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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气，

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水；步骤S2：将收集的废气

进行过滤，将收集的废水通过机械滤栅进行过

滤；步骤S3：过滤后的废气送入喷淋塔进行喷淋

处理，喷淋后的废气进行水雾分离处理；将喷淋

塔产生的废水和水雾分离过程产生的废水送入

沉淀池进行沉淀；机械滤栅过滤后的废水送入沉

淀池进行沉淀；步骤S4：将水雾分离后的气体进

行等离子光解，等离子光解后的气体通过引风机

送入烟囱并排出；沉淀池处理后的废水通入沉淀

机，通过自动加配药剂机向沉淀机加药，加药处

理后的水经过过滤后送入清水池，清水池中的水

再次利用。本方法运行成本费用低、管理简便、过

滤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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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气，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水；

步骤S2：将收集的废气进行过滤，将收集的废水通过机械滤栅进行过滤；

步骤S3：过滤后的废气送入喷淋塔进行喷淋处理，喷淋后的废气进行水雾分离处理；将

喷淋塔产生的废水和水雾分离过程产生的废水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机械滤栅过滤后的废

水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

步骤S4：将水雾分离后的气体进行等离子光解，等离子光解后的气体通过引风机送入

烟囱并排出；沉淀池处理后的废水通入沉淀机，通过自动加配药剂机向沉淀机加药，加药处

理后的水经过过滤后送入清水池，清水池中的水再次利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把收集后

的废气进行初级降温收集，去除废气中含有的水气、油气、粉尘等颗粒状物，然后将初级降

温收集后的废气经过精滤系统将含有少量的水分、油脂类、细尘等微小颗粒物通过该系统

进行再次收集过滤；将机械滤栅过滤废水产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中：将机械滤

栅过滤后的废水送入初级中转池，然后再从初级中转池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沉淀池中产

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加药处理

后的水先送入二级中转池，经二级中转池处理后的水送入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进行过滤，

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处理后的水送入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进行过滤，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

处理后的水经过活性炭过滤器的过滤后送入清水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二级中转

池处理过的水的一部分送入步骤S3中的喷淋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一级介质

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活性炭过滤产生的废水均分别送入步骤S3中的初级中

转池进行再次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沉淀机产

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进行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所述活性

炭过滤器连接有活性炭复活机，活性炭复活机使吸附饱满的活性炭再次活化。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4中：采用反冲

设备分别对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活性炭过滤器进行定时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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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废气处理技术领域，主要涉及一种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清洗水和生产时产生的废气直接排放，对河流或地

表水中，将会严重污染水源、土壤环境和空气污染，破坏生态原有功能，危害人体健康及破

坏生态。另一方面，淡水和空气作为一种事关国计民生的资源环保，日益提到了一个战略高

度。关于废水和废气的治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运行成本费用低、管理简便、过滤效果好

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S1：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气，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水；

[0007] 步骤S2：将收集的废气进行过滤，将收集的废水通过机械滤栅进行过滤；

[0008] 步骤S3：过滤后的废气送入喷淋塔进行喷淋处理，喷淋后的废气进行水雾分离处

理；将喷淋塔产生的废水和水雾分离过程产生的废水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机械滤栅过滤

后的废水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

[0009] 步骤S4：将水雾分离后的气体进行等离子光解，等离子光解后的气体通过引风机

送入烟囱并排出；沉淀池处理后的废水通入沉淀机，通过自动加配药剂机向沉淀机加药，加

药处理后的水经过过滤后送入清水池，清水池中的水再次利用。

[0010] 作为优选，在步骤S2中：把收集后的废气进行初级降温收集，去除废气中含有的水

气、油气、粉尘等颗粒状物，然后将初级降温收集后的废气经过精滤系统将含有少量的水

分、油脂类、细尘等微小颗粒物通过该系统进行再次收集过滤；将机械滤栅过滤废水产生的

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

[0011] 作为优选，在步骤S3中：将机械滤栅过滤后的废水送入初级中转池，然后再从初级

中转池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沉淀池中产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

[0012] 作为优选，在步骤S4中：加药处理后的水先送入二级中转池，经二级中转池处理后

的水送入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进行过滤，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处理后的水送入一级介质精

滤软化器进行过滤，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处理后的水经过活性炭过滤器的过滤后送入清水

池。

[0013] 作为优选，在步骤S4中：二级中转池处理过的水的一部分送入步骤S3中的喷淋塔。

[0014] 作为优选，在步骤S4中：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活性炭过滤

产生的废水均分别送入步骤S3中的初级中转池进行再次处理。

[0015] 作为优选，在步骤S4中：沉淀机产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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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作为优选，在步骤S4中：所述活性炭过滤器连接有活性炭复活机，活性炭复活机使

吸附饱满的活性炭再次活化。

[0017] 作为优选，在步骤S4中：采用反冲设备分别对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精滤

软化器、活性炭过滤器进行定时反冲洗。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中的废气首先经过两次旋流收集和喷淋塔出去废气中的少量颗粒物以及

降低废气的温度，然后经过水雾分离除去废气中的水蒸气，为后续处理提供条件，除雾后的

废气通过等离子光解，使复杂大分子污染物转变为简单小分子安全物质，或使有毒有害物

质转变成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物质，从而使污染物得以降解去除。本发明采用机械滤栅

自动去除水中大的悬浮物，然后通过静态沉淀+溶浮沉淀法来作为预处理工艺，最后通过多

级过滤后回用于车间生产。该组合工艺特别适合像洗料污水这类水中含有大量悬浮物的水

质，处理后的污水再经过多级机械过滤，进一步去除水中的悬浮物以及杂质，出水进入回用

水池，以供车间生产循环用水。本方法运行成本费用低、管理简便、过滤效果好，还可自动反

冲洗，无需专人看守。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参见图1：

[0022] 一种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步骤S1：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气，通过管道集中收集废水。

[0024] 步骤S2：把收集后的废气进行初级降温收集(本实施例中采用旋流收油尘系统)，

去除废气中含有的水气、油气、粉尘等颗粒状物；然后将初级降温收集后的废气经过精滤系

统(本实施例中采用旋流精滤系统)将含有少量的水分、油脂类、细尘等微小颗粒物通过该

系统进行再次收集过滤。

[0025] 将收集的废水通过机械滤栅进行过滤，本实施例中的机械滤栅采用机械滤栅自动

排渣系统，该系统是一种可以连续自动清除的格栅。它由多个相同的耙齿机件交错平行组

装成一组封闭的耙齿链，在电动机和减速机的驱动下，通过一组槽轮和链条组成连续不断

的自上而下的循环运动，达到不断清除格栅的目的。当耙齿链运转到设备上部及背部时，由

于链轮和弯轨的导向作用，可以使平行的耙齿排产生错位，使固体污物靠自重下落到渣槽

内。格栅的优点是自动化程度高、分离效率高、动力消耗小、无噪音、耐腐蚀性能好，在无人

看管的情况下可保证连续稳定工作，而且可以根据用户需要任意调节设备运行间隔，实现

周期性运转；可以根据格栅前后液位差自动控制；并且有手动控制功能，以方便检修。用户

可根据不同的工作需要任意选用。由于该设备结构设计合理，在设备工作时，自身具有很强

的自净能力，不会发生堵塞现象，所以日常维修工作量非常少。

[0026] 将机械滤栅过滤废水产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

[0027] 步骤S3：过滤后的废气送入喷淋塔喷淋，经两次过滤器含少量油脂及其他水溶性

碱溶性等可溶性物质在喷淋塔中进行喷淋吸收，并将废气中的微细颗粒物从废气中进行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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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达到污染物与洁净气体分离的目的。通过喷淋塔可以降低废气温度，水资源易得，同时

经过过滤、沉淀后可回用，最大限度降低水资源的浪费，水喷淋在处理细小颗粒效率高；喷

淋塔为双道喷淋。

[0028] 喷淋后的废气进行水雾分离。本实施例中通过水雾分离系统进行水雾分离，将喷

淋后的气体中含有的水分进行脱水分，并同时进行干燥空气，而脱水分的空气有利于后端

进行等离子光解。因废气中含有的水分较大，容易发生高压击穿，达不到等离子后氧杀菌废

气处理效果。并且空气中含有的水分较大进入光解系统，会失去作用。低温等离子体是电

子、化学、催化等综合作用下的电化学过程，是依靠等离子体在瞬间产生的强大电场能量电

离、裂解有害气体的化学键能，从而破坏废气分子结构，达到净化目的。等离子净化器能有

效去除挥发性有机物(VOC)、无机物、硫化氢、氨气、硫醇类等主要污染物，以及各种恶臭味，

对于长期弥漫、积累的恶臭、异味，并且具有强力杀灭空气中细菌、病毒等各种微生物能力，

而且具有明显的防霉作用。经过等离子光解系统之后产生的等离子体废气不需任何添加

剂，不产生废水、废渣，不会导致二次污染。

[0029] 将喷淋塔产生的废水和水雾分离产生的废水送入沉淀池进行沉淀。

[0030] 将过滤后的废水送入初级中转池，初级中转池可以最大限度地沉淀并去除废水中

的漂浮物和大颗粒杂质，保护水泵和后续处理设施，并起均质均量作用，进一步去除废水的

悬浮物及部分细小颗粒。大大降低废了水中的COD(化学需氧量)、BOD(生化需氧量)。通过初

级中转池可以有效的除去水中无机杂质。

[0031] 然后再从初级中转池送入沉淀池(本实施例中采用三级波浪静态沉淀池)进行沉

淀，沉淀池包括进水区、沉淀区、缓冲区、污泥区和出水区等部分组成。进水区和出水区的作

用是使水流均匀地流过沉淀池，沉淀池中间有规律分布波浪形隔板和静水垂帘，使污水在

流动前行过程中形成上动下静状态，有利于细小颗粒物旋沉，避免短流和减少紊流对沉淀

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减少死水区、提高沉淀池的沉淀速度和容积利用率；即沉淀池的工作

区，足可沉淀颗粒与废水分离的区域；下端的污泥区是污泥贮存、浓缩和自动排出的区域；

缓冲区则是分隔沉淀区和污泥区的水层区域，保证已经沉淀的颗粒不因水流搅动而再行浮

起。

[0032] 步骤S4：将水雾分离后的废气进行等离子光解，在光解催化净化设备中对有机挥

发性废气主要进行光解与催化氧化。光解主要是通过高能UV紫外线对空气中的氧气产生分

解作用，促进氧分子分解成为游离态的氧，由于游离态氧上的正负电子处于不平衡状态，因

此游离态氧极易与氧分子结合生成臭氧，而臭氧的强氧化作用能够促进有机挥发性废气的

分解。在UV高效设备内安装着紫外线放电管，紫外线放电管产生的光子能量可以高达

647KJ/mol、742KJ/mol，如此高的光子能能够迅速裂解小于该能量的有机挥发性废气的分

子键，使其转变为无机小分子物质。等离子光解后的气体通过引风机送入烟囱并排出，经过

引风机处理后的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通过16米烟囱高空拍放。并且烟囱设有观察孔、

检测口、监测平台和风分向导流系统水溶性碱溶性。

[0033] 沉淀池处理后的废水通入沉淀机(本实施例中采用溶浮沉淀机)，通过自动加配药

剂机向沉淀机加药，污水中的污染物分为溶解性有机物和非溶解性物质(即SS)，溶解性有

机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非溶液解性物质，污水处理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混凝絮凝

剂使大部分溶解性有机物转达化为非溶解性物质，再将全部或大部分非溶液解性物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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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去除以达到净化污水的目的，而去除SS的主要方法就是利用溶浮的方法。经加药反应后

的污水进入溶浮沉淀池混合区，与释放后的溶气水混合接触，使絮凝体粘附在细微气泡上，

然后进入浮选区。絮凝体在浮力的作用下浮向水面形成浮渣，下层的清水经集水器流至清

水池后，一部分回流作溶浮使用，剩余清水通过溢流口流出。溶浮池水面上的浮渣积聚到一

定厚度以后，由刮板机将浮渣排出。

[0034] 加药处理后的水先送入二级中转池，二级中转池把加药后的污水通过高效溶浮沉

淀池处理后，进行暂时存水。二级中转池处理过的水一部分送入喷淋塔。

[0035] 经二级中转池处理后的水送入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填充多

层石英砂滤层。废水先经过石英砂层，降低悬浮物，保证后续活性炭吸附过程免受悬浮物的

堵塞，确保处理后的水质达到排放标准。通过优化滤料和过滤器的设计，实现了过滤器的自

适应运行，滤料对原水浓度、操作条件、预处置工艺等具有很强的自适应性，即在过滤时滤

床自动形成上疏下密状态，有利于在各种运行条件下保证出水水质，反洗时滤料充分散开，

清洗效果好。砂过滤器可有效去除水中的悬浮物，并对水中的胶体、铁、有机物、农药、锰、细

菌、病毒等污染物有明显的去除作用。并具有过滤速度快、过滤精度高、截污容量大等优点。

[0036] 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处理后的水送入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

再次对污水进行二次过滤处理。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是借多孔物质，它的特点是构造紧凑

严密，具有良好的澄清作用，卸除方便，操作可以自动化，泵入过滤器，使壳体内充满滤水，

滤水透过反冲洗管道精密过滤器，其管壁的微孔起过滤作用，滤液经微孔进入过滤管内，靠

压力再经透明塑料软管被压出，导入聚流装置并从此排出。

[0037] 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处理后的水经过活性炭过滤器的过滤后送入清水池，再用于

生产。

[0038] 活性炭过滤器又称活性碳吸附塔，是一种高效率经济实用型有机废气的净化与治

理装置。活性炭是一种很细小的炭粒，有很大的表面积，炭粒中还有更细小的孔-毛细管，具

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由于炭粒的表面积很大，所以能与污染物充分接触，这些污染物碰到毛

细管被吸附，起到进一步净化作用。活性炭吸附过滤器对有机物、金属离子、磷酸盐都有很

高的去除效果，并能有效去除色度和气味。活性炭时间一长吸附能力会不同程度地减弱效

果下降。如水质混浊水中有机物含量高,活性炭就会丧失过滤功能，所以活性炭应定期清洗

或复活更换。

[0039] 活性炭过滤器连接有活性炭复活机，活性炭复活机使吸附饱满的活性炭通过一定

条件处理后再次活化。活性炭在吸附饱合被更换后，使用活性炭吸附是一个物理过程，因此

采用高温蒸汽将使用过的活性炭内之杂质进行脱附，并使其恢复原有活性，以达到重复使

用的目的，再生后的活性炭其用途仍可连续重复使用及再生。

[0040] 采用反冲设备分别对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活性炭过滤器

进行定时反冲洗。

[0041] 一级介质软化过滤器、一级介质精滤软化器、活性炭过滤分别产生的废水均送入

初级中转池。

[0042] 在步骤S4中：沉淀机产生的废渣送入污泥溶液池中。在污泥溶液池中通过污泥泵

进脱水机脱水处理后外运处理。通过污泥挤压脱水机脱水，泥饼晾干后外运处理，滤液达标

循环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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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本发明的废水废气综合处理方法主要是通过废气收集系统、旋流收油尘系统、旋

流精滤系统、喷淋塔系统、水雾分离系统、等离子光解系统、引风机、烟囱等进行无污染处理

的方法将废气进行处理达标排放，无需进行催化燃烧，并且具有设备投资小、占地面积小、

运行成本低、无活性炭、没有易损件、维修方便等优点。

[0044] 本发明中的废气首先经过两次旋流收集和喷淋塔出去废气中的少量颗粒物以及

降低废气的温度，然后经过水雾分离除去废气中的水蒸气，为后续处理提供条件，除雾后的

废气通过等离子光解，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介质放电产生的大量携能电子轰击污染物分

子，使其电离、解离和激发，然后便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使复杂大分子污染

物转变为简单小分子安全物质，或使有毒有害物质转变成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的物质，从

而使污染物得以降解去除。因其电离后产生的电子平均能量在10ev，适当控制反应条件可

以处理分解掉废气中的大部分有机气体，然后进入到活性炭吸附箱，活性碳箱采用柱状活

性碳，比表面积和孔隙率大，吸附能力强，具有较好的机械强度、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净

化效率高达99％，废气与活性碳接触，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被吸附在活性碳表面，从而从气

流中脱离出来，达到净化效果。

[0045] 本实施例中采用机械滤栅自动去除水中大的悬浮物，然后通过静态沉淀+溶浮沉

淀法来作为预处理工艺，最后通过多级过滤后回用于车间生产。该组合工艺特别适合像洗

料污水这类水中含有大量悬浮物的水质，处理后的污水再经过多级机械过滤，进一步去除

水中的悬浮物以及杂质，出水进入回用水池，以供车间生产循环用水。

[0046] 本方法运行成本费用低、管理简便、过滤效果好，还可自动反冲洗，无需专人看守。

[004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在不脱离本发明设

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

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11151090 A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11151090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