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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

中锑的方法及设备，废水由调节池进入反应池，

在反应池内顺序投加溶有硫酸亚铁的酸、熟石灰

和阴离子聚丙烯酰胺进行混凝反应；反应后进入

初沉池，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分离的废水进

入好氧生化池；生化处理后进入二沉池，分离出

的污泥回流至生化池，废水通入二段生化池；经

处理后进入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达标纳管或进

一步处理回用至车间，剩余污泥板框压滤后进行

焚烧处理。该方法操作简便，药剂成本低，除锑效

果明显，废水最终锑浓度可稳定降至100μg/L以

下，并且充分利用好氧污泥池的曝气，促进废水

中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增强铁氧化物与锑酸盐

之间的络合作用及沉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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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含锑印染废水由调节池进入反应池，在反应池内先投加溶有硫酸亚铁的酸或者溶

有硫酸亚铁和高锰酸钾的酸，然后投加熟石灰和阴离子聚丙烯酰胺，进行混凝反应；

(2)反应后的废水从反应池进入初沉池，初沉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初沉池内

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3)生化处理后的废水从好氧生化池进入二沉池，二沉池分离出的废水通入二段好氧

生化池，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生化池，二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4)经二段生化处理后的废水从二段好氧生化池进入终沉池，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为

完成去除锑的废水(达标纳管或进一步处理回用至车间)，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二段好

氧生化池，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的溶有硫酸亚铁的酸中，所述的酸为盐酸，所述的硫酸亚铁的投加量为含锑印染废水

中锑质量浓度的150～200倍，所述的硫酸亚铁的投加量为300ppm～700pp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的溶有硫酸亚铁和高锰酸钾的酸中，所述的酸为盐酸，所述的硫酸亚铁的投加量为含

锑印染废水中锑质量浓度的50～90倍，所述的高锰酸钾的投加量为硫酸亚铁的投加量的

0.5～0.6倍，所述的硫酸亚铁的投加量为150ppm～250ppm，所述的高锰酸钾的投加量为

75ppm～150pp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的熟石灰的投加量为30ppm～100pp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的阴离子聚丙烯酰胺的投加量为1ppm～10pp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

所述的混凝反应具体为：100～300r/min快速搅拌混合反应1min～10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所述的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5～7h，所述的好氧生化池内的溶解氧浓度为2.0～

5.5mg/L；

步骤(3)中，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5～7h，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

池内的溶解氧浓度为2.0～5.5mg/L。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

所述的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5～5h，所述的好氧生化池内的溶解氧浓度为3.0～

4.0mg/L；

步骤(3)中，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6～7h，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池

内的溶解氧浓度为2.5～3.8mg/L。

9.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接收含锑印染废水的调节池；

与所述调节池连接的反应池；

与所述反应池连接的初沉池；

与所述初沉池连接的好氧生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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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述好氧生化池连接的二沉池；

与所述二沉池连接的二段好氧生化池；

与所述二段好氧生化池连接的终沉池；

所述的初沉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所述的初沉池内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

后焚烧；

所述的二沉池分离出的废水通入二段好氧生化池，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生化

池，二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所述的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为完成去除锑的废水，所述的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二

段好氧生化池，所述的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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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

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锑是一种典型的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元素，研究表明，锑对生物和人体有慢性毒性

和致癌性，已被美国环保署(USEPA)及欧盟(EU)列入优先控制污染物范畴。随着纺织、印染

行业的快速发展，锑及其化合物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重金属锑的排放和污染问题日益严

重。2015年，《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7-2012)修改后要求：在企业废水总

排放口，总锑的标准直接排放与间接排放限值均为100μg·L-1。

[0003] 混凝沉淀法是处理含锑废水最为常用的工艺之一，而目前针对印染废水的锑污染

问题，常以聚合硫酸铁、硫酸亚铁等铁盐为除锑混凝剂，其水解形成的铁氧化物或铁氢氧化

物能与锑酸盐有效络合，从而实现锑污染的固液分离。其中，聚合硫酸铁混凝除锑效率高，

但该方法需反复调节pH，且药剂成本较高，性价比低；而硫酸亚铁价格低廉，但处理效率较

低，需较大投药量才能实现达标排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结合企业现有处理设施，提供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

方法及设备，处理效率高，药剂成本低。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含锑印染废水由调节池进入反应池，在反应池内先投加溶有硫酸亚铁的酸或

者溶有硫酸亚铁和高锰酸钾的酸，然后投加熟石灰和阴离子聚丙烯酰胺，进行混凝反应；

[0008] (2)反应后的废水从反应池进入初沉池，初沉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初沉

池内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09] (3)生化处理后的废水从好氧生化池进入二沉池，二沉池分离出的废水通入二段

好氧生化池，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生化池，二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

烧；

[0010] (4)经二段生化处理后的废水从二段好氧生化池进入终沉池，终沉池分离出的废

水为完成去除锑的废水(达标纳管或进一步处理回用至车间)，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二

段好氧生化池，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11] 以下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

[0012] 步骤(1)中，所述的溶有硫酸亚铁的酸中，所述的酸为盐酸，所述的硫酸亚铁的投

加量为含锑印染废水中锑质量浓度的150～200倍(进一步优选为180～200倍)，所述的硫酸

亚铁的投加量为300ppm～700ppm(进一步优选为550ppm～600ppm)，即溶有硫酸亚铁的酸中

的硫酸亚铁质量与含锑印染废水质量的百万分比为300ppm～700ppm(进一步优选为550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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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ppm)，所述的溶有硫酸亚铁和高锰酸钾的酸中，所述的酸为盐酸，所述的硫酸亚铁的

投加量为含锑印染废水中锑质量浓度的50～90倍(进一步优选为60～80倍)，所述的硫酸亚

铁的投加量为150ppm～250ppm(进一步优选为160ppm～200ppm)，即溶有硫酸亚铁和高锰酸

钾的酸中的硫酸亚铁质量与含锑印染废水质量的百万分比为150ppm～250ppm(进一步优选

为160ppm～200ppm)，所述的高锰酸钾的投加量为硫酸亚铁的投加量的0.5～0.6倍，所述的

高锰酸钾的投加量为75ppm～150ppm(进一步优选为80ppm～120ppm)，即溶有硫酸亚铁和高

锰酸钾的酸中的硫酸亚铁质量与含锑印染废水质量的百万分比为75ppm～150ppm(进一步

优选为80ppm～120ppm)，所述的溶有硫酸亚铁和高锰酸钾的酸更低的浓度就能产生更加好

的去除锑的效果。

[0013] 所述的熟石灰的投加量为30ppm～100ppm(进一步优选为50ppm～80ppm)，即熟石

灰占含锑印染废水的质量百万分比为30ppm～100ppm(进一步优选为50ppm～80ppm)，所述

的阴离子聚丙烯酰胺的投加量为1ppm～10ppm(进一步优选为2ppm～3ppm)，阴离子聚丙烯

酰胺与含锑印染废水的质量百万分比为1ppm～10ppm(进一步优选为2ppm～3ppm)。

[0014] 所述的混凝反应具体为：100～300r/min快速搅拌混合反应1min～10min，进一步

优选，150～250r/min快速搅拌混合反应1min～5min，最优选地，200r/min快速搅拌混合反

应2min。

[0015] 步骤(2)中，初沉池出水pH值为7～8。

[0016] 步骤(2)中，所述的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5～7h，所述的好氧生化池内

的溶解氧浓度为2.0～5.5mg/L。进一步优选，所述的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5～

5h，所述的好氧生化池内的溶解氧浓度为3.0～4.0mg/L。

[0017] 步骤(3)中，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为4.5～7h，所述的二段好氧

生化池内的溶解氧浓度为2.0～5.5mg/L。进一步优选，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池的水力停留

时间为6～7h，所述的二段好氧生化池内的溶解氧浓度为2.5～3.8mg/L。

[0018] 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设备，包括：

[0019] 接收含锑印染废水的调节池；

[0020] 与所述调节池连接的反应池；

[0021] 与所述反应池连接的初沉池；

[0022] 与所述初沉池连接的好氧生化池；

[0023] 与所述好氧生化池连接的二沉池；

[0024] 与所述二沉池连接的二段好氧生化池；

[0025] 与所述二段好氧生化池连接的终沉池；

[0026] 所述的初沉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所述的初沉池内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

压滤后焚烧；

[0027] 所述的二沉池分离出的废水通入二段好氧生化池，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

生化池，二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28] 所述的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为完成去除锑的废水，所述的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

至二段好氧生化池，所述的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30] 1.本发明加入熟石灰，增加钙离子浓度，从而增强硫酸亚铁混凝除锑效果，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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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好氧池曝气增氧，实现较低投量硫酸亚铁高效除锑，减少了药剂成本。

[0031] 2.该方法操作简便，药剂成本低，除锑效果明显，废水最终锑浓度可稳定降至100μ

g/L以下，并且充分利用好氧污泥池的曝气，促进废水中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增强铁氧化

物与锑酸盐之间的络合作用及沉淀性能。

[0032] 3.该方法所应用的工艺、设备均为印染企业或者污水处理厂常规的工艺、装置，通

过对药剂更改即可实现，便于该方法的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5] 实施例一：本实施例中，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将以某印染企业

的印染废水按图1的工艺进行处理，含锑印染废水中锑浓度为3330.6μg/L，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含锑印染废水由调节池进入反应池，在反应池内先投加溶有硫酸亚铁的盐酸，

硫酸亚铁投加量为含锑印染废水中锑质量浓度的180.1倍(即600ppm)，即溶有硫酸亚铁的

盐酸中的硫酸亚铁与含锑印染废水的质量比为600ppm，再投加熟石灰和阴离子聚丙烯酰胺

(PAM，河南海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加量分别为60ppm和2ppm，即熟石灰质量占含锑印染

废水的百万分比为60ppm，阴离子聚丙烯酰胺与含锑印染废水的百万分比为2ppm，200r/min

快速搅拌混合反应2min；

[0037] (2)反应后的废水从反应池进入初沉池，初沉池的出水pH为7.3，锑浓度为282.0μ

g/L，初沉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简称好氧池)，好氧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为4.7h，

好氧生化池内溶解氧为3.5mg/L，初沉池内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38] (3)经生化处理后从好氧生化池进入二沉池，二沉池的出水锑浓度为103.2μg/L，

二沉池分离的废水通入二段好氧池(即二段好氧生化池)，二段好氧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为

6.5h，二段好氧生化池内溶解氧为2.7mg/L；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生化池，二沉池

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39] (4)经二段生化处理后从二段好氧生化池进入终沉池，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上清

液中锑浓度为86.8μg/L，该工艺的锑去除率为97.4％，达到《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4287-2012)修改后总锑排放限值100μg/L的标准。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二段好

氧生化池，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40] 实施例二：本实施例中，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将以某印染企业

的含锑印染废水按图1的工艺进行处理，含锑印染废水中锑浓度为2822.5μg/L，包括如下步

骤：

[0041] (1)含锑印染废水由调节池进入反应池，在反应池内先投加溶有硫酸亚铁的盐酸，

硫酸亚铁投加量为废水中锑质量浓度的194.9倍，即550ppm，再投加熟石灰和阴离子聚丙烯

酰胺(PAM，河南海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加量分别为80ppm和3ppm，200r/min快速搅拌混

合反应2min；

[0042] (2)反应后的废水进入初沉池，初沉池的出水pH为7.5，锑浓度为258.3μg/L，初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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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简称好氧池)，好氧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为4.7h，好氧生化

池内溶解氧为3.3mg/L，初沉池内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43] (3)经生化处理后从好氧生化池进入二沉池，二沉池的出水锑浓度为81.8μg/L，二

沉池分离的废水通入二段好氧池(即二段好氧生化池)，二段好氧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为

6.5h，二段好氧生化池内溶解氧为3.6mg/L，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生化池，二沉池

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44] (4)经二段生化处理后从二段好氧生化池进入终沉池，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上清

液中锑浓度为69.2μg/L，该工艺的锑去除率为97.5％，达到《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4287-2012)修改后总锑排放限值100μg/L的标准。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二段好

氧生化池，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45] 实施例三：本实施例中，一种高效经济去除印染废水中锑的方法，将以某印染企业

的含锑印染废水按图1的工艺进行处理，含锑印染废水中锑浓度为2525.4μg/L，包括如下步

骤：

[0046] (1)含锑印染废水由调节池进入反应池，在反应池内先混合投加溶有硫酸亚铁和

高锰酸钾的盐酸，其中，硫酸亚铁投加量为含锑印染废水中锑质量浓度的71 .3倍，即

180ppm，高锰酸钾投加量为硫酸亚铁投加量的0.56倍，即100ppm，再投加熟石灰和阴离子聚

丙烯酰胺(PAM，河南海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加量分别为50ppm和2ppm，200r/min快速搅

拌混合反应2min；

[0047] (2)反应后的废水从反应池进入初沉池，初沉池的出水pH为7.2，锑浓度为148.1μ

g/L，初沉池分离的废水进入好氧生化池(简称好氧池)，好氧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为4.7h，

好氧生化池内溶解氧为3.3mg/L，初沉池内的沉淀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48] (3)经生化处理后从好氧生化池进入二沉池，二沉池的出水锑浓度为48.2μg/L，二

沉池分离的废水通入二段好氧池(即二段好氧生化池)，二段好氧生化池水力停留时间为

6.5h，二段好氧生化池内溶解氧为3.2mg/L，二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好氧生化池，二沉池

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49] (4)经二段生化处理后从二段好氧生化池进入终沉池，终沉池分离出的废水上清

液中锑浓度为29.6μg/L，该工艺的锑去除率为98.8％，达到《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  4287-2012)修改后总锑排放限值100μg/L的标准。终沉池内部分污泥回流至二段好

氧生化池，终沉池内剩余污泥进行板框压滤后焚烧。

[0050]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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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