的出水达标排放。
[0017] 催化剂是臭氧催化废水处理器的核心构件，
它提供了塔内气-液两相接触而进行
传质或传热的表面，
与塔的结构一起决定了反应器的性能。催化剂体积主要由臭氧与催化
剂的接触时间、催化剂反应时自由膨胀高度及臭氧利用率等因素综合确定的，
步骤3)中的
臭氧氧化塔内的催化剂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18] 1)、
将铁、锰、镍、铜的硝酸盐按摩尔比为5:3:2～4:1混合，
配置成活性组分盐溶
液；
[0019] 2)、
丝瓜络为催化剂载体 ,浸入所述活性组分溶液 ,并浸渍48～60个小时；
[0020] 3)、
取出洗涤、
干燥 ,制得催化剂成品。
[0021] 优选的，
臭氧氧化塔内的催化剂体积占塔体体积的20％～60％。
[0022] 电催化不同的电极材料，
对应着不同的转化结果和转化机制。阳极氧化所选用的
4

CN 105585180 B

说

明

书

3/4 页

阳极材料通常都具有较高的析氧超电势，
如PdO2、
石墨、
TiO2/Ti以及SnO2/Ti等，
也有用Pt电
极。在本发明中步骤4)的电催化氧化反应器采用钛板为电极基体，
钛板上负载一层具有电
催化活性的钌铱催化涂层，
利用电极在电流密度300～500A/m2的作用下，
产生具有强氧化
能力的羟基自由基，
从而使许多难以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分解为CO2或其他简单化合物。
[0023] 进一步的，
所述的钌铱催化涂层中钌和铱的摩尔比为2:4～5，
所述钌铱催化涂层
的厚度为0 .5～3mm。
[0024] 进一步的，
达标排放的水有一部分回流至机械过滤器进行反冲洗；
所述机械过滤
器的反冲洗排水回流至混凝沉淀池进行再处理。
[0025]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
“H2O2/O3联合催化氧化+电催化+混凝沉淀+机械过滤”方法处理
反渗透浓水，
利用H2O2与O3的协同氧化作用将反渗透浓水中难生化物质部分无机化或者降
解为可生化物质，
或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经H2O2/O3协同氧化后的出水进
入电催化反应装置，
利用电极在电厂中产生的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基和其它基团，
使许多难以降解的有机污染物进一步分解为CO2或其他简单化合物，
从而达到深度氧化，
最
大限度地去除有机污染物的目的。利用几种高效的高级氧化技术联合的方式处理反渗透浓
水，
工艺简单，
处理效果稳定。本发明不仅适用于各类生化处理达标后经反渗透回用处理产
生的高盐高碱度浓水，
也适用于其它难以处理的废水。处理后的出水由CODcr120-400mg/L
降至60mg/L以下，
从而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B标
准。
附图说明
[0026]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
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
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
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7] 图1是本发明的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
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9] 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一种高效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30] 1)、
调节反渗透浓水的pH范围为6～9；
[0031] 2)、
向反渗透浓水中投加H 2O 2 ，
控制H 2O 2的浓度为70～400mg/L，
反应5～20分钟；
H2O2的投加量依赖于污水中目标有机污染物与臭氧的反应活性，
在进入臭氧氧化塔前优先
加入H2O2，可加速O3分解产生高活性的羟基自由基，
使之与有机物发生反应；
[0032] 3)反渗透浓水进入臭氧氧化塔，
H2O2与臭氧充分混合在催化剂的催化下进行协同
氧化反应，
臭氧氧化塔内O3浓度为50～200mg/L，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2h；
[0033] 臭氧氧化塔设置有臭氧发生器和尾气破坏装置；
塔体内设置污水进水/出水口，
臭
氧进气/出气口、
催化剂进口/出口，
催化剂支撑层以及反冲洗系统；
臭氧可由臭氧发生器利
用氧气源系统在高压放电下制备，
在该臭氧氧化塔中，
H2O2与臭氧充分混合在催化剂的催化
下进行协同氧化反应，
使污水中难生物降解的有机物部分矿化，
部分改变分子结构，
转化为
CO2 和H2O等无机化合物；
臭氧氧化反应塔中未被利用的臭氧需通过尾气破坏装置进行臭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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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
[0034]

催化剂体积主要由臭氧与催化剂的接触时间、
催化剂反应时自由膨胀高度及臭氧
利用率等因素综合确定的；
催化剂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35] 1)、
将铁、锰、镍、铜的硝酸盐按摩尔比为5:3:2～4:1混合，
配置成活性组分盐溶
液；
[0036] 2)、
丝瓜络为催化剂载体 ,浸入所述活性组分溶液 ,并浸渍48～60个小时；
[0037] 3)、
取出洗涤、
干燥 ,制得催化剂成品。
[0038] 4)、
反渗透浓水进入电催化氧化反应器，
反渗透浓水在塔内停留0 .5h～1 .5h；
电催
化氧化反应器包括反应器本体、
电极组，
极板连接支撑部件，
外部电源及连接线路。反应器
本体上设置污水进出口；
电催化氧化反应器采用钛板为电极基体，
钛板上负载一层具有电
催化活性的钌铱催化涂层，
钌铱催化涂层中钌和铱的摩尔比为2:4～5，
所述钌铱催化涂层
的厚度为0 .5～3mm。
[0039]
利用电极在电流密度300～500A/m 2的作用下，
产生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
基，
从而使许多难以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分解为CO2或其他简单化合物；
[0040] 5)、
反渗透浓水进入混凝沉淀池，
投加PAM，
利用搅拌器混凝搅拌15-20min；
[0041] 6)、
反渗透浓水进入经斜板沉淀后进入机械过滤器，
经过滤后的出水达标排放。
[0042] 7)、
达标排放的水有一部分回流至机械过滤器进行反冲洗；
所述机械过滤器的反
冲洗排水回流至混凝沉淀池进行再处理。
[0043] 最后应说明的是：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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