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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混凝工艺深度处理给水厂排泥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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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厂废水的综合处理与回用是我国供水行业的新趋势和节水目标所在，采用强化混凝技术进行水厂排泥废

水的深度处理。通过混凝剂筛选实验和有机物表征确定最佳混凝剂为高效聚合铝( HPAC) ，适宜投加量为 650 mg /L。当

混凝剂 HPAC 投加量为 650 mg /L 时，对 COD、TOC、浊度和色度的去除率分别为 82. 5%、89. 8%、95% 和 92. 5%，相应的出

水值分别为 58 mg /L、8. 46 mg /L、2. 35 NTU、13 度，COD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的要求( COD≤100 mg /
L) ，同时实验结果显示聚合氯化铝( PAC) 、HPAC、三氯化铁( FeCl3 ) 主要去除分子量处于 ＞ 1 300 Da 范围的有机物，对分子

量处于 744 ～ 1 300 Da 之间的有机物去除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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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nhanced coa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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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treatment and recycle of wastewater from water treatment plants becomes new trend
and target to save water in water industry． The advanced treatment of filtrate from sludge water was tested by u-
sing enhanced coagulation． Results of jar tests and DOM characterization showed that HPAC was the optimum co-
agulant for filtrate treatment，and the proper dose was 650 mg /L． Removals of COD，TOC，turbidity and color
were reached by 82. 5%，89. 8%，95% and 92. 5% with a final value as 59 mg /L，8. 46 mg /L，2． 35 NTU and
13 degrees，respectively． The effluent COD meets the criteria of the Integrated Wastewater Discharge Standard
( GB 8978-1996) ． Furthermor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molecular weight ( MW) of organics re-
moved by polyaluminium chloride ( PAC) ，HPAC or ferric chloride were mainly ＞ 1 300 Da，while between 744
～ 1 300 Da was only limitedly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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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厂常规净水工艺中，原水中的大量泥沙、
腐殖质、藻类、细菌和胶体颗粒等有机、无机杂质，加
入混凝剂后形成了絮凝颗粒，在沉淀池和滤池中被
截留，经沉淀池排泥或滤池反冲洗最终进入水厂排
泥水中［1-4］。水厂废水的综合处理与回用是既是环
保的要求，又是我国供水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和节水
目标之所在。目前排泥水一般处理方式为机械脱
水、泥饼外运处置、脱滤液直接排放或回用［5］。脱
滤液中有机物含量高、色度重，很难达到直接排放或
回用标准。强化混凝是指通过增加混凝剂的投加
量、改变混凝剂的形态匹配或调整 pH 等，利用物理
化学作用和吸附沉淀作用，在保证浊度去除率的同

时，提高水中有机物去除率［6-9］。本文选择北方某
水厂废水经过典型膜处理工艺后的排水为对象，通
过强化混凝处理对脱滤液进行深度处理后可达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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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排放标准或进一步回用，从而真正意义上缓解水
资源紧缺的矛盾、减少水厂排污量。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 1 排泥水脱滤液水质特征

本研究对象为北京某给水厂废水结果超滤膜处理
后排泥水经进一步离心脱水后的脱滤液，排泥水脱滤
液 COD、TOC、浊度、色度 4 项指标值分别为 348 mg /L、
88. 6 mg /L、90． 1 NTU 和 185 度。该排泥水脱滤液经深
度处理后直接排入北京市内河流，或作为中水回用厂
区绿化和冲厕等杂用水，4 项指标中有机物为重点去除
对象，同时色度、浊度也是重要去除指标。
1． 2 实验方法

采用六联搅拌仪烧杯混凝实验［6］，每个烧杯中
加入 1. 0 L 排泥水脱滤液，预先设定混凝实验程序。
烧杯放置好后开启搅拌仪，先 250 r /min 快搅 30 s;
迅速加入混凝剂后以 200 r /min 快搅 2. 5 min; 再以
40 r /min 慢搅 15 min; 最后静沉 30 min。取上清液
进行 高 效 体 积 排 阻 色 谱 ( HPSEC ) 表 征 和 COD、
TOC、浊度、色度的测定实验。
1． 3 实验设备、检测方法及药剂

TA6-1 程控混凝实验搅拌器，HACH 2100N 浊
度仪 测 定 仪，HACH DRB200 COD 测 定 仪，岛 津
TOC-Vcph 型 TOC 测定仪，MP220 型 pH 计，Waters
1525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等。

水质分析以 COD( 重铬酸钾法) 、pH( 玻璃电极
法) 、国标铂钴比色法测定; HPSEC 检测方法是一
种根据样品组分的分子质量对其进行分离分析的技
术，实验用排阻色谱柱: Shodex KW-802． 5 ( 8. 0 mm
×300 mm) ; 流动相: 0. 005 mol /L 磷酸盐缓冲溶液

( pH =6. 8) 和 0. 01 mol /L 的 NaCl 溶液; 进样量 200
μL; 检测波长: 254 nm。

混凝剂: FeCl3 ( 化学纯) ; 工业聚合铝( 由北京
万水净水剂有限公司提供) : 聚合铝 ( PAC，Al2O3

10% ) ; 高效聚合铝( HPAC，Al2O3 10%，HPAC 为工
业聚合铝生产工艺过程中通过聚合度的优化控制和
引入架桥因子形成的具有优势电中和和架桥性能的
新型聚合铝) 。

2 实验结果及讨论

2. 1 不同混凝剂投加量对 COD、TOC、浊度、色度

去除情况
混凝剂投加量较小，电性中和作用及生成的氢

氧化物吸附能力有限，未能形成有效的网捕卷扫作
用，对有机物、浊度等去除效果不明显; 增加混凝剂
投加量，电性中和作用增强，氢氧化物生成量较大，

吸附和卷扫能力大大增强，处理效果明显提高［9-11］。

实验中混凝剂 PAC、HPAC、FeCl3 投加量从 400 ～
800 mg /L 逐渐变化，研究浊度、TOC、COD 以及色度
的变化情况。

经强化混凝处理后浊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1 ( a)

所示，投药量在 500 ～ 700 mg /L 之间时，在电性中
和、表面吸附及网捕卷扫共同作用下，出水浊度出现
突变 现 象: 投 加 HPAC 为 600 mg /L 时 浊 度 从 30
NTU 以上变化到 5 NTU 以下; 投加 PAC，浊度变化
趋势较平缓，但同样在 600 mg /L 时出现浊度变化较
大的情况: 浊度从 35 NTU 以上突变到 15 NTU 左
右; 投加 FeCl3 时浊度出现两次突变: 第一次突变点
出现在加药量为 550 mg /L 左右时，此时体系已经脱
稳，脱稳颗粒相互碰撞过程中结合成大颗粒下沉被
去除，出水浊度从 35 NTU 以上变化到 25 NTU 左
右; 随着 FeCl3 投加量增大，形成的絮体吸附能力增
强，同时网捕卷扫作用加大，较小颗粒一并被去除，
FeCl3 投加量增大至 700 mg /L 时，出水浊度再次发
生较大变化，从 20 NTU 左右降至 2 NTU 左右。图 1
( b) 和图 1( c) 反映不同混凝剂混凝对 COD 和 TOC
的去 除 效 果。当 加 药 量 从 400 mg /L 增 加 至 650
mg /L 时出水指标变化趋势较大。随着混凝剂投加
量增大［12］，金属离子及其水解聚合产物与有机物所
带的官能团反应，生成不溶性有机酸盐或配合物，产
生沉淀，同时有机物还可能混合到金属氢氧化物矾
花之中，被吸附而发生共聚沉淀。处理后出水 COD
值在 80 mg /L 左右，TOC ＜10 mg /L。继续增大混凝
剂的投加量，有机物吸附位已经饱和，所形成的絮体
已经稳定，COD 和 TOC 去除效果无较明显的提升。
仅考核强化混凝对 COD 和 TOC 的去除效果，650
mg /L 为较佳的投加量，同时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相
同的投加量下，HPAC 中由于引入架桥因子形成的
具有优势电中和和架桥性能的铝形态［13］，较其他两
种混凝剂处理效果较好，但大剂量投加混凝剂且当
混凝剂投加量大于 700 mg /L，PAC、FeCl3 的处理效
果较好。图 1( d) 反映混凝对脱滤液色度的去除效
果，当混凝剂投加量为 400 mg /L 时，PAC 和 HPAC
使色度降低至 40 度左右; FeCl3 仅能使色度降低至
120 度左右。随着混凝剂投加量增大至 650 mg /L
时，HPAC 能够使色度降低至 15 度以下，但混凝剂
PAC、FeCl3 无法达到相同的去除效果。
2. 2 强化混凝对不同分子量有机物去除对比

通过 HPSEC［13］实验，测得脱滤液中有机物分子
量分布如图 2 所示，脱滤液中有机物可分为分子量
＜ 744 Da、744 ～ 1 300 Da 和 ＞ 1 300 Da 三类，同时

从图 2 ( a) 和图 2 ( b) 可以看出，3 种混凝剂( PAC、
FeCl3、HPAC) 在低投加量及高投加量下对不同分子
段有机物的去除效果。当混凝剂投加量为 450 m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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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投药量下出水水质变化
Fig. 1 Change of water quality with the dosage of coagulant

L 时，HPAC 对分子量小于 422 Da 和分子量大于
2 000 Da的有机物去除率较高，同时对 1 300 ～ 2 000
Da 之间的有机物具有一定的去除能力。在较低混
凝剂投加量下将 HPAC 加入水中后，电性中和起主
导作用，同时 HPAC 在生产中通过聚合度的优化控
制和引入架桥因子形成的具有优势电中和和架桥性
能，聚铝成分主要是多核羟基络合物，具有极强的吸

图 2 投药量对水中有机物分子量分布的影响
Fig． 2 Change of molecular distribution of

organic matter with dosage

附架桥和卷扫作用［14］，分子量大于 2 kDa 的有机物
被 HPAC 中多羟基络合物吸附; 同时 HPAC 中复配
有高分子多吸附位的有机物，在该复配物质的协助
吸附桥连作用下与脱滤液中更多的有机物吸附，形
成密实絮体颗粒加速下沉，脱滤液中溶解性和非溶
解性有机物通过吸附沉淀和辅助化学沉淀取得较好
的去除效果。当 FeCl3 分散于水体中时［15，16］，其三

价 铁 离 子 先 溶 解 和 吸 水，变 成 三 价 水 合 离
Fe( H2O) 3 +

6 ，Fe( H2O) 3 +
6 具有强烈的水解倾向，从

而引发一系列水解反应，生成许多单核络合物，这些
单核络合物通过碰撞进一步缩合，但很难像铝盐那
样自行水解生成多核络合物，即便严格控制溶解过
程和溶解条件，只能形成双核络合物 Fe2 ( OH) 4 +

2 。
FeCl3 对有机物的去除主要是通过化学沉淀方式完
成，在低混凝剂投加量下，FeCl3 水解产物与水中有
机物形成矾花细碎或未能形成有效沉淀絮体，对水
中有机物去除率低。随着混凝剂投加量的增大，混
凝处理对有机物的去除效果如图 7 所示，FeCl3 的处
理效果优于混凝剂 PAC 和 HPAC，当混凝剂投加量
为 800 mg /L 时，水中 FeCl3 水解形成的络合离子数
量增加，与水中有机物发生化学吸附并进行络合反
应，碰撞几率增加，快速形成络合物共同沉淀，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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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子量大于 1 300 Da 的有机物几乎全部去除，分
子量处于 420 ～ 720 Da、740 ～ 1 300 Da 之间有机物
在化学沉淀作用下也产生较好的去除效果; 混凝剂
PAC、HPAC 主要以物理吸附作用为主，高投加量下
有机物吸附位已经被聚铝中羟基占用，对脱滤液中
分子量处于 420 ～ 720 Da、740 ～ 1 300 Da 之间有机
物进一步去除能力有限。

3 结 论

( 1) 强化混凝工艺应用于该水厂排泥水脱滤液
深度处理，最佳混凝剂种类为 HPAC，适宜投加量为
650 mg /L。

( 2) 当混凝剂 HPAC 投加量为 650 mg /L，强化
混凝对“脱滤液”的浊度、色度、COD 和 TOC 的去除
率分别为 95%、92. 5%、82. 5% 和 89. 8%，相应出水
指标: COD≤60 mg /L; 色度≤20 度; 浊度≤5 NTU。
COD 指标能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1996) 中其他排污单位一级排放标准要求( COD≤
100 mg /L) 。

( 3) 低剂量混凝剂投加下，HPAC 主要通过多羟
基络合物极强的吸附架桥和卷扫作用以及复配物质
的协同作用，对分子量大于 2 000 Da 的有机物达到
很好的去除效果; 高剂量混凝剂投加下，FeCl3 水解
形成大量络合离子与水中有机物发生化学吸附并进
行络合反应，快速形成化学共聚沉淀，不仅对分子量
大于 1 300 Da 的有机物几乎全部去除，同时对分量
处于 740 ～ 1 300 Da 的有机物也具有较好的去除效
果，若 达 到 这 种 处 理 效 果，需 要 投 加 大 剂 量 的 混
凝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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