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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混凝沉淀+水解酸化+ MBR+活性炭吸附组合工艺来回用纸箱厂废水。MBR 膜采用的是新型纳米平板
陶瓷膜。介绍了各处理段的工艺特点、构筑物的设计尺寸、设备选型等，并对新型纳米平板陶瓷膜的清洗进行了介
绍。系统运行一年，出水水质稳定，优于≤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 表 1 中的城市绿
化排放标准，
即 BOD5≤20 g/L，浊度≤10 NTU，色度≤30，并分析了本工程的处理成本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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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纸箱行业用水量大，造成的环境污染
十分严重[1]。纸箱厂工业废水主要产生于二个方面：
一是玉米淀粉胶制胶产生的废水，废水中的 COD、
N、
P 以及无机盐都有比较严重的积累 [2]；二是印刷
油墨产生的废水；油墨产生的过程中使用的添加剂

水。企业采取废水循环利用的策略，处理后的废水用
于厂区园林绿化。针对该公司水质和水量状况的特
点，本文在大量小试的基础上，采用混凝沉淀（以硅
藻土为混凝剂）- 水解酸化 -MBR- 活性炭吸附组合
工艺进行处理。MBR 采用平板陶瓷膜，与传统的有

多为高分子添加剂，这些残留在废水中的添加剂一

机膜相比，陶瓷膜由于具有化学稳定性好，特别适合

方面会大幅度提高废水的 COD，同时会导致废水可
生化性降低[2]。另外，一些油墨的生产过程中会添加
比较多的酚醛类物质，这些物质残留在排出的废水

带腐蚀性的工业废水，实用温度范围广，耐污染能力
强，机械强度高，易与实现膜再生等一系列优点 [4]。
本文以实际的纸箱生产废水为例，分析介绍了以平

中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起严重的阻碍作用，导致生物
处理的失败。同时，在油墨生产中会使用大量的颜
料，这些颜料使产生的废水有较高的色度。油墨废水

板陶瓷膜 MBR 工艺为主的各个工艺的设计特点，
主要设备选型和实际一年的运行效果，可为同类废
水处理提供参考。

往往还含有相当量的重金属离子[3]。所以，玉米淀粉
胶制胶产生的废水和印刷油墨产生的废水都属于较
难处理的工业废水。目前国内的纸箱生产企业普遍
采用传统的混凝气浮 - 化学氧化 - 生物处理组合，
存在着处理成本高 / 长期稳定达标困难等缺点。
北京某大型纸制品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制作精美
裱装盒、精品卡纸包装盒、高档彩色瓦楞盒及纸箱、
手提袋等各种纸包装制品，每天要排放出大量的废

1 工程概述
根据厂区实际生产情况，各车间排放污水加少
量的生活废水汇集到厂区污水处理区的调节池，设
计流量为 240 m3/d。原水水质见表 1。处理后的水质
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 表 1 中的城市绿化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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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进水和出水指标
Tab.1 Quality of the raw wastewater and effluent

进出水

pH

COD/
(mg·L-1)

BOD5/
(mg·L-1)

浊度 /
NTU

色度

进水
出水

7～8
6～9

11 500
-

300
≤20

67
≤10

800
≤30

2 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本工程中采用的混凝剂是
硅藻土。与传统的 PAC、PAFC 等相比，硅藻土天然
资源丰富，处理成本低，脱水性好，不仅能处理胶体
态与颗粒态的污染物，还能除去色度，溶解态的磷和
重金属等[5]。小试结果表明，用硅藻土和 PAM 能除
去除 60% 的 COD、
40%的色度和 85%的重金属。在
水解酸化阶段，大分子物质转化为小分子物质，降解
一些有毒化合物，提高 B/C 比，为后续的 MBR 好氧
生化处理段提供良好的环境。在 MBR 膜池中，全部
细菌及悬浮物均被膜截流，
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和繁
殖，
得到较高的污泥浓度，保证对有机污染物的除去
和体系能够耐一定的负荷冲击，同时出水的 SS 和浊
度几乎为零。在活性炭吸附塔进一步降低色度，最后
达标排放。

图 1 废水处理工艺流程
Fig.1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

3 主要构筑物及设计参数

3.1 调节池
调节池池体为钢砼结构，总尺寸为 10.0 m×6.0
m×4.0 m，有效水深 3.5 m，有效容积为 240 m3，内设
潜水搅拌机 1 台，
功率 2.2 kW 。调节池提升泵为潜
水泵，1 用 1 备，
型号 CP50.75-50，功率 0.75KW。
3.2 混凝沉淀池
共 2 个池子，均为碳钢防腐结构，每个池子尺寸
0.5 m×1.0 m×2.5 m，有效水深 2.0 m。通过自动加药
系统在第 2 个池子加入硅藻土，在第 2 个池子里再
加入 PAM 助凝剂助沉。两个加药罐均为 500 L 的
PE 罐，每个加药罐配有 1 个加药泵，功率 60 kW，同
时配有搅拌机，转速 1 440 r/min，功率 0.75 kW。
3.3 斜管二沉池
池体为碳钢防腐结构，尺寸 2.5 m×1 m×4.0 m，
表面负荷大约 4.0 m3/(m2·h)，排泥泵为气动隔膜泵。
空气压缩机的气源压力为气动隔膜泵的动力，排气

第 46 卷 第 2 期

量 170 L/min，功率是 1.5 kW。
3.4 水解酸化池
池体为钢砼结构，10.0 m×5.0 m×4.0 m，超高 0.5
m，有效容积 175 方。
3.5 MBR 池和中间水池
池体为钢砼结构，
10 m×10 m×4.0 m，超高 0.5 m。
3
有效容积 350 m 。底部采用盘式膜片微孔曝气器，
采
用 ABS 工程塑料为主体。总数量 300 个。MBR 池工
艺段的鼓风机，1 用 1 备，流量 4.08 m3/min，压力
44.1 kPa，功率 5.5 kW。平板陶瓷膜采用的陶瓷膜片
2
孔径 100 nm，设计平均膜通量 25 L/(m·
h)。MBR 膜
池内共有 2 个膜组，每个膜组安装有 200 m2 的平板

陶瓷膜，每片膜的有效膜面积是 0.5 m2。加上底座和
集水管件、出水管件，每个膜架尺寸 2.2 m×0.9 m×
3.1 m。两个膜组共 400 个膜片。运行方式为进水 9
min，停 1 min，反洗 1 min。膜抽吸泵采用自吸泵，1
用 1 备，功率 0.75 kW，反洗泵采用管道离心泵，
1用
1 备，功率 1.5 kW。MBR 膜池和好氧池共用 1 台罗
茨鼓风机。每个膜架底部安装有气体反吹管。当运行

时抽吸跨膜压差达到 0.04 MPa， MBR 膜会启用维
护性清洗，清洗的药剂分别是用于去除有机和生物
污堵的次氯酸钠和用于去除无机污堵的柠檬酸。加
药采用自动在线加药方式，加药泵选用隔膜计量泵，
功率 60 W。膜池内设有排泥泵，
功率 1.1 kW，
污泥部
分回流至水解酸化池，部分至污泥浓缩箱。中间水池
设有外排泵。采用潜水泵，1 用 1 备，功率 0.75 kW。

3.6 活性炭吸附塔和清水池
活性炭吸附塔吸附塔尺寸 Φ2 300 mm，高 3 700
mm，材质碳钢防腐，装有滤板，滤板上装有滤头和
滤帽。滤板上先铺上一层石英砂，然后再铺上活性
炭。清水池体为钢砼结构，总尺寸为 10.0 m×6.0 m×
4.0 m，有效水深 3.5 m，有效容积为 240 m3。清水池
提升泵为潜水泵，1 用 1 备，功率 0.75 kW。同时，还
设有活性炭吸附塔反洗泵，反洗泵采用大流量，低量
程的潜水泵，功率 1.1 kW。
3.7 污泥浓缩箱和板框压滤机
污泥浓缩箱为 PE 材质，和混凝沉淀池共用一
个 PAM 加药泵，配有搅拌机，转速 1 440 r/min，功率
0.75 kW。排泥泵为气动隔膜泵，和斜管二沉池的排
泥泵共用一个空气压缩机。板框压滤机功率为 4.0
kW，框压滤产生的滤液至调节池。

4 运行情况和讨论
原水在混凝阶段工艺中，采用硅藻土作为混凝
剂，加药量 1 g/L, PAM 作为助凝剂，加药量 3 mg/L。

王文菊等，新型纳米平板陶瓷膜在纸箱生产废水回用中的工程应用
该工艺段脱色率 40%左右，COD 的去除率 55%左
右，重金属的去除率 80% 左右。水解酸化接种污泥
取自其他厂区水解酸化池污泥，和城市污水厂的厌
氧污泥混合，
接种量大约是水解酸化池的 1/4。直接
用混凝后的出水驯化。MBR 工艺段污泥接种采用污
水处理厂的二沉池的脱水污泥 （VSS 大约 20 g/L）
为接种污泥进行驯化培养。MBR 池中的污泥投加量
为有效体积的 1/5，池内污泥质量浓度达到 4 000
mg/L。好氧池首先灌满清水，投加工业葡萄糖，使
COD 达到 800 mg/L 左右, 由于本纸箱生产废水中，
N、
P 含量极低，每天按 COD:N:P=200:5：1 的比例根
据水量投加尿素和磷废。闷曝期间不排泥,一周后,直
接接水解酸化池出水。MBR 平板膜采用无抽真空系
统产水的模式，降低了运行能耗。初次启动时，首先
需要开启反洗泵，
将膜产水管道灌满清水后，再运行
产水自洗泵。正常运行时，由于膜的截流作用，污泥
质 量 浓 度 高 达 10 g/L 左 右 ， 出 水 COD 55 到 75
mg/L 之间，浊度 0.1 NTU，由于 MBR 膜对色度的
去除作用不明显，
MBR 工艺段的出水再经过活性炭
的吸附，最终出水 COD≤30mg/L, 色度等其它指标
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02 表 1 中的城市绿化排放标准。
本工程中采用反洗和安装在膜架底部的气体增
加吹扫管吹扫的方式，大大延缓了膜污染。实际运行
4 月后，跨膜压差最高才达到 0.04 MPa, 启动次氯酸
钠和柠檬酸在线清洗。在线清洗时，同时运行反洗
泵，
清洗浓度次氯酸钠和柠檬酸均为 2 000 mg/L。每
次清洗后，
膜通量恢复正常。运行满一年后，将整个
膜架及膜组件拉出膜池，用 5 000 mg/L 的次氯酸钠
和 2 000 mg/L 的柠檬酸侵泡进行恢复性清洗。整个
运行及加药均由 PLC 和触摸屏自动控制。整个工艺
运行一年结果表明，出水水质稳定，同时新型纳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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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陶瓷膜的清洗频率低，也保证了运行的连续性。
项目总投资近百万，主要是土建投资 60 多万，
一体化设备（混凝和斜管二沉池）和活性炭吸附塔
共 15 万。400 平米平板陶瓷膜膜片及膜架共 4 万。
管材，管件，自控等投资 10 多万。运行周期 24 h。整
个运行费用大约 6.1 元 /m3 （不包括污泥处置费），
其中电费 1.3 元 /m3，药剂费用 3.5 元 /m3，人工费
0.6 元 /m3，维修费 0.4 元 /m3，检测费 0.3 元 /m3。每
年可减少排放约 COD 935.5 t，废水回用节省自来水
费 40.8 万元（每方自来水按 5 元计算），产生巨大
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5 结 论
采用混凝沉淀 + 水解酸化 +MBR+ 活性炭复合
工艺来回用纸箱生产废水用于厂区绿化。效果稳定，
出水能够≤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8920-2002 表 1 中的城市绿化排放标准。一
年稳定运行结果表明新型纳米平板陶瓷膜具有运行
通量高，抗污染能力和耐腐蚀能力强，清洗频率低等
优点，对于处理和回用此类工业废水具有积极的工
程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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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w-Type Nano-Ceramic Flat Sheet Membrane in Canton Plant Wastewater Recycling Project
WANG Wenju1, CHEN Rui2, SUI Yanrong3, LI Weicheng4, YUAN Haiming5, GAO Yingxin4
(1.CCC Highway Consultants Co., Ltd, Beijing 100088, China;
2.Teaching Research &Teacher Training Centre in Fengnan District; Tangshan 063300, China;
Beijing 100070, China;

3.Beijing Advanced Ceramic Co., Ltd,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085, China;

5.Shouguang Dongcheng Water Co. Ltd., Shouguang 262700, China)

Abstract: A combined process coagulation, hydrolysis, MBR plus activated carbon was applied in recycling canton
plant wastewater. A kind of new-type nanoceramic flat sheet membrane was used in MBR.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every treatment process, design
parameters and device parameters were introduced. The result during one year successive run indicated the system was operated steadily and the effluent
could meet the reuse of urban recycling water - water quality standard for urban miscellaneous water consumption (GB/T 18920－2002) Table 1 water
quality standard for urban landscaping (BOD5≤20 mg/L, turbidity≤10 NTU, Chroma≤30). Finally, operation cost and economic benefit was analyzed.

Keywords: MBR; Nano-ceramic flat sheet membrane; canton plant wastewater; recycling; instanc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