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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

的方法，属于污水处理方法领域，本发明的方法

通过将高浓度吡嗪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首先

去除废水中大部分的悬浮杂质；混凝反应后出水

通过沉淀池Ⅰ，泥水分离；上清液通入高温芬顿反

应系统，反应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反应出水

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淀，泥水分离；上清液

通入蒸氨塔，回收氨后废水进入生化调节池；生

化调节池废水通入生化系统，生化系统采用好

氧、水解酸化、好氧生化组合工艺能够实现COD、

氨氮、总氮的去除；生化出水经深度氧化后，COD、

氨氮、总氮完全达标排放，具有良好的环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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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步骤一：将含吡嗪的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9-10，投加添加量5-6g/L的硫酸

亚铁以及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3-0.6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5-1h；

步骤二：步骤一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沉淀

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三：将上述中间水池Ⅰ水体送入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40-60℃，调节pH至3-

5，投加添加量6-8g/L的硫酸亚铁以及质量浓度30%，添加量25-35mL/L的双氧水，搅拌反应

2-4h；

步骤四：步骤三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9-10，投加质量浓度0.05%，投

加量0.3-0.6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2-0.5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

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沉淀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五：步骤四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控制废水pH至11-12，回收氨后废水进入

中间水池Ⅲ；

步骤六：步骤五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7-8；

步骤七：步骤六生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控制一级好氧反应池内的溶解

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48小时；

步骤八：步骤七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

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所述的生化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步骤七中的一级好氧

池；

步骤九：步骤八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

于0.2mg/L；

步骤十：步骤九中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入二级好氧反应池，控制二级好氧池内的溶解

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48小时；

步骤十一：将步骤十中的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

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池；

步骤十二：步骤十一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3-4，投加质量浓

度10%，添加量8-12mL/L的次氯酸钠溶液，搅拌反应2-4h；

步骤十三：步骤十二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6-9；

步骤十四：步骤十三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达标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七中的一级好氧反应池中包括填料、菌种，所述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

积1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一级

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九中的水解酸化池中包括填料、菌种，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解

酸化填料为20-30mm火山岩和1-6目无规则活性炭，菌种为厌氧复合微生物菌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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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的二级好氧反应池中包括填料、菌种，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

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二级

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解

酸化反应、好氧反应的条件参数为：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3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处理含吡嗪食品添加剂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调节pH选用盐酸或者硫酸、氢氧化钠或者氢氧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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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方法领域，具体是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食品废水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吡嗪为无色结晶；与嘧啶和哒嗪互为同分异构体。不易发生亲电取代反应，但易和

亲核试剂反应。在自然界中，其纯品很少存在，但其结构存在于叶酸之中，组成其中的蝶呤

部分。工业上则用乙醇胺在气相催化的条件下脱氢制取。其衍生物有较多应用，如二苯并吡

嗪是重要的染料，吩嗪以具有抗肿瘤，抗菌和利尿的性质而著称。而四甲基吡嗪被报道可以

捕捉超氧阴离子，并减少人体有粒细胞的氮氧化物产生。吡嗪类物质具有难生物降解的特

性，是废水处理中的难点，现有技术中还没有高效、简便的的处理方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公开了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

该方法通过采用混凝沉淀先去除废水中的悬浮物，然后采用高温芬顿氧化吡嗪类物质，使

废水中有机氮转化成无机氮，提高废水的B/C，进一步通过蒸氨工艺回收废水中部分氨氮，

再通过生物法降解废水中的有机物和氨氮。末端再深度氧化彻底去除各污染指标。实现废

水达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排放，不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0004]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处理含高浓度吡嗪废水的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将含吡嗪的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9-10，投加添加量5-6g/L的硫酸

亚铁以及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3-0.6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5-1h；混凝可

使废水中的胶体和细微悬浮物脱稳，并聚集为数百微米以至数毫米的矾花，进而通过重力

沉降去除。

[0005] 步骤二：步骤一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

沉淀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三：将上述中间水池Ⅰ水体送入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40-60℃，调节pH至3-

5，投加添加量6-8g/L的硫酸亚铁以及质量浓度30%，添加量25-35mL/L的双氧水，搅拌反应

2-4h；高温芬顿反应可以有效去除废水中的吡嗪类物质及其它难降解有机物，提高废水的

可生化性。

[0006] 步骤四：步骤三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9-10，投加质量浓度

0.05%，投加量0.3-0.6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2-0.5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

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沉淀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混凝可使废水中

的胶体和细微悬浮物脱稳，并聚集为数百微米以至数毫米的矾花，进而通过重力沉降去除，

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

[0007] 步骤五：步骤四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通过精馏吸收法达到将废水中的氨

回收，控制废水pH于11-12，塔釜高温水与原料进行换热，废水通过换热器进入汽提塔，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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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挥发度大于水，在蒸汽的作用下更多的氨进入气相，再由塔顶进入冷凝器，被完全液

化，用清水回收部分氨水或稀硫酸回收部分硫酸铵盐；回收氨后废水进入中间水池Ⅲ；

步骤六：步骤五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7-8；

步骤七：步骤六生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

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一级好氧反应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48小

时；一级好氧反应段利用微生物的有氧呼吸，将前期废水中易降解的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

去除部分COD；填料可作为水中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会在填料的表面进行累积，形成挂膜，

增大与污水的表面接触，提高污水的处理效果。

[0008] 步骤八：步骤七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

间水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所述的生化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步骤七中的一级

好氧池；

步骤九：步骤八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菌种投

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于0.2mg/L，水解酸化反应可进一步将难

生物降解的大分子物质转化为易生物降解的小分子物质，从而改善废水的可生化性，为后

续二级好氧处理奠定良好基础；填料可作为水中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会在填料的表面进

行累积，形成挂膜，增大与污水的表面接触，提高污水的处理效果。

[0009] 步骤十：步骤九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入二级好氧反应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

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二级好氧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48

小时；好氧反应段利用微生物的有氧呼吸，进一步把有机物分解成无机物，去除有机污染

物；填料可作为水中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会在填料的表面进行累积，形成挂膜，增大与污

水的表面接触，提高污水的处理效果；

步骤十一：将步骤十中的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

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池；

步骤十二：  步骤十一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3-4、投加10%次

氯酸钠溶液（添加量8-12mL/L的次氯酸钠溶液），搅拌反应2h；深度氧化可以进一步去除污

水中的有机物。

[0010] 步骤十三：步骤十二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6-9；

步骤十四：步骤十三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达标排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三级标

准）。

[0011] 进一步，所述的步骤七中的一级好氧反应池中包括填料、菌种，所述填料体积占池

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

[0012] 进一步，所述的一级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

种。

[0013] 进一步，所述的步骤九中的水解酸化池中包括填料、菌种，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

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

[0014] 进一步，所述的水解酸化填料为20-30mm火山岩和1-6目无规则活性炭，菌种为厌

氧复合微生物菌种。

[0015] 进一步，所述的步骤十中的二级好氧反应池中包括填料、菌种，填料体积占池体积

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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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所述的二级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

种。

[0017] 进一步，所述的水解酸化反应、好氧反应的条件参数为：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

20-35℃。

[0018] 进一步，所述的调节pH选用盐酸或者硫酸、氢氧化钠或者氢氧化钙。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在于：

1）采用的高温芬顿方法处理废水，有效的去除了废水中的吡嗪类物质；

2）本发明中采用一级好氧、水解酸化、二级好氧生化组合工艺能够实现COD、氨氮、总氮

的去除；本发明的工艺同时对废水中的有机氮进行氨化、硝化、反硝化；出水深度氧化后，

COD、氨氮、总氮完全达标排放，具有良好的环境效应；

3）本发明中含吡嗪的废水首先在混凝条件下对废水进行预处理，胶体和细微悬浮物脱

稳，并聚集为数百微米以至数毫米的矾花，进而通过重力沉降去除；再进行高温芬顿氧化，

可有效去除废水中的吡嗪类物质及其它难降解有机物，进而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

4）本发明中末端深度氧化彻底去除各污染指标，可进一步降解废水中的有机物，使出

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三级标准。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效果更加清楚，明确，以下列举实例对本发明进一

步详细说明。应当指出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1] 实施例1

首先将含吡嗪食品添加剂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9，投加硫酸亚铁溶液（添加

量6g/L）、聚丙烯酰胺溶液（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4mL/L），搅拌反应0.5h；出水自流进入

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输送至物化污泥池；中间水池水体送入

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50℃，调节pH至4；投加硫酸亚铁（添加量7.5g/L）、30%双氧水

（添加量30mL/L），搅拌反应2h；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9；投加聚丙烯酰胺

（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4mL/L），搅拌反应0.5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

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输送至物化污泥池；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调节废水pH

至11，回收氨后废水进入中间水池Ⅲ；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7；生

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

制一级好氧反应池内的溶解氧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小时；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

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

污泥回流至一级好氧池；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菌

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于0.2mg/L；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入

二级好氧反应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二级好氧池内的

溶解氧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小时；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淀；

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池；

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3、投加10%次氯酸钠溶液（添加量10mL/L），

搅拌反应2h；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6-9；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合格外排。

[0022]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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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含吡嗪食品添加剂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10，投加硫酸亚铁溶液（添

加量5g/L）、聚丙烯酰胺溶液（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5mL/L），搅拌反应0.5h；出水自流进

入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输送至物化污泥池；中间水池水体送

入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55℃，调节pH至5，投加硫酸亚铁（添加量7g/L）、30%双氧水

（添加量25mL/L），搅拌反应2h；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10，少量聚丙烯酰

胺（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5mL/L），搅拌反应0.5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

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输送至物化污泥池；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调节废水

pH至12，回收氨后废水进入中间水池Ⅲ；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8；

生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

控制一级好氧反应池内的溶解氧2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48小时；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

回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

的污泥回流至一级好氧池；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

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于0.2mg/L；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

入二级好氧反应池（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二级好氧池内

的溶解氧2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48小时；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

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

池；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4、投加10%次氯酸钠溶液（添加量12mL/

L），搅拌反应2h；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6-9；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合格外排。

[0023] 实施例3

步骤一：将含吡嗪的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9-10，投加添加量5g/L的硫酸亚

铁以及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3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5h；

步骤二：步骤一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沉淀

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三：将上述中间水池Ⅰ水体送入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40-60℃，调节pH至3，

投加添加量6g/L的硫酸亚铁以及质量浓度30%，添加量25mL/L的双氧水，搅拌反应2h；

步骤四：步骤三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9-10，投加质量浓度0.05%，投

加量0.3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2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

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沉淀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五：步骤四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控制废水pH至11-12，回收氨后废水进入

中间水池Ⅲ；

步骤六：步骤五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7-8；

步骤七：步骤六生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一级好氧反应池中40-100目粉

末活性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的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一级好

氧反应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24小时；

步骤八：步骤七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

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所述的生化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步骤七中的一级好氧

池；

步骤九：步骤八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35

℃，水解酸化池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填料为20-30mm火山岩和1-6目无规则活性炭，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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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复合微生物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于0.2mg/L；

步骤十：步骤九中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入二级好氧反应池，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

35℃，二级好氧反应池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的投加量占池

体积10%，二级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控制二级好氧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

行好氧生化反应24小时；

步骤十一：将步骤十中的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

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池；

步骤十二：步骤十一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3-4，投加质量浓

度10%，添加量8mL/L的次氯酸钠溶液，搅拌反应2h；

步骤十三：步骤十二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6；

步骤十四：步骤十三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标排放。

[0024] 实施例4

步骤一：将含吡嗪的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9-10，投加添加量6g/L的硫酸亚

铁以及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6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1h；

步骤二：步骤一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沉淀

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三：将上述中间水池Ⅰ水体送入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40-60℃，调节pH至5，

投加添加量8g/L的硫酸亚铁以及质量浓度30%，添加量25-35mL/L的双氧水，搅拌反应4h；

步骤四：步骤三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9-10，投加质量浓度0.05%，投

加量0.6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5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

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沉淀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五：步骤四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控制废水pH至11-12，回收氨后废水进入

中间水池Ⅲ；

步骤六：步骤五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7-8；

步骤七：步骤六生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一级好氧反应池中40-100目粉

末活性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的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一级好

氧反应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48小时；

步骤八：步骤七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

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所述的生化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步骤七中的一级好氧

池；

步骤九：步骤八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35

℃，水解酸化池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填料为20-30mm火山岩和1-6目无规则活性炭，厌

氧复合微生物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于0.2mg/L；

步骤十：步骤九中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入二级好氧反应池，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

35℃，二级好氧反应池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的投加量占池

体积10%，二级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控制二级好氧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

行好氧生化反应48小时；

步骤十一：将步骤十中的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

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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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二：步骤十一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3-4，投加质量浓

度10%，添加量12mL/L的次氯酸钠溶液，搅拌反应2-4h；

步骤十三：步骤十二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9；

步骤十四：步骤十三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标排放。

[0025] 实施例5

步骤一：将含吡嗪的废水通入混凝反应池Ⅰ，调节pH至9-10，投加添加量5g/L的硫酸亚

铁以及质量浓度0.05%，投加量0.4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8h；

步骤二：步骤一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Ⅰ，污泥沉淀

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三：将上述中间水池Ⅰ水体送入高温芬顿反应装置，控制温度40-60℃，调节pH至4，

投加添加量7g/L的硫酸亚铁以及质量浓度30%，添加量30mL/L的双氧水，搅拌反应3h；

步骤四：步骤三反应后出水进入混凝反应池Ⅱ，调节pH至9-10，投加质量浓度0.05%，投

加量0.5mL/L的聚丙烯酰胺溶液，搅拌反应0.4h；出水自流进入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

自流进入中间水池Ⅱ，污泥沉淀输送至物化污泥浓缩池；

步骤五：步骤四中间水池Ⅱ水体通入蒸氨塔，控制废水pH至11-12，回收氨后废水进入

中间水池Ⅲ；

步骤六：步骤五中间水池Ⅲ水体进入生化调节池，调节废水pH至7-8；

步骤七：步骤六生化调节池水体通入一级好氧反应池，一级好氧反应池中40-100目粉

末活性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的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一级好

氧反应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行好氧生化反应38小时；

步骤八：步骤七一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Ⅰ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进入中间水

池Ⅳ，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所述的生化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步骤七中的一级好氧

池；

步骤九：步骤八中间水池Ⅳ水体自流进入水解酸化池，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35

℃，水解酸化池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30%，填料为20-30mm火山岩和1-6目无规则活性炭，厌

氧复合微生物菌种投加量占池体积10%，控制水解酸化池内的溶解氧小于0.2mg/L；

步骤十：步骤九中水解酸化出水自流进入二级好氧反应池，调节pH至7-8，控制水温20-

35℃，二级好氧反应池中填料体积占池体积10%；菌种为好氧复合微生物菌种的投加量占池

体积10%，二级好氧填料为40-100目粉末活性炭，，控制二级好氧池内的溶解氧2~4mg/L，进

行好氧生化反应40小时；

步骤十一：将步骤十中的二级好氧出水自流进入回流沉淀池Ⅱ进行沉淀；上清液自流

进入中间水池Ⅴ，污泥输送至生化污泥池，污泥池内50%的污泥回流至厌氧池；

步骤十二：步骤十一中间水池Ⅴ中水体送入深度氧化装置，调节pH至3-4，投加质量浓

度10%，添加量10mL/L的次氯酸钠溶液，搅拌反应3h；

步骤十三：步骤十二出水流入反调池，调节pH至6-9；

步骤十四：步骤十三出水进入监测池，检测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标排放。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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