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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苯、酚类废水处理系统

及其处理方法。该系统包括依次相连通的废水产

生装置、过滤装置、水处理装置、混合槽、精馏装

置；所述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依次相邻的混凝池、

石英过滤池和活性炭过滤池；将含苯、酚类废水

过滤后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然后与乙醇混

合，经过精馏塔精馏，即可完成该废水的处理。该

方法简单易操作，没有有毒试剂的加入，没有二

次污染的产生。经过处理后的废水中加入乙醇后

能够更好的溶解其中可能未处理的酚类等物质，

进一步对其中的物质进行处理，以便更彻底的除

去其中的杂质。与乙醇混合后经过精馏不仅能使

处理水达标排放，也能对其中的物质进行回收再

利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11499068 B

2021.03.12

CN
 1
11
49
90
68
 B



1.一种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采用包括依次相连通的废水产

生装置、过滤装置、水处理装置、混合槽、精馏装置的系统进行处理；

所述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依次相邻的混凝池、石英砂过滤池和活性炭过滤池；混凝池、石

英砂过滤池及活性炭过滤池内均竖直设有至少三块阻隔板将池体隔为多个相邻的区域，阻

隔板的第一侧端均与池壁固定连接，第二侧端均与池壁侧壁具有一定间隔使各个相邻区域

相连通；  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连通，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

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连通；

该方法包括将含苯酚的废水过滤后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然后与乙醇混合，经过

精馏塔精馏，即可完成该废水的处理；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具体为：将过滤后的废水置于混

凝池中与加入的混凝剂进行充分混合，然后置于石英砂过滤池中进行过滤，再置于活性炭

过滤池中进行过滤；

所述的混凝剂为聚合生物型硫酸亚铁聚硅酸钴锰混凝剂，该混凝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

成：硫酸亚铁15％～21％、次氯酸钠8％～9％、锰盐2％～19％、硅藻土28％～38％、钴盐

16％～2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砂过滤池底部设有石英砂

层，石英砂层上方设有一层固定网。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英砂层的厚度至少为石英砂过

滤池高度的1/2，石英砂的粒径为100目~12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过滤池内阻隔板

第二侧端与池壁之间的间隔内设有活性炭过滤板；活性炭过滤板由尼龙网包裹活性炭形

成；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厚度及高度均与阻隔板的厚度及高度相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性炭为椰壳活性炭，所述活

性炭过滤板中活性炭的用量为1g/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混凝剂与待处理废水的用量比为

（0.4~0.8）g：1l。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乙醇的加入量为待混合废水总质量

的8~12%， 所述乙醇的质量分数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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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苯酚的废水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苯酚的废水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对环保的要求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各类生产企业产生的废水、生

活污水等的已经得到有效处理。

[0003] 而化学、生物等研究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绝大多数均为化学试剂污水，该类污水因

含有较多种类的有机试剂，而具有毒性、甚至剧毒，有的其中含有较多种类的试剂难以有效

分离。 目前对于该类有机废水的处理设备较为复杂、处理费用高，使用试剂较多，不仅提高

了处理 成本，而且造成处理过程中二次废水的产生，且达不到有效的处理。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苯酚的废水处理系统及其处理方法。该方法

针对主要含有苯酚的有机溶剂进行高效处理，处理简单高效，处理后水能够达标排放，且可

以对其中的处理物进行回收。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依次相连通的废水产生装置、过滤装

置、水处理装置、混合槽、精馏装置；所述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依次相邻的混凝池、石英砂过滤

池和活性炭过滤池；混凝池、石英砂过滤池及活性炭过滤池内均竖直设有至少三块阻隔板

将池体隔  为多个相邻的区域（阻隔板底端与池底部固定），阻隔板的第一侧端均与池壁固

定连接，第  二侧端均与池壁侧壁具有一定间隔使各个相邻区域相连通；混凝池与石英砂过

滤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连通，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连

通。

[0007] 所述的处理系统，所述石英砂过滤池底部设有石英砂层，石英砂层上方设有一层

固定网。

[0008] 所述的处理系统，所述石英砂层的厚度至少为石英砂过滤池高度的  1/2，石英砂

的粒径优选为  100 目~120 目。

[0009] 所述的处理系统，所述活性炭过滤池内阻隔板第二侧端与池壁之间的间隔内设有

活性炭过滤板；活性炭过滤板由尼龙网包裹活性炭形成；优选地，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厚度

及高度均可以与阻隔板的厚度及高度相同。

[0010] 所述的处理系统，所述的活性炭为椰壳活性炭，所述活性炭过滤板中活性炭的用

量为  1  g/L。

[0011] 采用上述的处理系统处理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将含苯酚的废水

过滤后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然后与乙醇混合，经过精馏塔精馏，即可完成该废水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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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处理方法，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具体为：将过滤后的废水置于混凝池中与

加入的混凝剂进行充分混合，然后置于石英砂过滤池中进行过滤，再置于活性炭过滤池中

进行过滤。

[0013] 所述的处理方法，所述的混凝剂为聚合生物型硫酸亚铁聚硅酸钴锰混凝剂，优选

为，该混凝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硫酸亚铁  15％～21％、次氯酸钠  8％～9％、锰盐  2％

～19％、硅藻土  28％～38％、钴盐  16％～28％。

[0014] 该混凝剂制备方法为：将硫酸亚铁、硅藻土、钴盐、锰盐做原料，溶解于硫酸中，并

调节硫酸摩尔浓度为  0.5~0.9M，获得稳定混合溶液；然后再添加表面活性剂制成混凝剂。

该配合能够增加絮凝颗粒的稳定性，不会被再次破坏，也能增加絮凝时间，提高絮凝效果。

[0015] 所述的处理方法，该混凝剂与待处理废水的用量比为（0.4~0.8）g/l。

[0016] 所述的处理方法，乙醇的加入量为待混合废水总质量的8~12%，所用乙醇的质量分

数优选为  70%。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积极有益效果

[0018] 就苯、酚类而言，难以氧化，所以氧化去除率较低，效果不好；对于含不同浓度的苯

酚的废水，本发明都有较好的去除效果，这是由于椰壳活性炭用于水深度处理工艺，与混凝

剂联用能够去除水中相对分子质量小的有机物，在经过乙醇处理，明显提高出水水质。对于

含苯酚的水样经活性炭处理后能达到我国指标的一级水质标准。

[0019] 本发明对于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简单易操作，没有有毒试剂的加入，没有二

次污 染的产生。

[0020] 该方法首先经过絮凝剂对其中的酚类等物质进行处理，然后进行初步过滤，再经

过石英  砂及椰壳活性炭进行吸附过滤，椰壳活性炭总表面积一般高达  1000～1900m2/g，

与其他吸附材料相比，具有小微孔特别发达的特征，椰壳活性炭吸附能力强、吸附容量大，

尤其对于酚类物质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0021] 经过处理后的废水中加入乙醇后能够更好的溶解其中可能未处理的酚类等物质，

进一步对其中的物质进行处理，以便更彻底的除去其中的杂质。与乙醇混合后经过精馏不

仅能使处 理水达标排放，也能对其中的物质进行回收再利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  1 为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系统示意图，

[0023] 图  2 为水处理装置正面剖视示意图，

[0024] 图  3 为水处理装置俯视图示意图之一，

[0025] 图  4 为水处理装置俯视图示意图之二，

[0026] 图中，1  表示废水产生装置，2  表示过滤装置，3  表示水处理装置，4  表示混合槽，

5  表示精馏装置，301  表示混凝池，302  表示石英砂过滤池，303  表示活性炭过滤池，304 

表示水处理装置入水口，305  表示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的连通开口，306  表示石英砂过

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的连通开口，307  表示水处理装置出水口，308  表示活性炭过滤板，

3011  表示混凝池第一区域，3012  表示混凝池第二区域，3013  表示混凝池第三区域，3014 

表示混凝池第四区域，3021  表示石英砂过滤池第一区域，3022  石英砂过滤池第二区域，

3023  表示石英砂过滤池第三区域，3024  表示石英砂过滤池第四区域，3025  表示石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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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3026  表示固定网，3031  表示活性炭过滤池第一区域，3032  表示活性炭过滤池第二区

域，3033  表示活性炭过滤池第三区域，3034  表示活性炭过滤池第四区域。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以便于对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理解，但并不用于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

[0028] 如图1、图2、图3、图4  所示，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系统，该系统

包括依次相连通的废水产生装置、过滤装置（所用的过滤装置为格栅网过滤，格栅网由不锈 

钢制成，网孔大小为  50 目~80 目）、水处理装置、混合槽、精馏装置；所述的水处理装置包

括依次相邻的混凝池、石英砂过滤池和活性炭过滤池；混凝池、石英砂过滤池及活性炭过滤

池内均竖直设有至少三块阻隔板将池体隔为多个相邻的区域（阻隔板底端与池底部固定），

阻隔板的第一侧端均与池壁固定连接，第二侧端均与池壁侧壁具有一定间隔使各个相邻区

域相连通；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开口深度一般为  0.5m，由池壁最

上端竖直向下开口  0.5m；开口的宽度一般为  0.5m）相连通，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

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连通。

[0029] 其中石英砂过滤池底部设有石英砂层，石英砂层上方设有一层固定网。优选地，石

英砂层的厚度至少为石英砂过滤池高度的1/2，石英砂的粒径优选为100 目~120 目。

[0030] 活性炭过滤池内阻隔板第二侧端与池壁之间的间隔内设有活性炭过滤板；活性炭

过滤板由尼龙网包裹活性炭形成；优选地，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厚度及高度均可以与阻隔

板的厚度及高度相同。优选地，所述的活性炭为椰壳活性炭，活性炭过滤板中活性炭的用量

优选为  1kg/m3。

[0031] 水处理装置的混凝池、石英砂过滤池及活性炭过滤池可以为敞口也可以在池上方

对应加盖，混凝池可以通过盖体伸入搅拌器，搅拌器由电动机带动进行搅拌。可以在其第一

个区域内加入搅拌器，也可以在其每个区域均加入搅拌器。

[0032] 进一步的，废水产生装置与过滤装置之间，过滤装置与水处理装置之间，水处理装

置与混合槽之间以及混合槽与精馏装置之间设有水泵。

[0033] 该废水处理系统通首先对废水进行过滤，然后经过絮凝剂的高效处理及过滤之

后，在经过乙醇混合溶剂及蒸馏较为彻底的除去其中的苯酚之类的，该系统操作简单，在使

用过程中没有有毒试剂的加入、几乎没有废弃物的产生，加入的乙醇还可以进行回收再利

用，在废水处理中具有很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采用上述的处理系统处理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35] 将含苯酚的废水过滤后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具体如下：将产生的废水首先

经过过滤装置进行过滤，然后输送至水处理装置处，通过混凝池池壁上端的开口进入到混

凝池的第一个区域中、同时向混凝池第一个区域中加入混凝剂进行充分混合，在混凝池的

第二个区域中及第三个区域中均加入混凝剂，混合溶液继续向前流动，经过混凝池与石英

砂过滤池的之间的开口进入到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通过石英砂过滤池设置的石

英砂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水溶液继续向前流动，依次经过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

三个区域，当石英砂过滤池第三个区域的水装满时、水溶液由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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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之间的连通开口进行到进入到活性炭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并通过活性炭过滤板依次

进入到活性炭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中，通过活性炭过滤池后，水溶液由水处

理装置排出泵送至混合槽中；

[0036] 优选的，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为聚合生物型硫酸亚铁聚硅酸钴锰混凝剂，该混

凝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硫酸亚铁  15％～21％、次氯酸钠  8％～9％、锰盐  2％～19％、

硅藻土  28％～  38％、钴盐  16％～28％。所述的锰盐可以为硫酸锰、硝酸锰等，所述的钴盐

可以为硝酸钴、  硫酸钴、氯化钴等。

[0037] 该混凝剂制备方法为：将硫酸亚铁、硅藻土、钴盐、锰盐原料按照要求的重量比溶

于硫酸中，并调节硫酸摩尔浓度为  0.5~0.9M（硫酸亚铁与硫酸的质量比为  2:1），获得稳定

混合溶液；再添加表面活性剂（所述的表面活性剂为高分子表面活性剂，如聚乙烯醇等。）混

合得到混凝剂。表面活性剂的加入量占总混凝剂的质量百分比为  1%。该混凝剂能够增加絮

凝颗粒的 稳定性，不会被再次破坏，也能增加絮凝时间，提高絮凝效果。

[0038] 优选地，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与待处理废水的用量比为（0.4~0.8）g/l  其

中，混凝池的第一个区域中加入的混凝剂为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的  80%、混凝池的

第二个区域中加入的混凝剂为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的  15%、混凝池的第三个区域中

加入的混凝剂为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的  5%，达到充分的混合絮凝。

[0039] 在泵送至混合槽中的水中加入乙醇进行充分混合，水中未被充分过滤的酚类物质

在乙醇的加入下得到充分搅拌、溶解。通过乙醇混合后的溶液泵送至精馏塔中进行精馏分

离，分别对其中的乙醇、酚类物质进行回收，剩余水溶液完全达到达标排放，也可以进行回

收再利用。

[0040] 优选地，乙醇的加入量为待混合废水总质量的  8~12%，所用乙醇的质量分数优选

为  70%。该方法处理后所得水中苯酚的去除率达到  97% 以上，几乎达到  100%，去除率很

高，且操作简单、处理过程中试剂消耗少、没有有毒试剂的使用，无废弃物的产生。

[004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以便于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

理解。

[0042] 实施例  1

[0043] 一种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依次相连通的废水产生装置、过滤装

置、水处理装置、混合槽、精馏装置；

[0044] 其中的水处理装置包括依次相邻的混凝池、石英砂过滤池和活性炭过滤池；混凝

池、石英砂过滤池及活性炭过滤池内均竖直设有至少三块阻隔板将池体隔为多个相邻的区

域（阻隔板底  端与池底部固定），阻隔板的第一侧端均与池壁固定连接，第二侧端均与池壁

侧壁具有一定间隔使各个相邻区域相连通；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

连通，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通过池壁上端的开口相连通。

[0045] 其中石英砂过滤池底部设有石英砂层，石英砂层上方设有一层固定网。石英砂层

的厚度为石英砂过滤池高度的  2/3，所用石英砂的粒径优选为  100 目~120 目。

[0046] 活性炭过滤池内阻隔板第二侧端与池壁之间的间隔内设有活性炭过滤板；活性炭

过滤板由尼龙网包裹活性炭形成；所述活性炭过滤板的厚度及高度均与阻隔板的厚度及高

度相同。 其中所用的活性炭为椰壳活性炭，活性炭过滤板中活性炭的用量为  1  g/L。

[0047] 进一步的，废水产生装置与过滤装置之间，过滤装置与水处理装置之间，水处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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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与混合槽之间以及混合槽与精馏装置之间设有水泵。

[0048] 实施例  2

[0049] 一种采用上述的处理系统处理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1）将含苯酚的废水（主要为有机溶液，有机杂质的浓度为  9.3~12.5mg/L）过滤后

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具体如下：将产生的废水首先经过过滤装置进行过滤，然后泵送

至水处理装置处，通过混凝池池壁上端的开口（即水处理装置的入口）进入到混凝池的第一

个区域中（同时会通过阻隔板与池壁之间的间隔进入到第二个及第三个区域中）、同时向混

凝池第一个区域中加入混凝剂进行充分混合，在混凝池的第二个区域中及第三个区域中均

加入混  凝剂，经过混凝池的混合溶液继续向前流动，经过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的之间的

池壁上的开口进入到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通过石英砂过滤池设置的石英砂进行

过滤、过滤后的水溶液继续向前流动，依次经过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

当石英砂过滤池第三个区域的水装满时、水溶液由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之间的池

壁上的连通开口进入到活性炭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并通过活性炭过滤板依次进入到活

性炭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中，通过活性炭过滤池后，水溶液由水处理装置排

出泵送至混合槽中；

[0051] 其中，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为聚合生物型硫酸亚铁聚硅酸钴锰混凝剂，该混凝

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硫酸亚铁  15％、次氯酸钠  9％、锰盐  19％、硅藻土  29％、钴盐 

28％。

[0052] 该混凝剂制备方法为：将硫酸亚铁、硅藻土、钴盐、锰盐原料按照要求的重量比溶

于硫酸中，并调节硫酸摩尔浓度为  0.5M（硫酸亚铁与硫酸的质量比为  2：1），获得稳定混合

溶液；  再添加表面活性剂（聚乙烯醇）混合得到混凝剂。表面活性剂的加入量占总混凝剂的

质量百分比为  1%。该混凝剂能够增加絮凝颗粒的稳定性，不会被再次破坏，也能增加絮凝

时间，提高絮凝效果。

[0053] 在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与待处理废水的用量比为  0.4g/l。

[0054] （2）在泵送至混合槽中的水中加入乙醇进行充分混合，水中未被充分过滤的酚类

物质在乙醇的加入下得到充分搅拌、溶解。乙醇的加入量为待混合废水总质量的  8%，所用

乙醇的质 量分数优选为  70%。

[0055] （3）通过乙醇混合后的溶液泵送至精馏塔中进行精馏分离，分别对其中的乙醇、酚

类物质进行回收，剩余水溶液完全达到达标排放，也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

[0056]

[0057]

[0058] 实施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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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一种采用上述的处理系统处理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1）将含苯酚的废水（主要为有机溶液，有机杂质的浓度为  9.3~12.5mg/L）过滤后

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具体如下：将产生的废水首先经过过滤装置进行过滤，然后泵送

至水处理装置处，通过混凝池池壁上端的开口（即水处理装置的入口）进入到混凝池的第一

个区域中（同时会通过阻隔板与池壁之间的间隔进入到第二个及第三个区域中）、同时向混

凝池第一个区域中加入混凝剂进行充分混合，在混凝池的第二个区域中及第三个区域中均

加入混  凝剂，经过混凝池的混合溶液继续向前流动，经过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的之间的

池壁上的开口进入到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通过石英砂过滤池设置的石英砂进行

过滤、过滤后的水溶液继续向前流动，依次经过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

当石英砂过滤池第三个区域的水装满时、水溶液由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之间的池

壁上的连通开口进入到活性炭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并通过活性炭过滤板依次进入到活

性炭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中，通过活性炭过滤池后，水溶液由水处理装置排

出泵送至混合槽中；

[0061] 其中，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为聚合生物型硫酸亚铁聚硅酸钴锰混凝剂，该混凝

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硫酸亚铁  21％、次氯酸钠  8％、锰盐  5％、硅藻土  38％、钴盐 

28％。

[0062] 该混凝剂制备方法为：将硫酸亚铁、硅藻土、钴盐、锰盐原料按照要求的重量比溶

于硫酸中，并调节硫酸摩尔浓度为  0.9M（硫酸亚铁与硫酸的质量比为  2：1），获得稳定混合

溶液；  再添加表面活性剂（聚乙烯醇）混合得到混凝剂。表面活性剂的加入量占总混凝剂的

质量百分比为  1%。该混凝剂能够增加絮凝颗粒的稳定性，不会被再次破坏，也能增加絮凝

时间，提高絮凝效果。

[0063] 在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与待处理废水的用量比为  0.8g/l。

[0064] （2）在泵送至混合槽中的水中加入乙醇进行充分混合，水中未被充分过滤的酚类

物质在乙醇的加入下得到充分搅拌、溶解。乙醇的加入量为待混合废水总质量的  12%，所用

乙醇的质量分数优选为  70%。

[0065] （3）通过乙醇混合后的溶液泵送至精馏塔中进行精馏分离，分别对其中的乙醇、酚

类物质进行回收，剩余水溶液完全达到达标排放，也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

[0066]

[0067]

[0068] 实施例  4

[0069] 一种采用上述的处理系统处理含苯酚的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0] （1）将含苯酚的废水（主要为有机溶液，有机杂质的浓度为  9.3~12.5mg/L）过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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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具体如下：将产生的废水首先经过过滤装置进行过滤，然后泵送

至水处理装置处，通过混凝池池壁上端的开口（即水处理装置的入口）进入到混凝池的第一

个区域中（同时会通过阻隔板与池壁之间的间隔进入到第二个及第三个区域中）、同时向混

凝池第一个区域中加入混凝剂进行充分混合，在混凝池的第二个区域中及第三个区域中均

加入混  凝剂，经过混凝池的混合溶液继续向前流动，经过混凝池与石英砂过滤池的之间的

池壁上的开口进入到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通过石英砂过滤池设置的石英砂进行

过滤、过滤后的水溶液继续向前流动，依次经过石英砂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

当石英砂过滤池第三个区域的水装满时、水溶液由石英砂过滤池与活性炭过滤池之间的池

壁上的连通开口进入到活性炭过滤池的第一个区域中，并通过活性炭过滤板依次进入到活

性炭过滤池的第二个区域及第三个区域中，通过活性炭过滤池后，水溶液由水处理装置排

出泵送至混合槽中；

[0071] 其中，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为聚合生物型硫酸亚铁聚硅酸钴锰混凝剂，该混凝

剂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硫酸亚铁  21％、次氯酸钠  9％、锰盐  15％、硅藻土  35％、钴盐 

20％。

[0072] 该混凝剂制备方法为：将硫酸亚铁、硅藻土、钴盐、锰盐原料按照要求的重量比溶

于硫酸中，并调节硫酸摩尔浓度为  0.7M（硫酸亚铁与硫酸的质量比为  2：1），获得稳定混合

溶液；  再添加表面活性剂（聚乙烯醇）混合得到混凝剂。表面活性剂的加入量占总混凝剂的

质量百分比为  1%。该混凝剂能够增加絮凝颗粒的稳定性，不会被再次破坏，也能增加絮凝

时间，提高絮凝效果。

[0073] 在混凝池中加入的混凝剂总量与待处理废水的用量比为  0.6g/l。

[0074] （2）在泵送至混合槽中的水中加入乙醇进行充分混合，水中未被充分过滤的酚类

物质在乙醇的加入下得到充分搅拌、溶解。乙醇的加入量为待混合废水总质量的  10%，所用

乙醇的质量分数优选为  70%。

[0075] （3）通过乙醇混合后的溶液泵送至精馏塔中进行精馏分离，分别对其中的乙醇、酚

类物质进行回收，剩余水溶液完全达到达标排放，也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

[0076]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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