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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其

方案是：稀释后的高浓度废水进入水解酸化组合

池，投加已驯化的厌氧污泥，沉淀后的上清液进

入组合气浮池；向组合气浮池投加混合物Ⅰ，气浮

后的上清液依次进入第一pH调整池、第一中间

池、微电解装置和第二pH调整罐，处理后的出水

进入高效沉淀池后投加混合物Ⅲ，沉淀后的上清

液依次进入第二中间池、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和

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好氧

生化池；向好氧生化池中投加好氧活性污泥，好

氧生化后的上清液进入MBR膜反应器；MBR膜反应

器的出水经碳滤器过滤后达到排放标准。本发明

具有环境友好、安全稳定、运行高效和投入较低

的特点，能同时高效降解有机污染物和收集沼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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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高浓度废水经集水池缓存后进入稀释池；在搅拌条件下，用地表水将进入稀释

池的高浓度废水稀释至COD小于40000mg/L；稀释后的废水进入水解酸化组合池；

步骤二、在搅拌条件下，按已驯化的厌氧污泥∶进入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的废水的体积

比为1∶(1～1.5)，向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中投加所述已驯化的厌氧污泥，水解酸化6～7d；

水解酸化后的出水进入水解酸化沉淀池，水解酸化沉淀2～3h，再将水解酸化沉淀后的沉淀

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水解酸化沉淀后的上清液进入组合气浮池；

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是采用6～7个同等体积的水解酸化池并联而成；

步骤三、所述组合气浮池的底部安装有微孔扩散板，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组合气浮池

投加混合物Ⅰ，所述混合物Ⅰ的投加量为0.03～0.05kg/m3，气浮0.5～1h；然后刮除浮渣，浮

渣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气浮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一pH调整池；

所述混合物Ⅰ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20～25)∶1；

步骤四、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pH调整池投加HCl至pH值为3.5～4，第一pH调整池

的出水经第一中间池缓存进入微电解装置；在搅拌条件下，在所述微电解装置中的微电解

时间为2～3h，经微电解后的出水进入第二pH调整罐；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二pH调整罐

投加混合物Ⅱ至pH值为8～9，第二pH调整罐的出水进入高效沉淀池；

所述混合物Ⅱ为CaCl2和CaO的混合物，CaCl2∶CaO的质量比为(40～50)∶1；

步骤五、向所述高效沉淀池投加混合物Ⅲ，所述混合物Ⅲ的投加量为0.08～0.1kg/m3，

在所述高效沉淀池中沉淀3～5h，沉淀后的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沉淀后的

上清液经第二中间池缓存进入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

所述混合物Ⅲ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10～15)∶1；

步骤六、在温度为36～38℃和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投加颗粒状厌

氧污泥，投加的颗粒状厌氧污泥的体积为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体积的0.3～0.6倍，在第一

UASB厌氧反应器内反应2～3d；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依次经水封器和脱硫室后

装入沼气罐储存，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失活的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第一UASB厌氧反应

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

进入所述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的上清液的处理方法与进入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

的处理方法相同；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好氧生化池；

步骤七、在曝气和搅拌条件下，按好氧活性污泥∶进入所述好氧生化池的上清液的体积

比为1∶(3～4)，向所述好氧生化池中投加好氧活性污泥，好氧生化反应6～8h；好氧生化后

的上清液进入MBR膜反应器；

每周向所述MBR膜反应器投加一次次氯酸钠，截留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MBR膜反应

器的出水进入碳滤器，经碳滤器过滤后的出水达到排放标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浓度废水：COD为

70000～80000mg/L，BOD为25000～28000mg/L，SO4
2‑含量为1300～1500mg/L；所述高浓度废

水呈油包水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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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高浓度废水是由工业中微藻提取DHA生产过程中物料分离所产生的生产废水，所

述高浓度废水难于降解，呈现油包水的稳定状态，直接排放会对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在生

物降解的作用下，高浓度废水排入水体后，会使水质缺氧、厌氧而导致大多水生生物死亡，

废水中的有毒有机物会通过食物链到达人体内，在人体内蓄积从而会对人体各种细胞产生

不可逆的“突变”作用，诱发“三致”效应，对人类构成严重的潜在危害。

[0003] 混凝处理法是一种废水化学处理法，通过向废水中投加混凝剂，使其中的胶粒物

质发生凝聚和絮凝作用而分离出来，以净化废水。混凝是凝聚和絮凝作用的总称，凝聚作用

是因投加电解质，使胶粒电动电势降低或消除，以致胶体颗粒失去稳定性，脱稳胶粒相互聚

结而产生；絮凝作用是由高分子物质吸附搭桥，使胶体颗粒相互聚结而产生。混凝处理法应

用于去除水中的微小悬浮固体和胶体杂质时，效果明显。但无法有效去除所述高浓度废水

中的杂质，难以聚集悬浮固体进行沉降，效果不明显。

[0004] 蒸发法是一种物理处理法，将废水浓缩至溶质结晶析出。蒸发法处理废水多采用

真空蒸发的方式，能降低沸点、减少热损失，同时对环境无污染。虽然能对油状的高浓度废

水起到较好的处理效果，但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和产生较高的经济成本，且难以回收利用，

不利于长期使用。

[0005] 高级氧化法是一种新型清洁氧化处理方法，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羟基自由基为主

要氧化剂与有机物发生反应，反应中生成的有机自由基能继续参加·HO的链式反应，或者

通过生成有机过氧化自由基后，进一步发生氧化分解反应，直至降解为最终产物CO2和H2O，

从而达到氧化分解有机物的目的。高级氧化法的主要工艺有Fenton氧化、光催化氧化等；

Fenton氧化法在处理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时虽具有独特的优势，是一种很有应用前景的废水

处理技术，该方法适用于废水的深度处理，但不易降解油状高浓度废水；光催化氧化法虽对

难降解有机污染物有较好的降解效果，并且能耗低、无二次污染，但仍存在处理能力小和催

化效率低的问题。

[0006] 铁碳内电解和Fenton氧化组合工艺是目前比较热门的水处理技术。该方法利用微

电解反应后废水中有大量亚铁盐存在，再投加过氧化氢，使二者迅速反应，从而达到降解高

分子有机物的目的；本方法不仅能节省投加亚铁盐的费用，还能提高对高分子有机物的处

理效果；铁碳内电解和Fenton氧化组合工艺可以用于处理高浓度医药废水、造纸废水、印染

废水等少油废水。但在油状高浓度废水的处理中，油状物的存在降低了Fenton的氧化效果，

难以实现有机污染物的高效降解。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缺陷，目的是提供一种环境友好、安全稳定、运行高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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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较低的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该方法能同时高效降解有机污染物和收集沼气。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的步骤是：

[0009] 步骤一、高浓度废水经集水池缓存后进入稀释池；在搅拌条件下，用地表水将进入

稀释池的高浓度废水稀释至COD小于40000mg/L；稀释后的废水进入水解酸化组合池。

[0010] 步骤二、在搅拌条件下，按已驯化的厌氧污泥∶进入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的废水的

体积比为1∶(1～1.5)，向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中投加所述已驯化的厌氧污泥，水解酸化6～

7d。水解酸化后的出水进入水解酸化沉淀池，水解酸化沉淀2～3h，再将水解酸化沉淀后的

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水解酸化沉淀后的上清液进入组合气浮池。

[0011] 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是采用6～7个同等体积的水解酸化池并联而成。

[0012] 步骤三、所述组合气浮池的底部安装有微孔扩散板，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组合气

浮池投加混合物Ⅰ，所述混合物Ⅰ的投加量为0.03～0.05kg/m3，气浮0.5～1h；然后刮除浮

渣，浮渣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气浮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一pH调整池。

[0013] 所述混合物Ⅰ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20～25)∶1。

[0014] 步骤四、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pH调整池投加HCl至pH值为3.5～4，第一pH调

整池的出水经第一中间池缓存进入微电解装置。在搅拌条件下，在所述微电解装置中的微

电解时间为2～3h，经微电解后的出水进入第二pH调整罐。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二pH调

整罐投加混合物Ⅱ至pH值为8～9，第二pH调整罐的出水进入高效沉淀池。

[0015] 所述混合物Ⅱ为CaCl2和CaO的混合物，CaCl2∶CaO的质量比为(40～50)∶1。

[0016] 步骤五、向所述高效沉淀池投加混合物Ⅲ，所述混合物Ⅲ的投加量为0 .08～

0.1kg/m3，在所述高效沉淀池中沉淀3～5h，沉淀后的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

池，沉淀后的上清液经第二中间池缓存进入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

[0017] 所述混合物Ⅲ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10～15)∶1。

[0018] 步骤六、在温度为36～38℃和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投加颗粒

状厌氧污泥，投加的颗粒状厌氧污泥的体积为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体积的0.3～0.6倍，在

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内反应2～3d；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依次经水封器和脱硫

室后装入沼气罐储存，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失活的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第一UASB厌氧

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

[0019] 进入所述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的上清液的处理方法与进入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

应器的处理方法相同；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好氧生化池。

[0020] 步骤七、在曝气和搅拌条件下，按好氧活性污泥∶进入所述好氧生化池的上清液的

体积比为1∶(3～4)，向所述好氧生化池中投加好氧活性污泥，好氧生化反应6～8h；好氧生

化后的上清液进入MBR膜反应器。

[0021] 每周向所述MBR膜反应器投加一次次氯酸钠，截留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MBR膜

反应器的出水进入碳滤器，经碳滤器过滤后的出水达到排放标准。

[0022] 所述排放标准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8‑1996。

[0023] 所述高浓度废水：COD为70000～80000mg/L，BOD为25000～28000mg/L，SO4
2‑含量为

1300～1500mg/L；所述高浓度废水呈油包水的稳定状态。

[0024]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积极效果：

[0025] 1、本发明采用地表水稀释高浓度废水的预处理方法，能有效降低废水的处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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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安全稳定，同时起到降温作用。

[0026] 2、本发明采用6～7个同等体积的水解酸化池并联成的水解酸化组合池对高浓度

废水进行预处理，能大大减轻较长水解酸化停留时间带来的负荷冲击，并且能达到较好的

水解效果；同时水解酸化沉淀池、气浮组合池、高效沉淀池中的污泥均可回流至水解酸化

池，补充水解污泥储量，降低投入，提高水解效率。

[0027] 3、本发明在微电解过程中，能观察到在高效沉淀池中大量絮状物凝聚沉降，高效

沉淀至澄清溶液；向第二调整罐投加CaCl2能有效降低废水中SO4
2‑的含量，避免对UASB工艺

中产甲烷菌的毒害作用，有效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和UASB厌氧反应器的降解效率。

[0028] 4、本发明采用串联两个UASB高负荷厌氧反应器进行降解高浓度废水，既能深度降

解废水，还能高效回收沼气，环境友好；而使用蒸发法来处理高浓度废水，需要大量热能，不

仅会产生持续的高成本，还难以回收利用。

[0029] 因此，本发明具有环境友好、安全稳定、运行高效和投入较低的特点，能同时高效

降解有机污染物和收集沼气。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方案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描述，并非对其保护范围的限制：

[0031] 实施例1

[0032] 一种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本实施所述处理方法的步骤是：

[0033] 本实施例所处理的高浓度废水：COD为70000～76000mg/L，BOD为25000～27000mg/

L，SO4
2‑含量为1300～1420mg/L；所述高浓度废水呈油包水的稳定状态。

[0034] 步骤一、高浓度废水经集水池缓存后进入稀释池；在搅拌条件下，用地表水将进入

稀释池的高浓度废水稀释至COD小于40000mg/L；稀释后的废水进入水解酸化组合池。

[0035] 步骤二、在搅拌条件下，按已驯化的厌氧污泥∶进入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的废水的

体积比为1∶(1～1.3)，向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中投加所述已驯化的厌氧污泥，水解酸化6～

7d。水解酸化后的出水进入水解酸化沉淀池，水解酸化沉淀2～3h，再将水解酸化沉淀后的

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水解酸化沉淀后的上清液进入组合气浮池。

[0036] 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是采用6～7个同等体积的水解酸化池并联而成。

[0037] 步骤三、所述组合气浮池的底部安装有微孔扩散板，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组合气

浮池投加混合物Ⅰ，所述混合物Ⅰ的投加量为0.03～0.04kg/m3，气浮0.5～0.8h；然后刮除浮

渣，浮渣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气浮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一pH调整池。

[0038] 所述混合物Ⅰ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20～23)∶1。

[0039] 步骤四、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pH调整池投加HCl至pH值为3.5～4，第一pH调

整池的出水经第一中间池缓存进入微电解装置。在搅拌条件下，在所述微电解装置中的微

电解时间为2～3h，经微电解后的出水进入第二pH调整罐。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二pH调

整罐投加混合物Ⅱ至pH值为8～9，第二pH调整罐的出水进入高效沉淀池。

[0040] 所述混合物Ⅱ为CaCl2和CaO的混合物，CaCl2∶CaO的质量比为(40～45)∶1。

[0041] 步骤五、向所述高效沉淀池投加混合物Ⅲ，所述混合物Ⅲ的投加量为0 .08～

0.09kg/m3，在所述高效沉淀池中沉淀3～5h，沉淀后的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

池，沉淀后的上清液经第二中间池缓存进入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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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所述混合物Ⅲ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10～13)∶1。

[0043] 步骤六、在温度为36～38℃和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投加颗粒

状厌氧污泥，投加的颗粒状厌氧污泥的体积为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体积的0.3～0.5倍，在

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内反应2～3d；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依次经水封器和脱硫

室后装入沼气罐储存，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失活的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第一UASB厌氧

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

[0044] 进入所述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的上清液的处理方法与进入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

应器的处理方法相同；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好氧生化池。

[0045] 步骤七、在曝气和搅拌条件下，按好氧活性污泥∶进入所述好氧生化池的上清液的

体积比为1∶(3～3.5)，向所述好氧生化池中投加好氧活性污泥，好氧生化反应6～8h；好氧

生化后的上清液进入MBR膜反应器。

[0046] 每周向所述MBR膜反应器投加一次次氯酸钠，截留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MBR膜

反应器的出水进入碳滤器，经碳滤器过滤后的出水达到排放标准。

[0047] 所述排放标准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8‑1996。

[0048] 实施例2

[0049] 一种高浓度废水的处理方法。本实施所述处理方法的步骤是：

[0050] 本实施例所处理的高浓度废水：COD为74000～80000mg/L，BOD为26000～28000mg/

L，SO4
2‑含量为1380～1500mg/L；所述高浓度废水呈油包水的稳定状态。

[0051] 步骤一、高浓度废水经集水池缓存后进入稀释池；在搅拌条件下，用地表水将进入

稀释池的高浓度废水稀释至COD小于40000mg/L；稀释后的废水进入水解酸化组合池。

[0052] 步骤二、在搅拌条件下，按已驯化的厌氧污泥∶进入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的废水的

体积比为1∶(1.2～1.5)，向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中投加所述已驯化的厌氧污泥，水解酸化6

～7d。水解酸化后的出水进入水解酸化沉淀池，水解酸化沉淀2～3h，再将水解酸化沉淀后

的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水解酸化沉淀后的上清液进入组合气浮池。

[0053] 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是采用6～7个同等体积的水解酸化池并联而成。

[0054] 步骤三、所述组合气浮池的底部安装有微孔扩散板，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组合气

浮池投加混合物Ⅰ，所述混合物Ⅰ的投加量为0.04～0.05kg/m3，气浮0.7～1h；然后刮除浮

渣，浮渣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池，气浮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一pH调整池。

[0055] 所述混合物Ⅰ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22～25)∶1。

[0056] 步骤四、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pH调整池投加HCl至pH值为3.5～4，第一pH调

整池的出水经第一中间池缓存进入微电解装置。在搅拌条件下，在所述微电解装置中的微

电解时间为2～3h，经微电解后的出水进入第二pH调整罐。在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二pH调

整罐投加混合物Ⅱ至pH值为8～9，第二pH调整罐的出水进入高效沉淀池。

[0057] 所述混合物Ⅱ为CaCl2和CaO的混合物，CaCl2∶CaO的质量比为(45～50)∶1。

[0058] 步骤五、向所述高效沉淀池投加混合物Ⅲ，所述混合物Ⅲ的投加量为0 .09～

0.1kg/m3，在所述高效沉淀池中沉淀3～5h，沉淀后的沉淀污泥回流至所述水解酸化组合

池，沉淀后的上清液经第二中间池缓存进入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

[0059] 所述混合物Ⅲ为PAC和PAM的混合物，PAC∶PAM的质量比为(12～15)∶1。

[0060] 步骤六、在温度为36～38℃和搅拌条件下，向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投加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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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厌氧污泥，投加的颗粒状厌氧污泥的体积为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体积的0.4～0.6倍，在

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内反应2～3d；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产生的沼气依次经水封器和脱硫

室后装入沼气罐储存，第一UASB厌氧反应器失活的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第一UASB厌氧

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

[0061] 进入所述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的上清液的处理方法与进入所述第一UASB厌氧反

应器的处理方法相同；第二UASB厌氧反应器反应后的上清液进入好氧生化池。

[0062] 步骤七、在曝气和搅拌条件下，按好氧活性污泥∶进入所述好氧生化池的上清液的

体积比为1∶(3.5～4)，向所述好氧生化池中投加好氧活性污泥，好氧生化反应6～8h；好氧

生化后的上清液进入MBR膜反应器。

[0063] 每周向所述MBR膜反应器投加一次次氯酸钠，截留污泥输送至污泥浓缩池，MBR膜

反应器的出水进入碳滤器，经碳滤器过滤后的出水达到排放标准。

[0064] 所述排放标准为《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78‑1996。

[006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积极效果：

[0066] 1、本发明采用地表水稀释高浓度废水的预处理方法，能有效降低废水的处理难

度，安全稳定，同时起到降温作用。

[0067] 2、本发明采用6～7个同等体积的水解酸化池并联成的水解酸化组合池对高浓度

废水进行预处理，能大大减轻较长水解酸化停留时间带来的负荷冲击，并且能达到较好的

水解效果；同时水解酸化沉淀池、气浮组合池、高效沉淀池中的污泥均可回流至水解酸化

池，补充水解污泥储量，降低投入，提高水解效率。

[0068] 3、本发明在微电解过程中，能观察到在高效沉淀池中大量絮状物凝聚沉降，高效

沉淀至澄清溶液；向第二调整罐投加CaCl2能有效降低废水中SO4
2‑的含量，避免对UASB工艺

中产甲烷菌的毒害作用，有效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和UASB厌氧反应器的降解效率。

[0069] 4、本发明采用串联两个UASB高负荷厌氧反应器进行降解高浓度废水，既能深度降

解废水，还能高效回收沼气，环境友好；而使用蒸发法来处理高浓度废水，需要大量热能，不

仅会产生持续的高成本，还难以回收利用。

[0070] 因此，本发明具有环境友好、安全稳定、运行高效和投入较低的特点，能同时高效

降解有机污染物和收集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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