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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

▶ 水（包括循环水、自来水、市政污水、工业废

     水等）处理剂与材料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水处理剂安全生产及智能化技术；

▶ 新型混凝剂制备工艺及混凝技术的研究；

▶ 火电、石化、冶金等工矿企业零排放成套节水

     技术研究；

▶ 膜过程在水处理领域的开发应用；

▶ 循环冷却水处理用绿色无磷配方的研究；

▶ 循环冷却水高浓缩倍数的运管技术；

▶ 海水、咸水淡化与脱盐技术；

▶ 微纳米气泡的高级氧化去除水中的难降解有机

     物技术；

▶ 污泥“无害化、减量化、稳定化、资源化”处

     置及中水回用技术；

▶ 平板膜MBR技术在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中的应

     用研究；

▶ 村镇用水环境与污水治理技术与设备开发。

▶ 水处理标准及检测技术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积极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

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准确把握当

前水利改革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我国

治水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水资源、水生

态、水环境的需求与水利行业监管能力不足的矛

盾，把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贯穿于治

水的全过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各方面。中国化工学会工业水处理专业委员会

定于2019年10月21 -23在山东省泰安市召开

“2019中国工业水处理技术研讨会暨第39届年

会”。旨在破解水问题、保障国家水安全。把节

约用水作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实施国家节

水行动，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现面

向全国征集会议论文，诚邀各位专家、学者不吝

赐稿，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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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印发通知 

深入推进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2019-07-21  来源：央广网 
 

央广网北京 7 月 21 日消息（记者刘乐）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日前发布《关于深入
推进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通知》，选择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
区范围内的园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排污企业通过缴纳
费用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专业的环保
服务公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模式。 

机制如何引入？园区治污难题将如何破解？
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前期试点评估工作的专家。 
  通知指出，近年来，各地、相关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
见》的要求，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取得了预期成效，对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园区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要阵地，由于各方面原因，部分园区污
染治理能力不足，污染治理专业化水平不高，
存在环境风险隐患。为提升园区污染治理水平，
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经研究，决定选择一批园区（含经济技术开发
区）深入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通知总体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绿色发展，通过开展园区第三方治理，
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立按效付费、第三
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新机制；创新
治理模式，规范处理处置方式，增强处理能力，
实现园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创新政策引导，
探索园区污染治理的长效监管机制，促进第三
方治理的“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整体提
升园区污染治理水平和污染物排放管控水平，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和成功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此次两部门发布通知以
前，已经在部分地区进行了改革试点。“在浙江、
贵州这些地方针对固体废物、水污染物第三方
治理做过改革，做过试点。我参加过一些试点
的评估工作。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之上，国家发
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就出台了这个改革文件。” 
  常纪文表示，从前期试点情况来看，这次
通知针对的是各地方、各部门提出的一些现实
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有一个趋势，就是化工企
业要建园区，在这个背景之下，园区的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就显得尤其重要。而且一些地方
在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过程之中，特别是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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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有些重点、疑点
和难点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一次文件就是针对
现实中各部门、各地方提出来的问题，开展改
革部署。譬如关于双方责任的问题、企业的责
任和第三方处理企业的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
都做了具体规定。” 

通知明确了实施范围，强调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江经济带、粤
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园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其中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在钢铁、冶
金、建材、电镀等园区开展第三方治理，长江
经济带重点在化工、印染等园区开展第三方治
理，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在电镀、印染等园区开
展第三方治理。常纪文表示，通知中涉及到的
园区，具有地域代表性和行业代表性。 

 

（资料图片） 
  此次通知还具体部署了四方面的主要任务。
包括：培育第三方治理新模式、规范合作关系、
推动第三方治理信息公开和探索实施限期第三
方治理。通知也明确了相关的政策支持，按照
《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关于从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业所得税政策问
题的公告》，给予符合条件的从事污染防治的第
三方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
符合条件的园区和第三方治理企业给予中央预
算内投资支持。通知对园区开展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基本条件
和申报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涉及排污企业、治污
企业、地方政府、金融企业、公众和环保监管
部门等多个主体。据了解，采用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模式，从发达国
家环境污染治理的经验来看，多元化主体参与
的社会共治是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途径。因此，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体制
发展的必然趋势。 
  常纪文认为，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
的优点来看，值得全面推广。“第一个是集中控
制污染的效果好，整体减少园区污染物的排放；
第二个是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有竞争了，
所以它的成本比较低；第三个是技术好，是竞
争性的方式产生的，所以它的技术应该有保证，
也能够保证处理的质量。” 

相关专家表示，考虑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环境污染治理体制改革的渐
进性过程，政府必须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
化为导向，从多方面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成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监管有力、诚信规范的环境污染第三
方治理机制。 

编辑：杨璇铄 
 
 



水资讯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7 

3 

 
 
 
 
 
 

中国工业园区 

污水处理管理研究(节选) 
 
 

 

 

本报告由绿色和平和南京大学（溧水）生态环境研究院共同发布 
（续上期） 

03 讨论和建议 

 
针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监管现存的问题，

应当从划清责任边界，明确履责和追责机制，优
化园区污水排放标准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完善整个工业园区污水管理流程，从根本上
改变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放严重的现状。 

3-1 划清责任边界，明确履责和追责机制 

(1) 厘清监管部门间责任  各省应厘清当
地环境部门、园区管委会和园区环境部门等监管
部门间的责任，明确合作机制。企业预处理废水
的纳管审批和预处理排水监管可以考虑由园区
管委会统一负责。园区管委会通常负责园区规划，
最了解园区污水管网、企业纳管和排污等信息，

如果出现进水超标等突发情况，园区管委会可以
第一时间做出应急反应。而且，管委会统一审批
和监管可以避免多部门间信息不畅导致的监管
疏漏问题。监管过程中，园区管委会可委托专业
的服务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运营；同时作为当地
政府的派出机构，园区管委会应将监测的排污数
据和超标情况等信息同步到当地环境部门系统，
接受环境部门的监督。比如，江苏省吴江市盛泽
镇政府专门成立了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所有工业污水处理厂的日常运营、管理和监测
等，该公司负责人由副镇长兼任，下设两个部门，
分别负责污水处理厂运营和出水水质监测，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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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全过程进行了有效管理。负责监管的镇政
府直接负责园区污水处理厂的水质监测和日常
管理，避免多部门信息不畅而造成的监管疏漏。 

(2) 延伸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权力和责  
从整个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过程来看，污水处理厂
作为运营单位缺乏参与接入水质监控、管网配套
等重要环节的机制。污水处理厂如果能够实时了
解企业预处理数据，就可以在进水超标的第一时
间做出应急处理，避免进水冲击导致整个系统瘫
痪。同时，可以根据园区企业实际排污情况设计
管网，并且综合考虑园区污水成分和排污量等，
优化污水处理流程，提高整个工业园区的污水处
理效率，节约成本。此外，污水处理厂责任延伸
至预处理和管网输送后，将成为园区污水处理整
个过程的责任主体，避免进水超标导致污水处理
厂超标之后的追责争议发生。 

(3) 推进工业园区规范化监管 
一、加强集中污水处理设施进、出水质监控，

水量、COD 和氨氮实行在线监测并与地方环境
主管部门联网，日常监测增加特征污染物，进水
的总磷、总氮按日实施手工监测；对于可能存在
地下水污染问题的园区，应建设地下水水质监测
井；加强工业园区污水管网的排查和定期的检测，
关注已有的管网正常运行问题。 

二、建立重点企业涉水台账报备制度。排放
量大、污染因子复杂、对污水处理设施冲击大的
重点企业应建立规范的环境管理台账制度，并将
台账内容纳入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中。2018 年
3 月生态环境部出台了《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
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总则（试行）》，
规定日常的台账记录中应包括废水污染防治设
施运行管理信息、废水监测仪器信息和废水污染

物检测结果表。2018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
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合法技术规范水处理（试
行）》中，进一步明确了各项污染物指标的监测
方式和频次，为日常台账记录提供了依据。 

三、各地应落实排污许可证制度，强化对工
业园区企业废水间接排放的监管，要求工业企业
规范填报纳管协议，采集纳管单位排污许可证信
息。2017 年 9 月原环保部发布的《排污许可证
申请与合法技术规范纺织印染工业》中，明确要
求纺织印染工业废水间接排放口应填报排放口
位置、排放时段、受纳污水处理厂信息和执行的
污染物接收标准。这一措施应该落实到各个行业
中。 

四、工业园区要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可
通过建立园区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环境信息公开
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的各项权益，接受公众、第
三方机构和媒体的监督，强化园区监管。 

 

江苏省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 
江苏省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定位为化工

生产基地、江苏省化工企业聚集区。该园区主导
产业为精细化工、化工新材料、高端专用和功能
性化学品、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新型化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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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保产业，保留原有液体散装产品仓储为主的
石油化工物流产业，适当发展机械等加工工业。 

该园区配置的污水处理厂为中国和新加坡
合资企业，坐落于化工园区的西北部，用于处理
保税区内的工业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污水处
理厂设计处理能力 50000 m³/d，实际处理能力
45000 m³/d。根据最新园区污水处理厂台账统
计，2017 年污水实际接管量为 28350 m³/d。其
中，低浓度废水处理系统主要处理区域内低浓度
工业废水及生活废水，工业废水占比≥90%。 

张家港保税区安委会直接监管该污水处理
厂，并且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营进行较大的政策扶
持，包括鼓励园区企业使用胜科水务回用的中水
作为工艺用水、降低排污收费等。政策扶持和唯
一园区安委会监管主体能保障污水处理厂维持
稳定运营并利于及时进行有效监管。 

污水处理厂根据园区废水的处理需要及时
调整工艺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随着工业园区的
发展，原有工艺逐渐无法满足园区日益增长的污
水处理需求。不仅如此，区域内企业排放的废水
水质波动较大，其中进水 COD 的浓度波动范围
为 300～700 mg/L，其他水质指标也有较大幅
度的波动。因此，园区对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工艺
改造和项目容量扩充，改造后的污水处理厂采用
复合 A/O 工艺（即：活性污泥+载体生物膜工
艺），这一工艺在脱氮除磷的效果上显得优势突
出，而且能在污染物浓度波动大的情况下保证出
水水质稳定。 

除了以上举措之外，该园区管委会、污水处
理厂和企业多个利益相关方积极沟通，从整个园
区的角度优化废水处理流程。比如该园区将两家
毗邻的分别产生酸性和碱性废水的大型化工企

业的废水先进行喷淋混合，然后再进一步处理，
有效减少了危废产生量，降低了水中氯离子、钙
离子等离子的浓度，从而减少了废水生化处理系
统的风险，降低污水处理设备的腐蚀速率，以保
障污水处理厂废水处理系统的稳定运行，同时也
降低了企业支付的污水处理费用。 

 
江苏省吴江市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省盛泽镇是我国重要的丝绸纺织生产、

集散和出口基地，全镇以纺织印染为主要产业。
盛泽镇有 150 多家企业排放废水，而其中占比
较大的是纺织印染企业和化工企业，企业废水情
况复杂，水质较差，处理难度较大。在工艺方面，
该水处理厂根据当地的废水类型和处理需求，选
取“曝气生物滤池+大孔树脂移动床吸附”组合
工艺为主要处理工艺。并且，盛泽水处理发展有
限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并创新了一套独特的
管理模式。 

盛泽镇政府成立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将早期多家排污企业投资的污水处理厂所有权
转移到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并由当地副镇
长担任公司负责人，负责所有工业污水处理厂的
日常运营和管理。业务部门和监管部门作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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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行政机构，独立运作，但又同时由该厂负
责人进行管理。政府不仅成立专门公司统筹处理
工业废水，而且其管理将责任落实到人，处罚机
制完善。 

业务部门为每个污水处理设施安排一位专
业管理人，主要负责污水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行，
并且将绩效与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转情况挂钩。监
管部门主要负责监测污水处理设施和印染厂的
进出水水质。如果印染厂排入污水处理设施的污
水未达到进水水质要求，则将对该印染厂处以
50 万元罚款及 3 个月停产处理。如果污水处理
设施的排水水质不符合标准，则将在负责污水处
理设施的管理人工作记录中注明违规行为，并影
响到该管理人以及其他所有参与该污水处理设
施的工作人员的收入。如果某个污水处理设施在
一个月内被发现三次违规行为，则将辞退该设施
的主要负责人。 

2019 年 3 月，盛泽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推
出水量实时监控平台，对易造成严重水污染的喷
水织机企业进行实时监控。这一平台实现了对全
部喷水织机企业的运行情况、日污水排放量等企
业信息的及时监控和分析。一旦监测到异常情况，
系统会向企业发送预警信息，提醒企业妥善处理。
远程在线监控企业废水排放总量对偷排漏排和
超标排放监管具有重要作用。 

3-2 完善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体系 

(1) 允许企业与污水处理厂协商间接排放
标准  中国在积极完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
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修订滞后。2018 年 12
月 19 日发布的《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
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为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的制定和修订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指导。“导则”

中明确工业园区中的企业将污水排放到污水处
理厂中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与污水处理厂协商制
定间接排放标准。 

行业标准应尽快依据“导则”进行修订，明
确哪些污染物的间接排放标准可基于下游污水
处理厂的处理能力协商制定。可协商制定间接排
放标准污染物选择应考虑该污染物能被下游污
水处理设施有效去除，并且对排水管网和下游污
染物集中处理设施没有安全风险或者干扰。比如
2019 年 1 月征求意见的《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修改单明确了悬浮物、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等 8 项指标可由企业和污水处
理厂协商间接排放标准。 

协商确定的企业排放限值，应报当地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备案。 

间接排放控制要求可直接转化为排污许可
证中的规定，为排污许可制度实施提供基础。 

(2) 各省出台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省政府应充分考虑当地自然条件、经济状况、环
境容量和主要产业等因素，因地制宜地确定处理
混合行业废水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污水排放
标准。省级环境部门应结合园区污水处理厂现行
标准，考虑当地的产业发展规划，根据受纳水域
的环境功能来确定其排放标准，保证排放后不影
响当地的水环境质量。确定污染物排放限值应遵
循“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原则，避免废水稀释
排放，并按照 2018 年 11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排
污许可证申请与合法技术规范水处理（试行）》
中的污染物许可排放限值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3-3 多方式支持园区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 

(1) 加大财政税收优惠  目前 95%以上的
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已修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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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继续加大对众多省级以下的工业园区污
水处理基础设施企业的财政支持。可将企业所得
税“三免三减半”优惠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工业
园区污水处理设施项目；针对从事工业园区环境
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服务的企业，可参照高新技术
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给予 15%的企业所得税
优惠税率。通过设定一定条件，使符合条件的第
三方企业可以直接申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减轻
水处理企业的负担。 

(2) 完善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收费机制  目
前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的收费模式较为单一，大
多依据企业排污水量，而不能根据排污企业水质
情况实行差异化收费。 

应鼓励地方遵循补偿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置
设施运行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原则，充分考虑工
业园区的特征性，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收费标准。
并且，考虑到不同纳管企业废水排放情况不同，
按照预处理污水的降解难度和稳定性，制定差异
化收费结构，形成“谁排污谁付费、多排污多付

费”的机制。 
可以率先在长江经济带沿线的有关省份、水

源地保护区、地下水易受污染地区、水污染严重
地区和敏感区域，特别是劣 V 类水体以及城市
黑臭水体的污染源所在地建立与污水排放标准
相协调的收费机制，对于一些地方实行了更严格
的地方标准，支持这些地区相应提高污水处理费
标准。 

(3) 吸引社会资本  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尤
其是政策性银行，开发专门针对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设施等在内的政策性金融产品，支持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和提标改造等。实施绿色信贷政策，地
方发行的绿色债券优先支持工业园区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对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供信
贷优惠支持。除本土社会资本外，还可着眼于外
资，例如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就是
由中外合资。外资不仅为企业的运行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保障，并且引入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
和运行经验。 

 

附录 
附表 1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模式 

模式分类 介绍 特点 

企业自行处
理 

园区内产生的各种污水自行由园内企业进行处
理，各个企业按照自身产生污水的类型建设相应
的处理设施，最后由地方政府相关的环境保护部
门对处理结果进行监测，达到排放标准后允许外
排 

责任明确，但处理设施在工业园内占用的土地面积较大，降低
了园内土地的综合利用率、处理设施在建设时所需的费用较
多，一次性投入较高，导致设施运行费用较高，在一定程度上
会影响企业的长期经济发展。同时工业园内污水的污染物含量
较高，水量、水质变化较大，此种处理模式不利于长期保持 

城镇污水处
理厂 

工业园区内的各个企业通过污水排放管道将各类
污水排入城镇内部污水处理厂。生产废水和生活
废水可以直接将其排入城镇内部污水处理厂，对
于高浓度废水必须进行特殊处理及微处理后通过
城市管网排入城镇内部污水处理厂 

不占用园区土地，但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要求很高，要求其对
污水的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必须能够满足对工业园区的所有
污水进行处理，否则不能达标 

工业园区自
行修建 污
水处理厂 

工业园区建设污水集中处理厂，对污水实现集中、
综合处理，保证企业及工业园的长期、循环发展，
从而构建生态型、环保型工业园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环境保护部门对工业园污水排放的
治理难度，节省了各个企业对污水进行处理的高费用，实现了
污水处理土地、人力资源和设备的共享。但需要协调各级关系，
监管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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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国家层面污水处理行业相关政策 

时间 相关政策 颁布部门 摘要 

1996.10.4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国务院 
主要针对工业废水，为工业污水处理厂制定了标准，虽然经过几次替
代，但现今仍是工业废水排放的执行标准。 

- 各行业污水排放标准 生态环境部 对各行各业污水排放制定标准。 

2014.12.31 
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正式将污泥处理处置费用纳入污水处理费中，为污泥处置企业的正常
运营提供了资金支持。 

2015.1.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明确了政府、企业和公众各方在环保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并加大对违
法排污的惩罚力度，规定了一系列强制性惩罚措施。 

2015.4.9 
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
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实施意见 

财政部、原环境保
护部 

水污染防治领域推广运用 PPP 模式，以费价机制透明合理、现金流支
撑能力相对较强的存量项目为主。 

2015.4.16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国务院 
“水十条”将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等多方面
进行强力监管并启动严格问责制，铁腕治污将进入“新常态”。

2015.8.10 
关于推进城市地下水
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
意见 

国务院 
推进城市地下水综合管廊建设，统筹各类市政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
解决反复开挖路面、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有利于保障城市安全、促
进城市集约高效和转型发展。 

2016.4.12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
资专项管理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专项中央预算内
投资项目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2016.12.31 
“十三五”全国城镇
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
设施建设规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目标到 2020 年，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县城和建制镇具备污水收集能
力，所有设市城市、县城和部分建制镇具备污水集中处理能力，实现
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县城达到 90%；
建制镇达到 70%，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提前一年完成。 

2017.3.8 
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
跑者引领行动实施细
则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 

加快推进重点用水企业节水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开展节水改造和对标
达标，全面提升企业用水效率，选择钢铁、乙烯、纺织、造纸、味精等行业
先行先试，以后逐步扩展实施范围，形成覆盖电力、钢铁、纺织、造纸、
石化、化工、食品等重点用水行业的水效领跑者制度。 

2017.4.14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标 准
“十三五”发展规划 

原环境保护部 围绕水污染防治重点领域，优先配套相关排放标准。 

2017.6.28 水污染防治法 原环境保护部 
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统筹
协调、系统考虑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地表水和地下水并重，综合
运用行政、司法、经济等多种手段。 

2018.1.1 
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排污企业将被套上“金箍”，直接受到经济约束。 

2018.4.1 
《地表水自动监测技术
规 范 （ 试 行 ） 》

（HJ915-2017） 
生态环境部 

在水站自动运行及运行维护等方面提出了更加完善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措施，为建立健全以自动监测为主、手工监测为辅的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工作有据可依，提升
我国水环境质量评价和预警监测能力，满足环境监测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8.11.1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水处理(试
行)》（HJ978-2018） 

生态环境部 
推进水处理行业排污许可制度改革，国家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的
正式申报模块也正式开启；推动完善排污许可技术支撑体系,指导和规范
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工作。 

2018.12.19 
《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 制 订 技 术 导 则 》

（HJ945.2-2018） 
生态环境部 

制订行业型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主要技术内
容的确定、标准实施的成本效益分析、标准文本结构和标准编制说明主
要内容等要求。并规定：对于可生化性较好的农副食品加工工业等污水，
排向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时，可执行协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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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水污染排放标准中关于间接排放标准的规定 

关于间接排放的要求 标准数量 标准名称  

无间排要求 7 项 

《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3552-2018)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6-84) 
《海洋石油开发工业含油污水排放标准》(GB4914-85)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 
《航天推进剂水污染物排放与分析方法标准》(GB14374-93)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1-95)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GB18486-2001) 

仅规定了排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间排要求且以

三级标准形式规定的间排限值 
9 项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兵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火工药剂》(GB14470.2-2002) 
《兵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火炸药》(GB14470.1-2002) 
《味精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431-2004) 
《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821-2005)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皂素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5-2006)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仅规定了排向城镇污水处理厂的间排要求且根据

协商确定间排限值 
12 项 

《杂环类农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523-2008) 
《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 
《羽绒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1-2008)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合成革与人造革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2-2008) 
《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3-2008) 
《化学合成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4-2008) 
《提取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5-2008) 
《中药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6-2008) 
《生物工程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7-2008) 
《混装制剂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8-2008) 
《制糖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9-2008) 

规定了排向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间排要求且按有

毒污染物间排与直排相同、一般污染 物间 排为直

排的 1.3-2 倍的原则确定间排限值 

34 项 

《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1-2010) 
《油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3-2010) 
《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 
…… 

《毛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937-2012) 
《麻纺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938-2012) 
《柠檬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9430-2013)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 

区分排向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

两种情况，前者间排限值与直排相同，后者一般污

染物间排限值根据协商确定、有毒污染物间排限值

基本与直排相同，少量取 1.3-5 倍 

2 项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正在修订中)(GB31571-2015)
《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注：不排除有些标准进行了部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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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禹水处理有限公司 成立于 1997年，位于驰名中外

的泰山脚下——大汶口工业园。公司致力于工业水处理的应用研究 20多年，在循环水处

理、污水深度处理与回用、给水等领域为业主提供从工业水处理化学品到水处理设备，从

整体设计到安装调试，从技术支持到总包运行的整体解决方案。 

主营业务包括三大板块 

▋循环冷却水运行服务：包括循环水处理化学品和运行监控设备及 PC运行总包服务。

“大禹 141节水运行工艺”技术引领循环水技术潮流。 

▋以膜技术为核心的水处理设备的设计、制造与安装、运行。 

▋以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基于模块化设计的中水回用成套(技术)设备”为核心的污

水深度处理工程。 

山东大禹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水处理行业骨干企业、山东省水处理行业

领军企业、泰安市水处理行业龙头企业。公司拥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1项 

国内先进水平科研成果 6项 

发明专利 6项 

实用新型专利 7项 

公司拥有先进的分析监控手段和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与中石化设计研究院、青岛科

技大学、山东大学、农业大学等，有密切产、学、研合作关系，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独具

特色、技术领先的“大禹特色工艺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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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酸类共聚物的硅垢阻垢剂研究 
杜淑娟

1
，高灿柱

1
，李鹏飞

2
，齐晓婧

2
，程终发

2
，王燕平

2
 

（1.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硅是地球上含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也是

水环境中最常见的胶体物质。在工业水处理中，
原水中会含有硅。当硅的浓度达到 180 mg/L
时（依据水的化学性质），溶解硅胶粒就会发生
缩合反应，致使胶体二氧化硅颗粒的形成[1]。
原水中存在金属离子（如 Ca2+、Mg2+等）时，
二氧化硅还会和金属离子结合生成硅酸盐垢[2]。
原水中硅含量过高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硅垢沉
积于设备表面，导致设备传热效率降低及系统
管路堵塞[3]。硅垢一旦形成就很难去除，人们
经常用到的方法是添加阻垢剂[4]。 

国内外对于阻垢剂的研究较多，但对于阻
SiO2 垢的药剂国内研究并不多。传统有机膦药
剂(包括 PBTC，EDTMP，HEDP，DETPMP，
ATMP，PAPEMP 和 HDTMP) 均不具备抑制胶
体硅垢沉积的能力[5]。有研究表明，含羧基、
磺酸基和酰胺基团的聚合物具有抑制 SiO2 沉

积的作用[6-8]。本文以丙烯酸、2-丙烯酰胺-2 甲
基丙磺酸（AMPS）、疏水丙烯酰胺类为单体，
合成了具有羧基、磺酸基、酰胺基团等官能团
的多元共聚物，多种官能团并存，以发挥其协
同作用，达到阻硅垢的目的。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仪器 

UV-2450 型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
PHS-3C 型 pH 计，上海虹益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SYC15 型智能恒温水槽，巩义市英峪予华仪器
厂；DF-101S 型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河南予华仪器有限公司；精密定时电动搅拌器，
江苏中大仪器科技有限公司；电动搅拌器电机，
金坛市中大仪器厂；探头 PT100，浙江省东阳
市三星温度仪表有限公司；温度计；79-1 型磁
力加热搅拌器，金坛市中大仪器厂。 

为降低干扰，阻垢测试方法实验所用容器

[摘要]  为防止工业循环水中硅垢的形成，合成了以丙烯酸（AA）、2-丙

烯酰胺-2 甲基丙磺酸（AMPS）、疏水丙烯酰胺类等为单体的系列共聚物。静态

阻硅垢性能评价结果表明，丙烯酸（AA）、2-丙烯酰胺-2 甲基丙磺酸（AMPS）、

疏水丙烯酰胺类单体质量比为 65︰25︰10 时，阻硅垢效果较好。 

[关键词]  硅垢；阻垢剂；循环水 



 研究开发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7 

12 

(烧杯、移液器、容量瓶等)均为塑料制品。 
1.2 实验试剂与药剂 

试剂：去离子水、硅酸钠（AR）、亚硫酸
盐（AR）、盐酸（AR）、钼酸铵（AR）、1-氨基 
-2- 萘酚 -4- 磺酸（AR）、过硫酸盐（AR）、氢
氧化钠（AR）、盐酸（AR）、氯化钙（AR）、氯
化镁（AR）等。 

药剂：丙烯酸，分析纯，山东泰和水处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丙烯酰胺-2 甲基丙磺酸，
分析纯，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cumer-5000，质量分数为 45.7%，美国罗门
哈斯公司。 
1.3 聚合物的合成 

将定量的反渗透水加入四口烧瓶中，置于
95℃的恒温水浴锅中搅拌均匀，将过硫酸盐、
氢氧化钠、分子量调节剂和单体分别加入四个
滴瓶中，待四口烧瓶中温度升至 95℃，四个滴
瓶同时滴加，滴加一小时，保温一小时后，得
到黄色粘稠状的聚合物硅垢阻垢剂。 

在聚合温度、聚合时间、引发剂用量一定
的条件下，单体的质量比例不同，分别合成四
种聚合物。四种聚合物中丙烯酸（AA）︰2-
丙烯酰胺-2 甲基丙磺酸（AMPS）︰疏水丙烯
酰胺类单体的质量比分别为：①90︰0︰10；
②80︰0︰20；③65︰25︰10；④55︰25︰20。 
1.4 聚合物的阻硅垢性能评价 
1.4.1 静态阻胶体硅垢的实验方法 

配制 500 mg/L（以 SiO2 计）的硅酸钠溶
液，加入适量药剂作硅垢阻垢剂。用 HCl 和
NaOH 溶液调节溶液的 pH 至 7.0±0.1，将
盛装溶液的塑料瓶置于恒温水浴锅中，定时取
一定体积试样，用 0.45 μm 滤膜过滤，稀释

一定倍数后测定溶液中可溶性 SiO2 含量，同时
做空白实验，所有实验均重复两次[5]。 

溶液中可溶性硅的测定采用工业循环冷却
水和锅炉用水中硅的测定标准中的分光光度法[7]。    
1.4.2 静态阻硅酸盐垢的实验方法 

配制 500 mg/L（以 SiO2 计）的硅酸钠溶
液，加入一定量药剂作硅垢阻垢剂。用 HCl 和
NaOH 溶液调节溶液的 pH 至 7.5 左右，加
入适量一定浓度的 CaCl2 溶液（以 CaCO3 计），
使 溶 液 中  Ca2+ 含 量 为  500 mg/L （ 以
CaCO3 计）或是加入适量一定浓度的 MgCl2
溶液（以 MgCO3 计），使溶液中 Mg2+ 含量
为 500 mg/L（以 MgCO3 计）。然后再用 HCl
和 NaOH 将各溶液的 pH 值调整到 7.0±0.1，
将盛装溶液的塑料瓶置于恒温水浴锅中，定时
取一定体积试样，用 0.45 μm 滤膜过滤，稀
释一定倍数后测定溶液中 SiO2 的含量，同时做
空白实验，所有实验均重复两次[8]。 

溶液中可溶性硅及硅酸盐的测定采用工业
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硅的测定标准中的分
光光度法[9]。 
2 结果与讨论 
2.1 静态阻胶体硅垢性能比较 

按照 1.4.1 的实验方法进行静态阻胶体硅
垢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1～图 5 所示。从图 1、
图 2 可以看出，在阻垢剂的投加量为 50 mg/L
和 100 mg/L 时 ， 合 成 的 四 种 聚 合 物 和
Acumer-5000 的阻垢效果均不好。从图 1～图
5 可以看出，随着阻垢剂浓度的增加，四种聚
合物的阻垢效果也逐渐增强。从图 3 可以看出，
3#聚合物和 Acumer-5000 在 4 h 内具有一定
的阻垢效果，在 4～24 h 内，溶液中二氧化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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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变化与空白溶液中二氧化硅含量变化相差
不大。说明阻垢作用持续时间较短，阻胶体硅
垢效果较弱；从图 4、图 5 可以看出，3#聚合
物和 Acumer-5000 的阻垢作用逐渐增强，在
24 h 内都有一定的阻垢效果，且在阻垢剂的投
加量为 600 mg/L 时，3#聚合物的阻垢效果高
于 Acumer-5000。 

 
图 1  50 mg/L 阻垢剂静态阻胶体硅垢性能比较 

 
图 2  1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胶体硅垢性能比较 

 

图 3  2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胶体硅垢性能比较 

 
图 4 4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胶体硅垢性能比较 

 

图 5  6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胶体硅垢性能比较 

2.2 静态阻硅酸镁垢性能实验 
按照 1.4.2 的实验方法进行静态阻硅酸镁

垢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6～图 10 所示。从图 6
可以看出，在阻垢剂的投加量为 50 mg/L 时，
合成的四种聚合物和 Acumer-5000 的阻垢效
果均不好。随着阻垢剂浓度的增加，阻垢效果
也逐渐增强。从图 7 可以看出，3#聚合物和
Acumer-5000 在 4 h 内具有一定的阻垢效果，
在 4～24 h 内，溶液中二氧化硅的浓度与空白
溶液中二氧化硅浓度相差不大。说明阻垢作用
持续时间较短，阻硅酸镁垢效果较弱；从图 8～
图 10 可以看出，3#聚合物和 Acumer-5000 的
阻垢作用逐渐增强，在 24 h 内都有一定的阻垢
效果，且在阻垢剂的投加量为 400 mg/L 时，
3#聚合物的阻垢效果高于 Acumer-5000。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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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合成的 3#聚合物具有一定的阻硅酸镁垢的作
用。合成 3#聚合物和 1#聚合物所用的疏水丙烯
酰胺类单体质量相同，但是 3#聚合物的阻垢效
果明显高于 1#聚合物，可能是因为 3#聚合物中
AMPS 的含量较多，说明 AMPS 中的磺酸基团
具有良好的阻垢效果。 

 

图 6  50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镁垢性能比较 

 
图 7  1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镁垢性能比较 

 
图 8  2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镁垢性能比较 

 
图 9  4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镁垢性能比较 

 

 
图 10  6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镁垢性能比较 

 
2.3 静态阻硅酸钙垢性能实验 
按照 1.4.2 的实验方法进行静态阻硅酸钙

垢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11～图 15 所示。从图
11～图 12 可以看出，在阻垢剂的投加量为 50 
mg/L 和 100 mg/L 时，合成的四种聚合物和
Acumer-5000 的阻垢效果均不好。随着阻垢
剂浓度的增加，阻垢效果也逐渐增强。从图 13
可以看出，3#聚合物和 Acumer-5000 在 4 h
内具有一定的阻垢效果，在 4～24 h 内，溶液
中二氧化硅的浓度与空白溶液中二氧化硅浓度
相差不大。说明阻垢作用持续时间较短，阻硅
酸钙垢效果较弱；从图 13～图 15 可以看出，
3#聚合物和 Acumer-5000 的阻垢作用逐渐增
强，在 24 h 内都有一定的阻垢效果，说明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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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聚合物具有一定的阻硅酸钙垢的作用。 
 

 
图 11  5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钙垢性能比较 

 

 
图 12  1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钙垢性能比较 

 

 
图 13  2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钙垢性能比较 

 
图 14  4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钙垢性能比较 

 

 

图 15  600 mg/L 阻垢剂静态阻硅酸钙垢性能比较 

3 结论 
（1）从上述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投加

量的增加，阻垢效果逐渐增强。（2）在投加量
为 600 mg/L 时，四种聚合物对胶体硅垢、硅
酸镁垢都有较好的阻垢效果，3#聚合物阻垢效
果最好；1#、2#和 4#聚合物对硅酸钙垢的阻垢
效果较弱，3#聚合物的阻硅酸钙垢效果较好。

（3）3#聚合物和 Acumer-5000 的阻垢效果基
本相同，说明合成的 3#聚合物可以用于阻硅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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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姜玲，郑中原，张佳成，于奔，赵鹏，于金山，路菲，邵林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包括按重量百分比混合的以下组分：聚天

冬氨酸 5%～10%、苯并三唑 0.5%～1%、葡萄糖酸钠 5%～10%、钨酸钠 10%～20%和水。本发
明中，将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萄糖酸钠、钨酸钠和水混合后加入搅拌机中，一定温度条件
下搅拌，静置后得到成品。本发明充分发挥了各缓蚀剂之间的缓蚀协同效应，能够解决高温、高
硬及高碱度条件下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腐蚀、结垢的问题，使碳钢、不锈钢等阻垢率可达到 99.12%、
不锈钢缓蚀率小于 0.0007 mm/a，配方中不含磷、氮等易造成水体环境富营养化的成分、可生物
降解，是一种绿色环保型缓蚀阻垢剂。 

 
权利要求 

1. 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其特征
在于：包括按重量百分比混合的以下组分： 

聚天冬氨酸 5%～10% 
苯并三唑 0.5%～1.0% 
葡萄糖酸钠 5%～10% 
钨酸钠 10%～20% 
余量为水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环保型循环

冷却水处理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聚天冬氨酸、
苯并三唑、葡萄糖酸钠、钨酸钠和水的重量比
为 10︰1︰10︰20︰49。 

3. 一种如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环保型循

环冷却水处理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1) 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萄糖酸钠、
钨酸钠和水按照重量百分比混合； 

(2) 将步骤⑴配制的溶液加入封闭的三轴
搅拌机中，搅拌机设定温度为 20～50℃，搅拌
时间为 5～20 min； 

(3) 搅拌完毕后，静置后得到成品。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冷却水制冷剂技术领域，尤其是
涉及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循环冷却水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水的不断

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及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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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而浓缩，使水中 Ca2+、Mg2+、HCO3
－、

Cl－等离子浓度增大，在这种高温、高硬及高碱
度的水质条件下，循环冷却水系统极易发生结
垢和腐蚀，从而影响换热效率，危及循环冷却
水系统安全运行。因此需要对循环冷却水进行
恰当的处理，通过添加缓蚀阻垢剂来控制垢和
腐蚀、保障设备的换热效率和使用年限。目前
国内常用的缓蚀阻垢剂有聚磷酸盐、磷酸酯和
有机磷酸，其中有机磷酸是最有效的兼有阻垢
和缓蚀功能的水处理剂，但磷化合物作为废物
排放会造成环境污染，近年来普遍开发绿色环
保的无磷缓蚀阻垢剂如聚环氧琥珀酸(PESA)和
聚天冬氨酸(PASP)，其中，聚天冬氨酸(PASP)
具有无磷、无毒、无污染、性能优越的特点，
且兼有缓蚀、阻垢功能，但单一 PASP 聚合物
在应用于高温、高硬及高碱度的循环冷却水时，
不仅耗量高，其缓蚀阻垢效果也并不理想。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配方中不含磷、氮等易造成水体环境富营
养化的成分、可生物降解、能够解决高温、高
硬及高碱度条件下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腐蚀、结
垢的问题的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 

本发明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其特征在

于：包括按重量百分比混合的以下组分： 
聚天冬氨酸 5%～10% 
苯并三唑 0.5%～1.0% 
葡萄糖酸钠 5%～10% 
钨酸钠 10%～20% 
余量为水 
再有，所述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萄

糖酸钠、钨酸钠和水的重量比为 10︰1︰10︰
20︰49。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如权利要
求 1 或 2 所述的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 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萄糖酸钠、
钨酸钠和水按照重量百分比混合； 

(2) 将步骤⑴配制的溶液加入封闭的三轴
搅拌机中，搅拌机设定温度为 20～50℃，搅拌
时间为 5～20 min； 

(3) 搅拌完毕后，静置后得到成品。 
本发明的优点和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中，将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

萄糖酸钠、钨酸钠和水混合后加入搅拌机中，
一定温度条件下搅拌，静置后得到成品。本发
明充分发挥了各缓蚀剂之间的缓蚀协同效应，
能够解决高温、高硬及高碱度条件下循环冷却
水系统的腐蚀、结垢的问题，使碳钢、不锈钢
等阻垢率可达到 99.12%、不锈钢缓蚀率小于
0.0007 mm/a，配方中不含磷、氮等易造成水
体环境富营养化的成分、可生物降解，是一种
绿色环保型缓蚀阻垢剂。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使用后的效果图。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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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通过以下实施例进一步详述，但本
实施例所叙述的技术内容是说明性的，而不是
限定性的，不应依此来局限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一种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如图 1 所
示，本发明的创新在于：包括按重量百分比混
合的以下组分： 

聚天冬氨酸 5%～10% 
苯并三唑 0.5%～1.0% 
葡萄糖酸钠 5%～10% 
钨酸钠 10%～20% 
余量为水 
优选的方案是： 
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萄糖酸钠、钨

酸钠和水的重量比为 10︰1︰10︰20︰49。 
上述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 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萄糖酸钠、

钨酸钠和水按照重量百分比混合； 
(2) 将步骤⑴配制的溶液加入封闭的三轴

搅拌机中，搅拌机设定温度为 20～50℃，搅拌
时间为 5～20min； 

(3) 搅拌完毕后，静置后得到成品。 
各组分的机理和作用：PASP 是一种生物

高分子，具有线形聚酰胺结构，是氨基连接的
缩氨酸，类似蛋白质的酰胺键结构，具有良好
的生物相容性，可在环境中快速完全讲解，不
会对环境产生污染，是绿色环保水处理剂的更
新换代产品；BTA 是高效铜缓蚀剂，以化学吸

附成膜、用量少、缓蚀效果好；葡萄糖酸钠成
本低廉并且是对复配药剂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
的缓蚀剂；钨酸钠对铜的缓蚀作用主要是由于
弱氧化性的钨酸钠可在铜表面形成氧化铜或氧
化亚铜的保护膜而起到缓蚀作用。 

实施例 
环保型循环冷却水处理剂制备：各组分为

10 mg/L 聚天冬氨酸+1 mg/L，苯并三唑+10 
mg/L，葡萄糖酸钠，二水钨酸钠 20 mg/L，其
余为水。 

选取 6 块碳钢试片和 6 块 317L 不锈钢试片。 
将所有试片放置在旋转挂片腐蚀仪中，模

拟循环冷却水的环境进行挂片试验。 
按照现有技术的添加剂量加入环保型循环

冷却水处理剂，试验时间与现有技术的试验相同。 
经过试验，结果见图 1，碳钢、不锈钢等

的阻垢率可达到 99.12%、不锈钢缓蚀率小于
0.0007 mm/a。 

本发明中，将聚天冬氨酸、苯并三唑、葡
萄糖酸钠、钨酸钠和水混合后加入搅拌机中，
一定温度条件下搅拌，静置后得到成品。本发
明充分发挥了各缓蚀剂之间的缓蚀协同效应，
能够解决高温、高硬及高碱度条件下循环冷却
水系统的腐蚀、结垢的问题，使碳钢、不锈钢
等阻垢率可达到 99.12%、不锈钢缓蚀率小于
0.0007 mm/a，配方中不含磷、氮等易造成水
体环境富营养化的成分、可生物降解，是一种
绿色环保型缓蚀阻垢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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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论文摘要 

复合混凝剂的制备及活性染料的去除  羊
小玉，周律等，《化工环保》，Vol.37,No.1,43～
48  以马铃薯淀粉、丙烯酰胺(AM)和二甲基二
烯丙基氯化铵(DADMAC)为原料进行接枝反
应，将接枝产物(TSI)与聚合氯化铝铁(PAFC)复
配，制得新型复合混凝剂 PAFC-TSl。优化了复
合混凝剂制备的工艺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复
合混凝剂 PAFC-TSl 的优选制备条件为：OH－

浓度与铝铁总浓度的比(r)为 0.5，铝铁总浓度
与 TSl 的质量浓度比(Rm)为 0.5 mol/g，铝铁摩
尔比 9︰1。在此条件下处理质量浓度为 100 
mg/L 的活性染料废水，当混凝剂投加量为 24 
mL/L 时，染料去除率可达 97%以上。相同条
件下，使用 PAFC-TS1 比单独使用 PAFC 或
PAFC-PAM 的染料去除率更高。 
 

混凝-气浮工艺预处理 ABS 树脂生产废水  
罗梦，何绪文等，《化工环保》，Vol. 37, No. 
1,55～61  采用混凝-气浮工艺对 ABS 树脂生产
过程中的丁二烯聚合工段和乳液接枝工段混合
废水进行预处理，优化了工艺条件。实验结果表
明：最佳药剂组合为 CaCl2 和阳离子型聚丙烯酰
胺(FO4440SSH)，最佳 CaCl2 投加量为 75 mg/L，
最佳 FO4440SSH 投加量为 10 mg/L，最佳废水
pH 范围为 5～7；最优操作条件为以 288 r/min
的转速搅拌混凝 1 min，再以 72 r/mm 的转速搅
拌絮凝20 min；混凝阶段的最佳G 值为159.9 S-1、
GT 值为9594，絮凝阶段的最佳G 值为24.5 S-1、
GT 值呈为 29400；优化条件下，废水的浊度与
COD 去除率均可达 98%以上。 

DO 浓度对 EBPR 耦合 SND 处理低 C/N

污水的影响  赵骥，王晓霞等，《中国环境科学》，
Vol.38,No.1,120～128  为了解厌氧/好氧运
行的序批式反应器(SBR)中，强化生物除磷
(EBPR)与同步硝化反硝化(SND)的耦合脱氮除
磷特性，以实际低 C/N(约为 3.5)生活污水为处
理对象，先通过调控进水 C/N 考察其对 EBPR
启动和聚磷菌(PAOs)富集情况的影响，再通过
调控好氧段 DO 浓度考察其对系统脱氮除磷性
能、SND 率及碳源转化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DO 浓度为 2.0 mg/L，当进水 C/N 由 3.2 提高
至 7.5 并降至 3.8 时，反应器出水 PO4

3--P 浓度
由 3.9 mg/L 逐渐降至 0.5 mg/L 以下，且厌氧
释磷量(PRA)由 3.3 mg/L 逐渐升高至约 30 
mg/L。此后，当 DO 浓度逐渐降至约 1.0 mg/L
时，SND 现象愈加明显，且其与 EBPR 耦合使
得系统总氮(TN)和 PO4

3--P 去除率分别提高至
85%和 94%。但当 DO 浓度约为 0.5 mg/L 时，
硝化过程进行不完全，亚硝酸盐积累较为明显，
耦合系统中存在同步短程硝化反硝化现象。DO
浓度为约 1.0 mg/L 时，系统具有最高的脱氮除
磷性能。此外，当 DO 浓度由 2.0 mg/L 降至
0.5 mg/L 时，PAOs 较聚糖菌(GAOs)在厌氧
内碳源储存中的贡献逐渐减小(PPAO,An 由
30.3%逐渐降至 20.2%)，PRA 降低约 7 mg/L。
DO 浓度为 1.0～1.5 mg/L 最有利于系统厌氧
段内碳源 PHA 的合成。 

 
AFMBR 处理低浓度废水的运行特性  张

博康，张岩等，《中国环境科学》，Vol. 38, No.1, 



 论文摘要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7 

20 

129～135  采用厌氧流化床膜生物反应器
(AFMBR)处理模拟生活污水，研究其启动运行
的特性。结果表明，在室温、进水 COD 270 
mg/L 的条件下，AFMBR 系统经过驯化富集后，
其出水 SCOD 能稳定维持在 30 mg/L 以下，
冬季温度降低时，系统产甲烷菌的活性会受到
抑制，出水 SCOD 在 30～40 mg/L，但仍可满
足一级 A 排放标准。系统的总甲烷转化量在
0.182L/g COD 去除左右，温度越高气体甲烷
的转化量越大，进水 COD 约有 45%转化为甲
烷。AFMBR 系统连续运行 218 d 的污泥产量
为 0.071 g VSS/g COD，其值要远远低于典型
好氧系统的污泥产量。系统的能耗及产能，若
只考虑气态甲烷产能，本研究中当 HRT 降至 10 
h 时产能才能满足能耗需求；若考虑所有的甲
烷产能，当 HRT 降至 20 h 时产能即能满足能
耗需求，当 HRT 降至 10 h 时产能是能耗需求
的 2 倍。因此，AFMBR 作为一个低耗高效的废
水处理系统，具有良好应用潜力。 

 
强化混凝和改性活性炭对二级出水 DON 的

作用机制  刘冰，郑煜铭等，《中国环境科学》，
Vol.38,No.1,136～149  探讨强化混凝和改性
活性炭对城市污水厂二级出水中溶解性有机氮
(DON)作用机制，分析相对分子量以及亲疏水组
分变化，并考察氯化消毒副产物生成势变化特征，
结合三维荧光(3DEEM)光谱分析手段，对强化混
凝和活性炭吸附前后 DON 组成，化学结构特征
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强化混凝可以明显提高
DON 的去除效果，DON 去除率通过 pH 值强化
混凝提高到 1.45 倍，臭氧强化混凝提高到 2.06
倍，PAC 强化混凝提高到 2.09 倍，PAM 强化

混凝提高到 1.96 倍。活性炭对 DON 吸附过程更
符合准二级动力学模型。DON 吸附过程中，酸
改性活性炭表面主要是 π-π 色散力作用机理，而
碱改性活性炭表面主要是给电子-受电子复合物
形成机制。在强化混凝和活性炭吸附作用下，
DON 的相对分子量和组分发生较大变化，而消
毒副产物的生成势大幅下降。经 3DEEM 和光谱
区域体积积分法(FRI)分析，在强化混凝和活性炭
吸附过程中 DON 及消毒副产物生成潜势与荧光
区域Ⅱ和区域Ⅳ所代表物质有关。 

 
聚酰胺复合纳滤膜去除水中 PFOS 的研究  

许长青，王磊等，《中国环境科学》，Vol. 38, 
No.1,186～192  利用聚酰胺复合纳滤膜去除
水中的 PFOS，在 0.6 MPa 操作压力条件下过
滤 12 h，研究 PFOS 浓度、离子种类、总离子
强度以及海藻酸对 PFOS 截留效果的影响。结
果表明，随着 PFOS 浓度增大其截留率也随之
升高；溶液总离子强度越大，PFOS 截留率越
高，当过滤进行到 12 h 时，溶液总离子强度为
150 mmol/L 时，PFOS 的截留率比溶液总离子
强度为 10 mmol/L 时仍高 2.1%；溶液中加入 1 
mmol/L Ca2+时 PFOS 的截留效果优于加入 1 
mmol/L Na+时的效果；并且随着二价离子浓
度的增加，截留率上升，过滤结束时，Ca2+浓
度为 3 mmol/L 的条件下 PFOS 的截留率约为
97.5%，高于 1 mmol/L Ca2+存在时 PFOS 的
截留率(95%)；海藻酸存在时 PFOS 的截留率显
著增高，尤其在 1 mmol/L 钙离子存在条件下，
过滤 12 h 后 PFOS 的截留率仍可达到 95%以上，
但海藻酸会导致膜污染的发生从而引起膜通量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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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省水好习惯 

来源：节约用水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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