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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

度处理方法和装置，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冷

轧稀碱生化出水进人进水池，再进入臭氧鼓泡反

应塔，通过液体流量计控制所述冷轧稀碱生化出

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臭氧发生器产

生臭氧气体进入臭氧鼓泡反应塔，经止回阀控制

臭氧气体流量，通过臭氧扩散分布器在臭氧鼓泡

反应塔内均匀的进行水气混合；所述冷轧稀碱废

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进入出水池达标排放；

采用本发明的处理装置系统和方法，一次性投资

低，运行操作简单，生产处理成本较低，是环境友

好型的钢铁废水绿色环保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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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进水池，再进入臭氧鼓泡反应塔，通过液体流量计控制所述冷

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

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气体进入臭氧鼓泡反应塔，通过臭氧扩散分布器在臭氧鼓泡反应

塔内均匀的进行水气混合，在所述臭氧鼓泡反应塔内填装催化臭氧氧化的催化剂；所述冷

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进入出水池达标排放；

所述催化剂由以下步骤制备而成：

（1）溶液的配置：配制1～10  mol/L  Zn(NO3)2·6H2O  和0.1～2.5  mol/L  Fe2(SO4)3·

18H2O 的混合溶液；配制1～2  mol/L  无水Na2CO3溶液，在溶液中加入5～10  mg/L的十六烷

基三甲基溴化铵；

（2）溶液的混合：在超声波工作和机械搅拌条件下，以60～120滴/分钟的缓慢速度滴加

上述两种溶液，混合过程中保持  pH  6.7~8.3；

（3）水热合成反应：待步骤（2）反应停止后，将沉淀转移至超声-水热釜中，反应时间为

24~48  h，调节反应体系的温度在120~180℃，待体系冷却至常温后，用离心机在1000~3000 

rmp的转速下收集反应产物，洗涤；

（4）高温烧制：将步骤（3）所得的产品烘干后研磨获得白色的前驱物，再于温度400~600 

℃进行煅烧2~4  h，冷却后得到所述催化剂；

所述臭氧鼓泡反应塔的高径比为4.5～8.5：1，表观气速为0.10～0.315  m/s，废水在反

应塔中的停留时间为15～60分钟；

制备所得催化剂颗粒为21  mm，在臭氧鼓泡反应塔中堆积密度520  g/L，比表面积970 

m2/g，粉尘率  <  1%；

所述冷轧稀碱生化出水的水质pH为6～9，电导率为1500～5500 μ  s/cm，COD为50～100 

mg/L；

经所述处理方法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pH为6～9，电导率为1500～5500μ  s/cm，

COD为13～27  mg/L，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发

生器产生的臭氧浓度为85～115  g/m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鼓

泡反应塔的底部为微孔布水器，孔径为60~100  u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臭氧鼓泡

反应塔顶部的出气口内安装臭氧猝灭器、消除多余的臭氧，以免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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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和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去除冷轧稀碱废水中有机污染物

的处理方法和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钢铁工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近年来一直处于高速

发展阶段，钢年产量增幅在15％～22％。可是钢铁工业是一个高能耗、高资源、高污染的产

业，其水资源消耗巨大，约占全国工业用水量的14％。

[0003] 冷轧稀碱废水主要来自轧机机组、磨辊间和带钢脱脂机组等各机组的油库排水。

经过常规处理后的冷轧稀碱含油废水不能够满足国家规定的环保排放要求。

[0004] 中国专利《一种含碱含油废水处理工艺》(CN101684025A)公开一种含碱含有废水

处理工艺。该工艺过程是将含碱含油废水先进行中和处理，然后依次通过斜板沉淀、纸带过

滤、超滤处理，最后进行排放的过程。该技术只是一种含碱含有废水处理工艺，没有考虑含

碱含油废水深度处理。中国专利《冷轧钢厂含油废水的厌氧-好氧组合生物处理方法》

(CN101481195A)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冷轧钢厂含油废水的厌氧好氧组合生物处理方法，通过

对含油废水进行厌氧处理后再进行好氧处理，严格控制各项参数，使二级处理后冷轧稀碱

含油废水中油和COD浓度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排放标准，操作简

便、运行稳定、可生化性好、运行成本低。该技术采用生物技术使冷轧含油废水中水质指标

达到旧的排放标准，没用考虑含油废水的达到《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

2012)处理技术。中国专利《一种稀乳化含油废水的处理工艺》(CN  101684025A)公开一种稀

乳化含油废水的处理工艺。稀乳化含油废水经过均和曝气调节、一级pH调整、二级pH调整、

混凝、气浮、冷却、生物接触氧化、絮凝沉淀、部分污泥回流后，出水达标排放或回用。该技术

只是稀乳化含油废水达标排放技术，没有涉及深度处理的技术方案。

[0005] 目前国家对废水的排放标准及相关的“节能减排”政策正逐步提高，上2012年10月

1日起颁布了新的《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2012)要求自2015年1月1日起，

现有企业执行的标准PH为6～9，COD为30mg/L。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根据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水量情况，开发出经济、高效的去除

稀碱废水中有机物的方法和装置。开发冷轧稀碱废水深度处理工艺和装置，以绿色工艺和

节能减排为主要任务，减少环境污染，积极应对日益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冷轧稀碱生化出水高COD的环境污染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轧稀碱

废水的深度处理处理方法和处理装置(系统)，采用本发明的处理系统，一次性投资低，运行

操作简单，生产处理成本较低，是环境友好型的钢铁废水绿色环保处理工艺。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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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人进水池，再进入臭氧鼓泡反应塔，通过液体流量计控制所

述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

[0011] 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气体进入臭氧鼓泡反应塔，通过臭氧扩散分布器在臭氧鼓泡

反应塔内均匀的进行水气混合，在所述臭氧鼓泡反应塔内填装催化臭氧氧化的催化剂；所

述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进入出水池达标排放；

[0012] 所述催化剂由以下步骤制备而成：

[0013] (1)溶液的配置：配制1～10mol/L  Zn(NO3)2·6H2O和0.1～2.5mol/L  Fe2(SO4)3·

18H2O的混合溶液；配制1～2mol/L无水Na2CO3溶液，在溶液中加入5～10mg/L的十六烷基三

甲基溴化铵；

[0014] (2)溶液的混合：在超声波工作和机械搅拌条件下，以60～120滴/分钟的缓慢速度

滴加上述两种溶液，混合过程中保持pH  6.7～8.3；

[0015] (3)水热合成反应：待步骤(2)反应停止后，将沉淀转移至超声-水热釜中，反应时

间为24～48h，调节反应体系的温度在120～180℃，待体系冷却至常温后，用离心机在1000

～3000rmp的转速下收集反应产物，洗涤；

[0016] (4)高温烧制：将步骤(3)所得的产品烘干后研磨获得白色的前驱物，再于温度400

～600℃进行煅烧2～4h，冷却后得到所述催化剂。

[0017]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所述催化剂颗粒为1.5～

25mm，在臭氧鼓泡塔中堆积密度430～620g/L，比表面积630～1070m2/g，粉尘率<1％。

[0018]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所述臭氧发生器产生的臭

氧浓度为85～115g/m3。

[0019]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优选的是，所述臭氧鼓泡

反应塔的高径比为4.5～8.5：1，表观气速为0.10～0.315m/s，废水在反应塔中的停留时间

为15～60分钟。

[0020]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优选的是，所述臭氧鼓泡

反应塔的底部为微孔布水器，孔径为60～100um。

[0021] 根据本发明所述高效去除冷轧稀碱废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处理方法，优选的是，所

述冷轧稀碱生化出水的水质pH为6～9，电导率为1500～5500us/cm，COD为50～100mg/L。

[0022]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优选的是，所述冷轧稀碱

生化出水进人进水池后通过进水泵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

[0023]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优选的是，在臭氧鼓泡塔

反应塔顶部的出气口内安装臭氧猝灭器、消除多余的臭氧，以免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环境。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方法的装置，依次包括进

水池1、进水泵2、液体流量计3、臭氧鼓泡反应塔4、出水池11和出水泵12；在所述臭氧鼓泡反

应塔4的底部设置用于水汽混合的臭氧扩散分布器8，所述臭氧扩散分布器8依次与止回阀

7、臭氧发生器6和氧气瓶5连接；在所述臭氧鼓泡反应塔4的内部用于填装臭氧催化剂9。

[0025] 根据本发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深度处理装置，在所述臭氧鼓泡反应塔4

的顶部设置内部设置臭氧淬灭器的臭氧出气口10。

[0026] 本发明所述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工艺系统，包括进水池，进

水泵、液体流量计、臭氧鼓泡塔反应塔、氧气瓶、臭氧发生器、止回阀、臭氧扩散分布器、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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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臭氧出气口、出水池、出水泵。

[0027] 本方明主要针对冷轧稀碱废水的生化出水进行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使冷轧稀

碱废水能够达标排放。冷轧稀碱生化出水的水质pH为6～9，电导率为1500～5500us/cm，COD

为50～100mg/L。

[0028] 所述冷轧稀碱生化出水通过管道进人进水池。然后通过进水泵进入臭氧鼓泡塔反

应塔。由带自控系统的液体流量计控制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

[0029] 臭氧鼓泡反应塔的高径比为4.5～8.5：1，表观气速为0.10～0.315m/s，废水在反

应塔中的停留时间为15～60分钟。臭氧鼓泡反应塔底部为微孔布水器，孔径为60～100um。

[0030] 臭氧发生器由氧气钢瓶提供氧气气源，采用中高频放电技术、放电介质为搪瓷放

电，臭氧放电室采用可连接式非玻璃放电体，产生的臭氧浓度为85～115g/m3。通过PLC自控

设备和止回阀控制臭氧气体流量。由臭氧鼓泡塔底部的臭氧扩散分布器均匀的进行水气混

合。

[0031] 臭氧鼓泡塔中间放置催化剂填料。臭氧催化氧化是一种高级催化氧化技术，在催

化剂的作用下，能够加大水中臭氧溶解量，加强臭氧的氧化能力，进而提高氧化效果。在鼓

泡塔顶部出气口内安装臭氧猝灭器、消除多余的臭氧，以免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环境。

[0032] 本发明针对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特性，开发制备了高效臭氧催化剂，催化剂的制

备：1)溶液的配置：配制1～10mol/L  Zn(NO3)2·6H2O和0.1～2.5mol/LFe2(SO4)3·18H2O的

混合溶液。配制1～2mol/L无水Na2CO3溶液，在溶液中加入5～10mg/L的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2)溶液的混合：在超声波工作和机械搅拌条件下，以60～120滴/分钟的缓慢速度在反应

杯中同时滴加上述两种溶液，通过控制滴加速度来确保反应体系的pH在6.7～8.3之间，直

到滴加完全为止。3)水热合成反应：待反应停止后，将沉淀转移至超声-水热釜中，反应时间

为24～48h，调节反应体系的温度在120～180℃。待体系冷却至常温后，用离心机在1000～

3000rmp的转速下收集反应产物，并且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依次洗涤若干次，除去产品表

面的离子和杂质。4)高温烧制：所得的产品置于鼓风干燥箱中，并在75～95℃烘干1～5h后

研磨获得白色的前驱物，然后放置在400～600℃的马弗炉中进行煅烧2～4h。5)自然冷却：

然后自然冷却，获得淡黄色的产物即为臭氧催化剂粉体。制备所得催化剂颗粒为1 .5～

25mm，在臭氧鼓泡塔中堆积密度430～620g/L，比表面积630～1070m2/g，粉尘率<1％。

[0033] 在本发明提供的“臭氧催化剂”的作用下更容易分解冷轧稀碱废水，而且臭氧催化

剂使用寿命长，一般可用5年以上，并且经过一定的技术处理后还可以回收再利用。

[0034] 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废水进入出水池，然后通过出水泵达标

排放。

[0035] 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pH为6～

9，电导率为1500～5500us/cm，COD为13～27mg/L，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0036] 有益技术效果：

[0037] 本发明提出了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的技术方案，系统解决了冷轧

稀碱废水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因此本发明属于钢铁绿色环保生产工艺。本发明以低成本

的绿色水处理技术有效解决了冷轧稀碱废水中COD不能够达标排放问题。因此本发明具有

经济和环保双重效果，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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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8] 图1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工艺和装置图。

[0039] 其中，进水池1、进水泵2、液体流量计3、臭氧鼓泡塔反应塔4、氧气瓶5、臭氧发生器

6、止回阀7、臭氧扩散分布器8、臭氧催化剂9、臭氧出气口10、出水池11、出水泵12。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41] 实施例1：

[0042] 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工艺系统，进水池，进水泵、液体流量

计、臭氧鼓泡塔反应塔、氧气瓶、臭氧发生器、止回阀、臭氧扩散分布器、臭氧催化剂、臭氧出

气口、出水池、出水泵。

[0043] 本实施例处理前冷轧稀碱生化出水的水质pH为8.7，电导率为3760us/cm，COD为

92mg/L。

[0044] 所述冷轧稀碱生化出水通过管道进人进水池。然后通过进水泵进入臭氧鼓泡塔反

应塔。由带自控系统的液体流量计控制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

在鼓泡塔顶部出气口内安装臭氧猝灭器、消除多余的臭氧，以免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环境。

[0045] 臭氧鼓泡反应塔的高径比为7：1，表观气速为0.22m/s，废水在反应塔中的停留时

间为45分钟。臭氧鼓泡反应塔底部为微孔布水器，孔径为85um。

[0046] 臭氧发生器由氧气钢瓶提供氧气气源，采用中高频放电技术、放电介质为搪瓷放

电，臭氧放电室采用可连接式非玻璃放电体，产生的臭氧浓度为95g/m3。通过PLC自控设备

和止回阀控制臭氧气体流量。由臭氧鼓泡塔底部的臭氧扩散分布器均匀的进行水气混合。

[0047] 臭氧鼓泡塔中间放置催化剂填料。本专利针对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特性，开发制

备了高效臭氧催化剂，催化剂的制备：1)溶液的配置：配制7mol/LZn(NO3)2·6H2O和1.7mol/

L  Fe2(SO4)3·18H2O的混合溶液。配制1.3mol/L无水Na2CO3溶液，在溶液中加入6mg/L的十六

烷基三甲基溴化铵。2)溶液的混合：在超声波工作和机械搅拌条件下，以100滴/分钟的缓慢

速度在反应杯中同时滴加上述两种溶液，通过控制滴加速度来确保反应体系的pH在6.7～

8.3之间，直到滴加完全为止。3)水热合成反应：待反应停止后，将沉淀转移至超声-水热釜

中，反应时间为32h，调节反应体系的温度在165℃。待体系冷却至常温后，用离心机在

2000rmp的转速下收集反应产物，并且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依次洗涤若干次，除去产品表

面的离子和杂质。4)高温烧制：所得的产品置于鼓风干燥箱中，并在90℃烘干4h后研磨获得

白色的前驱物，然后放置在550℃的马弗炉中进行煅烧3h。5)自然冷却：然后自然冷却，获得

淡黄色的产物即为臭氧催化剂粉体。制备所得催化剂颗粒为21mm，在臭氧鼓泡塔中堆积密

度520g/L，比表面积970m2/g，粉尘率<1％。

[0048] 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废水进入出水池，然后通过出水泵达标

排放。

[0049] 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pH为8.3，

电导率为3810us/cm，COD为19mg/L，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0050]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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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一种冷轧稀碱废水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工艺系统，进水池，进水泵、液体流量

计、臭氧鼓泡塔反应塔、氧气瓶、臭氧发生器、止回阀、臭氧扩散分布器、臭氧催化剂、臭氧出

气口、出水池、出水泵。

[0052] 本实施例处理前冷轧稀碱生化出水的水质pH为6.9，电导率为1790us/cm，COD为

73mg/L。

[0053] 所述冷轧稀碱生化出水通过管道进人进水池。然后通过进水泵进入臭氧鼓泡塔反

应塔。由带自控系统的液体流量计控制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

[0054] 臭氧鼓泡反应塔的高径比为5：1，表观气速为0.15m/s，废水在反应塔中的停留时

间为35分钟。臭氧鼓泡反应塔底部为微孔布水器，孔径为100um。

[0055] 臭氧发生器由氧气钢瓶提供氧气气源，采用中高频放电技术、放电介质为搪瓷放

电，臭氧放电室采用可连接式非玻璃放电体，产生的臭氧浓度为90g/m3。由带自控系统的液

体流量计控制冷轧稀碱生化出水进入臭氧鼓泡塔反应塔的流量。在鼓泡塔顶部出气口内安

装臭氧猝灭器、消除多余的臭氧，以免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环境。

[0056] 臭氧鼓泡塔中间放置催化剂填料。本专利针对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特性，开发制

备了高效臭氧催化剂，催化剂的制备：1)溶液的配置：配制3mol/LZn(NO3)2·6H2O和0.5mol/

L  Fe2(SO4)3·18H2O的混合溶液。配制1.8mol/L无水Na2CO3溶液，在溶液中加入9mg/L的十六

烷基三甲基溴化铵。2)溶液的混合：在超声波工作和机械搅拌条件下，以75滴/分钟的缓慢

速度在反应杯中同时滴加上述两种溶液，通过控制滴加速度来确保反应体系的pH在6.7～

8.3之间，直到滴加完全为止。3)水热合成反应：待反应停止后，将沉淀转移至超声-水热釜

中，反应时间为46h，调节反应体系的温度在135℃。待体系冷却至常温后，用离心机在

1500rmp的转速下收集反应产物，并且用去离子水和无水乙醇依次洗涤若干次，除去产品表

面的离子和杂质。4)高温烧制：所得的产品置于鼓风干燥箱中，并在80℃烘干4h后研磨获得

白色的前驱物，然后放置在450℃的马弗炉中进行煅烧4h。5)自然冷却：然后自然冷却，获得

淡黄色的产物即为臭氧催化剂粉体。制备所得催化剂颗粒为16mm，在臭氧鼓泡塔中堆积密

度610g/L，比表面积790m2/g，粉尘率<1％。

[0057] 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后，废水进入出水池，然后通过出水泵达标

排放。

[0058] 冷轧稀碱废水经过臭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后，所述冷轧稀碱废水的水质pH为7.1，

电导率为1850us/cm，COD为23mg/L，完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0059] 综上所述，本发明所述的冷轧稀碱废水的臭氧催化氧化处理系统实现了废水的达

标排放，本发明工艺一次性投资低；废水处理效果稳定；生产运行成本低；自动化程度高，操

作简单。本发明充分体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是环境友好型处理方法。

[0060] 当然，本技术领域内的一般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上述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发

明，而非用作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上述实施例的变换、变

形都将落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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