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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F联合混凝沉淀处理玉米深加工废水试验研究

章丽萍·，史云天·，辛 璐·，年跃刚2，何绪文，，李柏志·，崔 炜·

(1．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北京100083；2．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12)

[摘要]对玉米深加工废水的二级处理出水进行了BAF+混凝沉淀联合工艺处理试验研究，得到最佳试验条件：

水力负荷为0．5 m3，(m2．h)，容积负荷为2．37 k一(m3．d)，气水比为2．4：1，水温为20。25℃，滤料层高度为2．O m；PAC

投加量为25 m玑，联合PAM投加量为0．5 mg，L。在最佳条件下，COD。TN、TP、SS去除率分别达到76．3％、67．8％、

90．6％、93．3％。处理出水符合《淀粉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1—20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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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of wastewater f南m maize deep pmcessing by biolo舀cal aera—

tion filter(BAF)combined with chemical coagulation process has been accomplished．The optimum conditions a弛as

foⅡows：hydraulic loading is 0．5 m3，(m2·h)，volume loading 2．37 k∥(m3·d)，gas—water mtio 2．4：1，water temperature

20—25 cC，filter media height 2．0 m；PAC dosing quantity 25 mg／L，and combined PAM dosing quantity 0．5 mg，L．Un—

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the removing rates of CODcr is 76．3％，TN removing rate 67．8％，TP remoVing rate 90．6％

aIld SS removing rate 93．3％．The treated emuen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ischarge Standard of Water PoUu—

tants for StaI℃h Industry(GB 25461——2010)．

Key wOrds：maize deep pmcessing wastewater；biological aeration filter；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玉米深加工主要根据其淀粉、蛋白质和脂肪等

不同的化学成分进行深加工[1-2]。玉米深加工行业是

一个资源消耗巨大．污染物排放量大．产生污染严重

的行业[引。玉米深加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不仅耗用

大量的水来实现玉米组分的分离洗涤，还耗用了大

量的蒸汽用于产品的蒸发．而大多数的水和蒸汽未

经循环利用即外排．由此产生了大量高COD废水。

目前国内外针对该行业的废水特点．常用的处理方

法为化学絮凝法、气浮处理法、好氧生物处理法、厌

氧生物处理法、好氧与厌氧联合处理法、光合细菌

法m-们。由于存在废水处理污染负荷大、污染治理技

术复杂等因素，经常发生大量超标废水排放，导致地

表水和地下水环境严重污染。

本研究采用BAF+混凝沉淀工艺⋯。12]对某玉米

深加工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淀粉高浓度工艺废

水、蒸发冷凝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及电站循

环冷却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内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二

沉池出水进行现场处理试验．考察了BAF联合混凝

沉淀工艺对废水COD叭TN、TP、SS的处理效果。

1试验装置及方法

1．1试验装置

试验所用曝气生物滤池系统主要由曝气生物滤

柱、机械隔膜泵、空气压缩机和水箱等设备组成，如

图1所示。滤柱材质为有机玻璃，内径为300 mm，柱

高3．5 m，自下而上布置布水管、微孔膜曝气头、填料

层。其中．曝气头的直径为250 mm。填料分二级，一

级装填粒径为3～6 mm的陶粒，高度1．4 m；二级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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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粒径为0．5～2 mm的高密度网状填料，高度0．6 m。

设计处理量为25．100肌．设计水力停留时间为
1．4~5．6h．实际通过滤料层有效停留时间为0．8—3．2h。

l一原水罐；2一曝气头；3一穿孔管；4一填料层；5一清水罐；6一计
量泵；7一污水提升泵；8一反冲洗水泵；9一流量计；l卜取样口。

图1实验装置

1．2废水水质

试验用水为该厂污水处理厂二级处理工艺出

水。其水质如表1所示。

表l 试验用水水质及排放标准 mg『L

测定平均值 117．30 14．79 6．79 72．56

排放标准 100 30 l 30

1．3分析方法

CODo的测定采用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HJ／rI’

399—2007)．TN的测定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TP的测定采用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 11893—1989)．悬浮物的测定采用重量法

(GB 11901—1989)。

2结果与分析

2．1 BAF运行参数优化

在实验室小试基础上确定了BAF的最佳运行

参数：水力负荷为0．5 m3／(mz．h)，容积负荷为2．37

kg／(m，·d)，气水比为2．4：l，水温为20～25℃，滤料层

高度为2．0 m。冲洗过程分别为先气洗2 rIlin。再气

水联合反洗5 min．最后水漂洗4～6 min：水冲洗强

度为6 I／(m2．s)，气冲强度为15 U(m2．s)。

在上述最佳试验条件下．考察了BAF对废水的

处理效果．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进水COD。平均为102．3 mg／L，出

水CODG平均为43．9 m玑，平均CODo去除率为
57．0％。进水TN平均为13．5 mg，L，出水TN平均为

10．2 mg／L，平均TN去除率为24．5％。进水TP平均

为6．79 mg，L，出水TP平均为6．09 mg，L，平均TP去

除率为10．3％。进水SS平均为71．1 m玑，出水SS
平均为17．9 mg／L，平均SS去除率为74．5％。实验结

果表明。除TP外，其余指标均能达到《淀粉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1—2010)的要求。出水

11P偏高．主要是因为曝气生物滤池的结构不能满足

交替的厌氧／好氧环境而使聚磷菌过度摄磷。废水中

的磷主要是通过聚磷菌的同化和生物絮凝作用得以

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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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最佳运行参数下BAF对废水的处理效果

2．2混凝沉淀试验

由于BAF工艺难以达到理想的除磷效果．因此

后续需要采用化学除磷来达到控制污水中磷的目的。

试验以PAM为助凝剂．分别在开始和快搅3 min

后按0．2、0．5、0．7、1．0 m玑投加到1 L的BAF处理

后出水中(已加入25 mg／L的PAC)进行混凝沉淀，

混凝反应时间为8 min。静置时间30 min。取上清液

对TP、CODcr和SS进行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PAM投加■及投加方式对处理效果的影响

P锵尹7蠢蔫葚靠。纛
快搅3mi“
后投加

0．2 1．86 61．2 32．8 44．8 8．O 66．7

0．5 0．7l 85．2 28．7 51．6 6．O 75．O

O．7 1．17 75．5 31．8 46．5 13．0 45．8

1．0 2．00 58．4 34．2 42．4 4．0 83．3

由表2可知．快搅3 rIlin后再投加助凝剂的处

理效果优于一开始就加入助凝剂的处理效果，且当

PAM投加量为O．5 mg，L时，处理效果最佳。

2．3 BAF+混凝沉淀联合处理效果

在上述最佳工艺条件下．考察了BAF+混凝沉

淀联合工艺的处理效果，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BAF+混凝沉淀联合工艺处理效果

项目 进水，(mg·L-1) 出水，(mg·L。1) 去除率／％

CODcr 105．3 25 76．3

TN 15．5 5．O 67．8

TP 11．3 0．87 90．6

SS 45 3 93．3

水经BAF+混凝沉淀联合工艺深度处理后，CODo、

TN、TP、SS去除率分别达到76．3％、67．8％、90．6％、

93．3％．出水各项指标完全符合《淀粉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25461—2010)的要求。

3 结论

采用BAF+混凝沉淀联合工艺深度处理玉米深

加工废水二级处理工艺出水的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BAF的最佳运行参数：水力负荷为0．5 m3／(mz·h)，

容积负荷为2．37 kg，(m3·d)，气水比为2．4：1，水温为

20～25℃．滤料层高度为2．0 m：对BAF出水进行混

凝沉淀处理的最佳运行条件：PAC投加量为25

mg，L，联合PAM投加量为0．5 mg，L，且PAM在快搅

3 min后投加。在上述最佳运行条件下，CODo、TN、

TP、SS去除率可分别达到76．3％、67．8％、90．6％、

93．3％，出水各项指标完全符合《淀粉工业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25461—201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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