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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连续微滤(CMF)+反渗透(RO)技术对印染废水进行深度处理，研究CMF+RO集成工艺的处

理效果。试验结果表明，CMF+RO处理系统运行稳定，对CODc，、色度、浊度、电导率的去除率均达98％以

上，RO出水水质优于自来水，各项水质指标均满足印染工艺回用水的要求。

关键词：染整；废水处理；连续微滤；反渗透

中图分类号：TSl9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4017(2012)24—0030—03

Continuous microfiltration／reverse osmosis technique for reuse of dyeing efflu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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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vanced treatment of dyeing wastewater is carried out with continuous micro filtration(CM F)and reverse osmosis

(RO)combined process。and its effect is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of the combined process with CMF and

RO works smoothly，and can effectively remove over 98％of the total CODcr．chromaticity，turbidity and conductivity．The wa‘

ter quality of RO effluent is superior to that of tap water．The main water quality indexes of the treated water csn meet the de-

mands of dyeing and prin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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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纺织印染是江苏省的支柱产业，也是江苏省水资

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行业之一。纺织印染

废水和COD排放量占全省工业废水排放总量15％以

上，仅次于化工产业。印染行业废水产排量大、有机污

染物含量高，已经成为水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之一。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用水总量、用水效

率、纳污总量三条红线管理，均要求对印染行业废水进

行再生处理回用。对印染废水进行深度处理，实现水

资源循环利用，对缓解水资源短缺、实现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和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J，是建设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经之路。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膜分离技术是印染废水回

用最具可行性的技术之一。本试验采用连续微滤+反

渗透工艺技术，深度处理印染企业二沉池出水，系统研

究该工艺深度处理印染废水的效果。

l 试验部分
1．1试验材料

南通某印染企业主要从事短纤、长丝坯布、色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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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绒布和精／粗毛布的生产与销售，回用试验废水主

要取之于该厂污水处理二沉池出水，其COD在

l 200一l 800 mg／L，色度在300—450 PCU。采用水解

酸化+接触氧化+砂滤池工艺进行废水处理，处理后

出水水质达到膜处理装置的进水要求(pH=6～9，
COD≤180 ms／L，BODs≤25 mg／L，SS≤70 mg／L)。

1．2试验装置与试验方法

连续微滤(CMF)选用天津膜天膜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研制的内压式聚偏氟乙烯中空纤维滤膜组件

(0160 mm X 1 730 mm)1根，膜表面积为40 m2，CMF

运行的工艺流程见图l；反渗透(RO)膜采用陶氏

TW30—4014膜组件，反渗透装置由高压泵、两段RO

膜及出水箱组成。

原水饿艏臣一徘剧戮辛咩璀L
图1 连续微滤+反渗透系统的工艺流程

Fig．1 Process flow diagram of CMF+RO system

CMF进水为原污水处理系统水解酸化+接触氧

化+砂滤池的出水，水质指标为：COD 168．2 mg／L，浊

度20 NTU，SS 63．2 mg／L，pH=6—9，色度30 PCU；RO

试验进水为本试验中的连续微滤(CMF)产水。

1．3测定指标与分析方法

测定CMF+RO系统的运行压力，以考察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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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的稳定性，测定pH值、CODM小浊度、色度来表征

CMF+RO系统对印染废水二次出水深度处理的效果。

试验中，pH值采用玻璃电极法测定，COD。，采用重铬酸

钾法测定，浊度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色度采用铂钻比

色法测定，电导率采用电极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CMF+RO系统运行压力情况

对连续微滤+反渗透系统的运行压力进行跟踪测

定，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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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CMF+RO系统运行压力变化

Fig．2 Operating situation of CMF+Re system

由图2可见，在一个月的运行过程中，CMF+RO

系统的运行压力变化很小，运行情况十分稳定。CMF

系统的运行压力保持在0．035 MPa左右，主要是因为

连续微滤采用恒流量运行方式；RO系统的运行压力保

持在1．1 MPa左右。
2．2 CⅧ+Ro系统对C∞的去除效果

连续跟踪监测CMF+RO系统对COD的去除效

果，系统运行过程中进出水的COD变化情况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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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CMF+RO系统进出水COD的变化情况

Fig．3 COD of influents and effluents in CMF+Re system

由图3可见，CMF进水的COD值波动较大，通过

微滤膜的截留作用，出水COD值基本稳定在160 mg／L

上下，保证了连续微滤膜出水水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RO产水完全满足印染工艺用水标准对CODo的要求。

CMF和RO对COD口的去除完全依靠物理截留作用，

进水COD。，的高低对CMF出水的CODD有直接影响。

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印染废水的原预处理工艺，确保

其出水的稳定性，保障深度处理膜系统的安全运行。
2．3 CIVIF+RO系统对浊度的去除效果

CMF+RO系统进出水浊度的变化情况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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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CMF十RO系统进出水浊度的变化

Fig．4 Turbidity of influents and effluents in CMF+Re system

从图4看出，砂滤处理后的印染废水经过CMF系

统处理后，浊度大幅度降低，最低为0．15 NTU，去除率

最高达97．9％，满足RO进水对浊度的要求。RO产水

浊度平均只有0．18 NTU，可满足印染工艺用水要求。
2．4 CMF+Ro系统对色度的去除效果

CMF+RO系统进出水色度比较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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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CMF+RO系统进出水色度的变化

Fig．5 Chroma of influents and effluents in CMF+Re system

图5中，CMF进水色度较高，过滤后CMF出水色度

降低到平均6．6 PCU。RO系统对色度有较好的去除

率，RO出水的色度未检出。反渗透系统对色度的去除

效果很好且稳定，原因是产生色度的污染物多数是含有

苯环和双键等发色基团的有机物，其相对分子质量大、

结构复杂，且空间尺寸较大，而反渗透膜结构致密、化学

性质稳定，在压力驱动下反渗透膜只能通过溶剂分子和

相对分子质量较小的溶质分子和离子，能高效地截留有

机物。另一方面，这些带有发色基团的有机物其物理化

学参数(如极性参数、非极性参数、Hammet数或Taft数

等)会增大其与膜材料之间的排斥力，使分离度增加，故

反渗透膜工艺能较彻底地脱除色度日J。
2．5 CⅧ+RO系统出水电导率变化

为考察CMF+RO系统对电导率的去除效果，对

CMF+RO系统进出水水质的电导率进行跟踪监测，试

验结果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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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CMF+RO系统进出水电导率的变化

Fig。6 Conductivity of influents and effluents in CMF+RO system

从图6可以看出，CMF出水电导率很高，平均为

5 256 t山S／cm，RO产水电导率平均为58 I上S／cm，RO脱

盐率高达99％。电导率表征物体传导电流的能力，溶

液的电导率等于溶液中各种离子电导率之和，可以间

接衡量溶液中离子的总含量。微滤膜无法截留溶液中

溶解的离子，RO膜则具有非常优秀的脱盐能力，能完

全去除水中的二价离子，对水中的一价离子也有很好

的去除能力H J。

2．6出水质量比较

将自来水、连续微滤系统出水和反渗透系统出水

的水质进行比较，结果见表1。

表l中，反渗透对于水中的大部分污染物均具有

很高的去除率，对于so：一、cl一、ca2+、M92+等常见离
子，去除率均大于99％。出水的色度、浊度和COD等

指标未检出，出水水质优于自来水，完全可满足纺织印

染工艺的要求。

表l a唧出水、RO出水、自来水水质对比
Table 1 Quality of CMF effluent．RO effluent and tap water

水质指标 CMF出水 RO出水 去除率／％ 自来水

sOj一／(mg·L’1) 480 1．2 99．7 35．5

Cl一／(mE·L一1) 580 2．8 99．5 19．3

Ca2+／(mg·L。1) 96 O．8 99．2 120

硬度／(mg·L一， 360 250 99．3 160

COD／(mE·L’1) 130 未检出 100 lO

总Fe／(mg·L一1) 1．2 未检出 loo 0．04

总Mn／(mR·L。1) 0．6 未检出 100 <0．01

电导影(曲-Clll。1) 5 200 100 98．1 240

浊度／NTu O．1 未检出 100 0．5l

色度／倍 5 未检出 100 <5

3 结论
(1)将印染废水二级生化处理后达标的废水，采

用连续微滤+反渗透膜处理工艺，可回用于印染生产

的各工艺环节。该系统运行稳定，出水色度、浊度均未

检出，对COD、盐度的去除率均达99％以上，出水水质

完全满足纺织印染工艺的要求。

(2)连续微滤+反渗透膜系统的出水水质优于自来

水，为提高印染废水的回用量，降低运行成本，可将CMF

产水、RO产水、自来水按一定比例混合调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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