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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

系统，包括调节池(1)、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

前芬顿工艺系统(3)、气浮工艺系统(4)、生化工

艺系统(5)、后芬顿工艺系统(6)、BAF工艺系统

(7)、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MBR膜工艺系统(9)

和污泥处置系统(12)，废水依次经过这些部件后

出水，运转产生的污泥进入污泥处置系统(12)；

通过对污水的物化处理、生化处理和高级氧化处

理，适用于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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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调节池(1)、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

(2)、前芬顿工艺系统(3)、气浮工艺系统(4)、生化工艺系统(5)、后芬顿工艺系统(6)、BAF工

艺系统(7)、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MBR膜工艺系统(9)和污泥处置系统(12)，废水依次经过

调节池(1)、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前芬顿工艺系统(3)、气浮工艺系统(4)、生化工艺系

统(5)、后芬顿工艺系统(6)、BAF工艺系统(7)、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和MBR膜工艺系统(9)

后出水，运转产生的污泥进入污泥处置系统(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铁碳微电解

工艺系统(2)内置微电解填料及曝气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铁碳微电解

工艺系统(2)出水进入前芬顿工艺系统(3)，前芬顿工艺系统(3)包括前芬顿池(31)、前中和

池(32)和前沉淀池(33)，所述前芬顿池(31)设置过氧化氢加药装置(101)和硫酸亚铁加药

装置(102)，所述前中和池(32)设置氢氧化钠加药装置(10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前芬顿工艺

系统(3)出水进入所述气浮工艺系统(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浮工艺系

统(4)出水进入生化工艺系统(5)，依次经过生化工艺系统(5)的UASB缓冲池(51)、UASB厌氧

池(52)、厌沉池(53)、一级缺氧池(54)、一级好氧池(55)、二级缺氧池(56)、二级好氧池(57)

和高密度沉淀池(58)；所述UASB缓冲池(51)设有换热盘管(511)及UASB进水泵(512)，所述

UASB厌氧池(52)池顶设有布水装置(521)、汽水分离器(523)及沼气处理装置(534)；池内设

有三相分离器(522)圾排泥装置(525)，废水分配进入一级缺氧池(54)和二级缺氧池(56)，

所述高密度沉淀池(58)污泥回流至所述一级缺氧池(5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化工艺系

统(5)出水进入后芬顿工艺系统(6)，所述后芬顿工艺系统(6)包括调酸池(61)、后芬顿池

(62)、后中和池(63)及后沉淀池(64)，所述调酸池(61)设置稀硫酸加药装置(106)，所述后

芬顿池(62)设置过氧化氢加药装置(101)、硫酸亚铁加药装置(102)，所述后中和池(63)设

置氢氧化钠加药装置(105)，所述后沉淀池(64)设有PAM加药装置(103)和PAC加药装置

(104)，出水进入BAF工艺系统(7)。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BAF工艺系

统(7)包括BAF缓冲水池(71)及BAF生物滤池(72)，所述BAF生物滤池(72)内设有BAF填料

(72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BAF工艺系

统(7)出水进入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包括深度脱氮池(81)和深度

除磷池(8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深度脱氮工

艺系统(8)出水进入MBR膜工艺系统(9)，MBR膜工艺系统(9)包括MBR膜池(91)和清水池

(92)，MBR膜池(91)设有MBR帘式膜(911)。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处置

系统(12)包括压滤进泥泵(123)、压滤机(125)及污泥烘干机(126)，所述压滤进泥泵(123)

采用气动隔膜泵，配置空压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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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涉及对污水的物化处理、生化处

理和高级氧化，适用于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属于环保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联苯醇又名2‑甲基‑3‑羟甲基联苯，是重要的基础化学原料，是杀虫剂联苯菊酯的

中间体。联苯醇生产是以6‑二氯甲苯为原料，以溴乙烷作为引发剂，在THF溶剂中和镁反应

生成格氏试剂，然后用催化剂、格氏试剂和溴苯偶合再经过水解、精馏制得偶联料；偶联料

再经过格式化反应、加成反应、还原反应制得联苯醇产品。

[0003] 联苯醇生产过程中会产生高浓度废水，废水污染物主要包括pH、COD、氨氮、SS、甲

苯、氯化物、四氢呋喃、联苯类、氯苯类、盐分，这些污染物会对环境造成较大的危害。针对此

种废水采用单一的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很难对其进行有效处理，需要多种工艺相结合才

能满足出水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旨在提供一种处理效果好的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0005]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方案：一种联苯醇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包括调节池(1)、铁碳微

电解工艺系统(2)、前芬顿工艺系统(3)、气浮工艺系统(4)、生化工艺系统(5)、后芬顿工艺

系统(6)、BAF工艺系统(7)、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MBR膜工艺系统(9)和污泥处置系统

(12)，废水依次经过调节池(1)、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前芬顿工艺系统(3)、气浮工艺系

统(4)、生化工艺系统(5)、后芬顿工艺系统(6)、BAF工艺系统(7)、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和

MBR膜工艺系统(9)后出水，运转产生的污泥进入污泥处置系统(12)。

[0006] 联苯醇生产废水首先经过调节池(1)均衡水质水量并调节PH为2‑3，由调节池提升

泵(11)送入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设置铁碳填料(21)和曝气装

置。曝气气水比取100%‑200%。铁碳填料(21)采用一种比表面积大、吸附性能好、机械强度

高、使用寿命长、理化性能稳定、不易钝化和板结、可活化重复利用的填料，利用填料间存在

电极电位差，在酸性污水中形成闭合回路，从而形成无数微型原电池，进而发生电化学反

应。曝气装置为污水提供充足的溶解氧。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污水中多种有机和无机化合

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降解大分子物质为小分子，有毒有机化合物的化学结构被破坏，降低

污水毒性，从而提高废水的可生化性。

[0007] 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出水进入前芬顿工艺系统(3)，依次经过前芬顿工艺系统

(3)的前芬顿池(31)、前中和池(32)、前沉淀池(33)。前芬顿池(31)设置过氧化氢加药装置

(101)、硫酸亚铁加药装置(102)向池内投加药剂，前中和池(32)设置氢氧化钠加药装置

(105)投加碱液，将污水PH调节至6.5‑9.5，进入气浮工艺系统(4)。

[0008] 气浮工艺系统(4)出水进入生化工艺系统(5)，依次经过生化工艺系统(5)的UASB

缓冲池(51)、UASB厌氧池(52)、厌沉池(53)、一级缺氧池(54)、一级好氧池(55)、二级缺氧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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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二级好氧池(57)和高密度沉淀池(58)。UASB缓冲池(51)设有换热盘管(511)及UASB进

水泵(512)。废水在UASB缓冲池(51)调整污水的营养比例、PH保持在合理范围，加热至35~45

℃后进入UASB厌氧池(52)，池顶设有布水装置(521)、汽水分离器(523)及沼气处理装置

(534)。池内设有三相分离器(522)及排泥装置(525)。废水在UASB厌氧池(52)内通过完全厌

氧，辅助以合适的温度区间与pH控制范围，利用厌氧污泥中的微生物进一步降解废水中的

各种污染物质，大幅度的去除水中的有机类污染物，产生的沼气、污泥及出水经三相分离器

(522)后分离。沼气进入汽水分离器(523)及沼气处理装置(534)，污泥留在池内，出水进入

厌沉池(53)。出水会带出一部分污泥，在厌沉池(53)沉淀后回流至UASB厌氧池(52)。厌沉池

(53)出水分配进入一级缺氧池(54)和二级缺氧池(56)，分配比例范围3~5:1。一级缺氧池

(54)与一级好氧池(55)停留时间取值比例范围1:2~3，一级缺氧池(54)与二级缺氧池(56)

停留时间比例为1:3。硝化液回流比150%~250%。高密度沉淀池(58)污泥回流至一级缺氧池

(54)，污泥回流比50%‑100%。

[0009] 生化工艺系统(5)出水仍然含有一定量的难降解污染物质，生化工艺系统(5)出水

进入后芬顿工艺系统(6)。后芬顿工艺系统(6)包括调酸池(61)、后芬顿池(62)、后中和池

(63)(63)及后沉淀池(64)。污水在调酸池(61)调节PH至3‑4后进入后芬顿池(62)，反应出水

在中和池调节PH至7‑9后进入后沉淀池(64)。

[0010] 后芬顿工艺系统(6)出水进入BAF工艺系统(7)。BAF工艺系统(7)包括BAF缓冲水池

(71)及BAF生物滤池(72)。BAF生物滤池(72)内设有BAF填料(721)，利用BAF填料(721)上所

附生物膜中微生物氧化分解作用，BAF填料(721)及微生物膜的吸附阻留作用和沿着水流方

向形成的食物链分级捕食作用以及微生物膜内部微环境的反硝化作用去除污水内污染物。

[0011] BAF工艺系统(7)出水进入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包括深度

脱氮池(81)和深度除磷池(82)。

[0012] 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出水进入MBR膜工艺系统(9)，MBR膜工艺系统(9)包括MBR膜

池(91)和清水池(92)。MBR膜池(91)设有MBR帘式膜(911)，用于过滤水中杂质，提高出水水

质。

[0013] 污水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泥，定期自排进入污泥池进行浓缩减容，然

后通过污泥处置系统(12)进行处理，污泥浓缩后经压滤进泥泵(123)排入压滤机(125)，泥

水分离后泥饼进入污泥烘干机(126)烘干减容后委外处理。滤液返回生化工艺系统(5)继续

接受循环再处理。压滤进泥泵(123)采用气动隔膜泵，配置空压机(124)。

[0014] 本工艺系统整体工艺设计合理、出水水质好，能够有效减少联苯醇生产废水对环

境的污染。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例的结构布置图。

[0017] 图2中：1.调节池，2.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3.前芬顿工艺系统，4.气浮工艺系统，

5.生化工艺系统，6.后芬顿工艺系统，7.BAF工艺系统，8.深度脱氮工艺系统，9.MBR膜工艺

系统，12.污泥处置系统，11.调节池提升泵，21.铁碳填料，31.前芬顿池，32.前中和池，33.

前沉淀池，331.排泥泵，41.气浮缓冲池，411.气浮提升泵，42.溶气气浮装置，421气浮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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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51.UASB缓冲池，511.换热盘管，512.UASB进水泵，52.UASB厌氧池，521.布水装置，522.

三相分离器，523.汽水分离器，524.沼气处理装置，525.排泥装置，53.厌沉池，531.污泥回

流泵，54.一级缺氧池，541.潜水搅拌机，55.一级好氧池，551.可提升曝气器，56.二级缺氧

池，57.二级好氧池，58.高密度沉淀池，61.调酸池，62.后芬顿池，63.后中和池，64.后沉淀

池，71.BAF缓冲水池，711.BAF进水泵，712.BAF反洗泵，72.BAF生物滤池，721.BAF填料，81.

深度脱氮池，82.深度除磷池，91.MBR膜池，911.MBR帘式膜，92.清水池，921.外排水泵，101.

过氧化氢加药装置，102.硫酸亚铁加药装置，103.PAM加药装置，104.PAC加药装置，105.氢

氧化钠加药装置，106.稀硫酸加药装置，107.脱氮剂加药装置，108.除磷剂加药装置，111.

微电解芬顿供气风机，112.生化反应供气风机，113.深度处理供气风机，121.化学污泥池，

122.生化污泥池，123.压滤进泥泵，124.空压机，125.压滤机，126.污泥烘干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通过一个实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详细介绍。

[0019] 沧州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工产品生产和零售等，新建成年产联苯醇

1200吨的生产基地，生产废水水质CODGr、NH3‑N指标分别为18000mg/L、150mg/L，处理后

CODGr、NH3‑N指标分别达到105mg/L、18mg/L。

[0020] 各生产车间的工艺生产废水首先由建设单位负责将PH调至2‑3后送入铁碳微电解

工艺系统(2)，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设置铁碳填料(21)和曝气装置。曝气气水比取180%。

铁碳填料(21)采用一种比表面积大、吸附性能好、机械强度高、使用寿命长、理化性能稳定、

不易钝化和板结、可活化重复利用的填料，利用填料间存在电极电位差，在酸性污水中形成

闭合回路，从而形成无数微型原电池，进而发生电化学反应。曝气为污水提供充足的溶解

氧。在二者的的共同作用下，污水中多种有机和无机化合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降解大分子

物质为小分子，有毒有机化合物的化学结构被破坏，降低污水毒性，从而提高废水的可生化

性。

[0021] 铁碳微电解工艺系统(2)出水进入前芬顿工艺系统(3)，依次经过前芬顿工艺系统

(3)的前芬顿池(31)、前中和池(32)、前沉淀池(33)。前芬顿池(31)设置过氧化氢加药装置

(101)、硫酸亚铁加药装置(102)向池内投加药剂，前中和池(32)设置氢氧化钠加药装置

(105)投加碱液，将污水PH调节至6.5‑9.5进入前沉淀池(33)，前沉淀池(33)设有PAM加药装

置(103)和PAC加药装置(104)向进水端投加药剂，前沉淀池(33)出水进气浮工艺系统(4)。

前沉淀池(33)污泥经过排泥泵(331)排入化学污泥池(121)。

[0022] 气浮工艺系统(4)设有气浮缓冲池(41)及溶气气浮装置(42)，厂区生活污水进入

气浮缓冲池(41)与生产废水混合均匀，而后进入溶气气浮装置(42)去除大部分悬浮物。溶

气气浮装置(42)设有PAM加药装置(103)和PAC加药装置(104)向进水端投加药剂，提高处理

效率。

[0023] 气浮工艺系统(4)出水经气浮提升泵(421)提升至生化工艺系统(5)，依次经过生

化工艺系统(5)的UASB缓冲池(51)、UASB厌氧池(52)、厌沉池(53)、一级缺氧池(54)、一级好

氧池(55)、二级缺氧池(56)、二级好氧池(57)和高密度沉淀池(58)。UASB缓冲池(51)设有换

热盘管(511)及UASB进水泵(512)。废水在UASB缓冲池(51)调整污水的营养比例、PH保持在

合理范围，加热至40℃后由UASB进水泵(512)提升至UASB厌氧池(52)池顶的布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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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池内设有三相分离器(522)及排泥装置(523)，废水在UASB厌氧池(52)内通过完全厌

氧，辅助以合适的温度区间与pH控制范围，利用厌氧污泥中的微生物进一步降解废水中的

各种污染物质，大幅度的去除水中的有机类污染物，产生的沼气、污泥及出水经三相分离器

(522)后分离。沼气进入汽水分离器(523)及沼气处理装置(534)，污泥留在池内，出水进入

厌沉池(53)。出水会带出一部分污泥，在厌沉池(53)沉淀后回流至UASB厌氧池(52)。厌沉池

(53)出水分配进入一级缺氧池(54)和二级缺氧池(56)，分配比例范围4:1。缺氧池与好氧池

停留时间取值比例范围1:2.5，一级缺氧池(54)与二级缺氧池(56)停留时间比例为1:3。硝

化液回流比200%。高密度沉淀池(58)污泥回流至一级缺氧池(54)，污泥回流比100%。气浮工

艺系统(4)及生化工艺系统(5)排泥进入生化污泥池(122)。

[0024] 生化工艺系统(5)出水仍然含有一定量的难降解污染物质，生化工艺系统(5)出水

进入后芬顿工艺系统(6)。后芬顿工艺系统(6)包括调酸池(61)、后芬顿池(62)、后中和池

(63)及后沉淀池(64)。调酸池(61)设置稀硫酸加药装置(106)投加酸液，污水在调酸池(61)

调节PH至3‑4后进入后芬顿池(62)，后芬顿池(62)设置过氧化氢加药装置(101)、硫酸亚铁

加药装置(102)向池内投加药剂，出水在后中和池(63)调节PH至7‑9后进入后沉淀池(64)。

后中和池(63)设置氢氧化钠加药装置(105)投加碱液。后沉淀池(64)设有PAM加药装置

(103)和PAC加药装置(104)向进水端投加药剂，后沉淀池(64)出水进入BAF工艺系统(7)。后

沉淀池(64)污泥经过排泥泵(331)排入化学污泥池(121)。

[0025] BAF工艺系统(7)包括BAF缓冲水池(71)及BAF生物滤池(72)。BAF生物滤池(72)内

设有BAF填料(721)，利用BAF填料(721)上所附生物膜中微生物氧化分解作用，BAF填料

(721)及微生物膜的吸附阻留作用和沿着水流方向形成的食物链分级捕食作用以及微生物

膜内部微环境的反硝化作用去除污水内污染物。BAF反洗排水至一级好氧池(55)。

[0026] BAF工艺系统(7)出水进入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包括深度

脱氮池(81)和深度除磷池(82)。深度脱氮池(81)和深度除磷池(82)分别设有脱氮剂加药装

置(107)及除磷剂加药装置(108)向池内投加药剂。

[0027] 深度脱氮工艺系统(8)出水进入MBR膜工艺系统(9)，MBR膜工艺系统(9)包括MBR膜

池(91)和清水池(92)。MBR膜池(91)设有MBR帘式膜(911)，用于过滤水中杂质，提高出水水

质。清水池(92)内设BAF反洗泵(721)为BAF反洗提供清水，另设外排水泵(921)将达标清水

外排至厂区管网。

[0028] 生化污泥池(122)及化学污泥池(121)的污泥浓缩后经压滤进泥泵(123)排入压滤

机(125)，泥水分离后泥饼进入污泥烘干机(126)烘干减容后委外处理。滤液返回生化工艺

系统(5)继续接受循环再处理。压滤进泥泵(123)采用气动隔膜泵，配置空压机(124)。压滤

机(125)采用高压隔膜压滤机，处理后泥饼含水率可达到65%。

[0029] 本工艺系统整体工艺设计合理、出水水质好，减少联苯醇生产废水对环境的污染。

[0030] 以上实例是为了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说明，应当认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不

只局限于这些说明。对于本实用新型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

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简单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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