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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防治广东省印染废水对环境的污染，引导和规范广东省印染行业水污染防治治理工程设计，特制

定本规范。

本规范在比较全面地分析研究印染行业的废水实用处理技术，吸收国内及国外印染废水研究成果，

总结多项印染废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管理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广东省内印染行业废水的特

性而编写。

本规范适用于指导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印染废水治理的工程设计。

本规范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局提出。

本规范为首次发布。

本规范由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起草工作。

本规范由广州中环万代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和中山大学等单位负责起草。

主要起草人：刘德沛 周秀霞 朱竹人 王刚 王广卓 邹耀 熊亚。

本规范由自2009年09月01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广东省环境保护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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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染行业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1 总则

1.1 本规范适用于广东省内以天然纤维（如棉、毛、丝、麻等）、化学纤维（如涤纶、锦纶、腈

纶、氨纶和粘胶纤维等）为原料的各类纺织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印染废水。

1.2 废水处理工程设计应根据企业生产规划年限、工程规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正确处理近期与远期、集中与分散、排放与利用的关系。通过全面论证，做到确能保护环境，节约

土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可靠，适合当地实际情况。

1.3 印染废水处理设施应满足投资省、占地少、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管理方便、出水水质

达标、节能减排等要求。

1.4 印染废水处理工程设计应在不断总结科研和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积极采用经过鉴定的、

行之有效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宜采用机械化和自动化设备。

1.5 印染企业集中地区实行专业化集中治理的原则。

1.6 印染废水处理工程设计规模必须满足主体工程需要。

1.7 印染废水处理工程的设计除了执行本规范，还应符合国家有关法令和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

定。

1.8 印染废水的治理技术路线宜采用：预处理+物化处理与生化处理结合+深度处理（出水水质要

求高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DB44/26-2001 广东省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CJ25.1 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CJJ60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

下列术语适用于本规范。

3.1 水力停留时间 (Hydraulic retention time)
进入反应池或沉淀池的废水在池内的平均停留时间。

3.2 水力负荷 (Hydraulic loading rate)
一种负荷表示方式，指单位面积单位时间所能接受的废水量。

3.3 污泥负荷 (Sludge loading rate)
反应池内每千克活性污泥单位时间负担的五日生化需氧量千克数。其计量单位通常以kg

BOD5/(kgMLSS·d)表示。

3.4 预沉池 (Pre-sedimentation tank)
原水中泥沙颗粒较大或浓度较高时，在进行凝聚沉淀处理前设置的沉淀池。

3.5 初次沉淀池 (Primary sedimentation tank)
设在生物处理构筑物前的沉淀池，用以降低废水中的固体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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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次沉淀池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tank)
设在生物处理构筑物后的沉淀池，用于污泥与水分离。

3.7 深度处理 (Advanced treatment)
二级处理出水中污染物的进一步净化过程。

3.8 污泥处理 (Sludge treatment)
对污泥进行浓缩、调理、脱水、稳定、干化或焚烧等的加工过程。

3.9 污泥处置 (Sludge disposal)
对污泥的最终消纳方式。

4 印染废水水质和参考水量

4.1 棉纺织印染废水水质

4.1.1 棉纺织印染废水是指纯棉及棉混纺产品印染中产生的废水，根据织造方法一般分为棉针织

印染废水和棉机织印染废水。

4.1.2 棉纺织印染废水中一般含有直接染料、活性染料、纳夫妥染料、还原染料及分散染料等染

料。

4.1.3 棉纺织印染废水中一般含有烧碱、氧化剂及表面活性剂等染料助剂。

4.1.4 棉针织印染废水是棉针织产品在印花和染整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废水。水质指标参考表 1：

表 1 棉针织印染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300 mg/L～500 mg/L
2 BOD5 150 mg/L～200 mg/L
3 pH 8～10
4 色度 150倍～300倍
5 SS 150 mg/L～200 mg/L
6 水温 ≤55℃

4.1.5 棉机织印染废水是棉机织产品在印花和染整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后的废水。混合水

质指标参考表 2：

表 2 棉机织印染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1000 mg/L～3000 mg/L
2 BOD5 200 mg/L～500 mg/L
3 pH 10～13
4 色度 60 0倍～2000倍
5 水温（℃） ≤40℃

4.1.6 麻纺织产品染色工艺排放的废水水质与棉纺织品印染废水相似，但色度稍低。

4.2 毛纺织印染废水水质

4.2.1 毛纺织印染废水是指毛粗纺织产品、毛精纺织产品及绒线产品在染色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

水的总称。

4.2.2 毛纺织印染废水中主要含酸性染料和媒介染料等污染物，毛混纺织印染废水还含有一定量

的分散染料、阳离子染料和直接染料等。

4.2.3 毛纺织印染废水中一般含有纯碱、元明粉及表面活性剂等染料助剂。

4.2.4 毛粗纺织印染废水包括染色残液及相当量漂洗废水，其 pH 一般为 7 左右。

4.2.5 毛精纺织印染废水污染物含量较低，其 pH 一般为 7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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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绒线印染废水包括染色残液及相当量漂洗废水，废水污染物含量介于毛粗纺织印染废水与

毛精纺织印染废水之间。

4.2.7 毛纺织印染废水总体上属于可生化性较好的废水，水质指标参考表 3：

表 3 毛纺织印染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500 mg/L～900 mg/L
2 BOD5 250 mg/L～400 mg/L
3 pH 6～9
4 色度 100倍～300倍

4.3 丝绸印染废水水质

4.3.1 丝绸印染废水包括真丝及化纤仿真丝印染废水。

4.3.2 真丝印染产品废水分为脱胶废水及印染废水。

真丝脱胶废水包括浓脱胶废水及脱胶冲洗废水，其中浓脱胶废水水量较少。

表 4 浓脱胶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5000 mg/L～10000mg/L
2 BOD5 2500 mg/L～5000mg/L
3 pH 9～9.5

表 5 脱胶冲洗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500 mg/L～1000 mg/L
2 BOD5 300 mg/L～600 mg/L

真丝印染废水水质参考表 6：

表 6 真丝印染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500 mg/L～800 mg/L
2 BOD5 200 mg/L～400 mg/L
3 pH 5～8
4 色度 100倍～300倍

4.3.3 化纤仿真丝印染产品废水分为碱减量废水和印染废水。

涤纶仿真丝绸产品的碱减量生产工序产生的废水浓度极高，pH为 13以上，CODCr可达 1万 mg/L。
化纤仿真丝印染废水水质参考表 7：

表 7 化纤仿真丝印染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600 mg/L～1000 mg/L
2 BOD5 250 mg/L～400 mg/L
3 pH 6～10
4 色度 100倍～300倍

4.4 牛仔洗染废水水质

4.4.1 牛仔洗染废水是指牛仔产品在各个生产工序中产生的废水。

4.4.2 牛仔浆染废水主要特点是碱性强、有机污染物浓度高、色度高、硫化物含量高、水质水量

变化大。废水水质参考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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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牛仔浆染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2000 mg/L～6000 mg/L
2 BOD5 1000 mg/L～2500 mg/L
3 pH 9～14
4 色度 1000倍～2500倍
5 S2- 200 mg/L～1000 mg/L

4.4.3 牛仔漂洗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浮石渣、短纤维，以及从牛仔产品上洗下的染料、浆料和助

剂等。其水质指标如表 9，其中采用酶法酵洗的废水不含浮石渣、只含少量悬浮物。

表 9 牛仔漂洗废水污染物指标

序号 污染物 数值

1 CODCr 300 mg/L～800 mg/L
2 BOD5 100 mg/L～200 mg/L
3 pH 7～9
4 色度 100倍～300倍
5 SS 100 mg/L～200 mg/L

4.5 综合印染废水水质

综合印染废水是指印染废水集中处理，废水数量大，各家企业废水相互匀质匀量，避免了单个

企业废水处理水质水量波动大，对废水处理设施的冲击。水质水量可按各种印染废水所占的比例计

算。

4.6 印染废水设计水量

4.6.1 针织漂染生产所用的 45.36千克（100磅）～272.16千克（600磅）染缸：每天每 45.36千
克（100磅）加工能力排废水 30m3～40m3；272.16千克（600磅）以上染缸：每天每 45.36千克（100
磅）加工能力排废水 25m3～30m3。

4.6.2 煮炼漂染布生产所用的每 100米加工能力排废水 2.5m3～4m3。

4.6.3 毛衫、毛线漂染生产所用的 45.36千克（100磅）～272.16千克（600磅）染缸：每天每 45.36
千克（100磅）加工能力排废水 20m3～30m3；272.16千克（600磅）以上染缸：每天每 45.36千克

（100磅）加工能力排废水 10m3～20m3。

4.6.4 牛仔纱线浆染的每条生产线每天排废水 150m3～500m3。

4.6.5 牛仔服装洗漂生产所用的 204.1千克（450磅）洗水机：每天每台排废水 80m3～100m3；272.16
千克（600磅）洗水机：每天每台排废水 100m3～120m3。

5 预处理

5.1 格栅

5.1.1 印染废水中存在较大颗粒的悬浮物时（如牛仔洗漂废水中含有的浮石），宜设置机械格栅。

5.1.2 印染工业园区废水集中治理工程应设置机械格栅。

5.2 筛网

5.2.1 印染废水中含有较长的纤维等悬浮物时宜采用筛网去除，宜选用 20目～80目。

5.2.2 筛网有固定式筛网及转筒式筛网。固定式筛网安装角度宜采用 30度～60度。

5.2.3 牛仔洗漂废水及工业园区综合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在初沉池前应设置筛网。

5.3 沉砂池

5.3.1 牛仔洗漂废水（酶法酵洗除外）或含牛仔洗漂废水（酶法酵洗除外）的工业园区综合印染

废水治理工程应设置沉砂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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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牛仔洗漂废水沉砂池总停留时间可设计为 0.5h～1.0h。
5.3.3 排砂方式有重力排砂和机械排砂，可根据工艺流程确定排砂方式。

5.4 调节池

5.4.1 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必须设置调节池。

5.4.2 调节池可调节水质和水量，亦可具有预沉淀、预曝气、降温及临时贮存事故排水功能。

5.4.3 调节池有效水深一般为 3m～5m，设计停留时间宜为 6h～8h。工业园区的综合印染废水由

于有不同厂家的废水互相调节水质水量，设计停留时间可取下限。

5.4.4 采用空气搅拌的调节池用气量为 1.0m3/(m2•h)～4.0m3/(m2•h)。采用机械搅拌的搅拌机转速

约为 15r/min。
5.4.5 进生化系统处理前，废水的 pH应控制在 6～10之间。若低于 6或高于 10则必须加碱或加

酸中和，一般在调节池调节废水 pH。
5.5 降温措施

5.5.1 印染废水水温超过 40℃必须降温至 38℃以下才能进入生化系统处理。

5.5.2 降温可用冷却塔或热交换器。应考虑废水中含有较多悬浮物时冷却设备的防堵塞措施。

5.6 除油措施

5.6.1 印染废水中如含有乳状油等难以上浮的污染物，必须去除方可进入生化系统。

5.6.2 可通过气浮技术去除印染废水中的油类污染物。一般选用压力溶气气浮法。

6 前物化处理

6.1 混凝沉淀

6.1.1 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可设置混凝沉淀池作前物化处理单元。

6.1.2 牛仔浆染废水及工业园区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应在生物处理前设置混凝沉淀池。

6.1.3 混凝反应形式可采用管道混合器、水泵混合及混凝反应池。一般规模较大的废水处理厂宜

采用混凝反应池。

6.1.4 混凝反应停留时间宜为 10min～20min。
6.2 药剂选用

关于印染废水物化处理的药剂选用及加药量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类

似运行经验确定。一般选用药剂为：硫酸亚铁+聚丙烯酰胺、石灰、高分子碱式氯化铝+聚丙烯酰胺

等。

6.3 初沉池

6.3.1 初沉池表面负荷宜为 1.0m3/(m2•h)～2.0m3/(m2•h)，设计停留时间 1.0h～3.0h。
6.3.2 一般设置刮泥、排泥设备排除沉淀污泥，污泥含水率 96%～98%。

6.3.3 采用溢流堰出水，堰上负荷≤2.9L/(m•s)。
6.3.4 沉淀池池型可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7 生化处理

7.1 生化处理工艺

7.1.1 印染废水生化处理宜采用“水解酸化+好氧+沉淀”工艺。

7.1.2 水解酸化池、好氧反应池与二次沉淀池可分建或合建。

7.1.3 较大规模（设计水量≥5000m3/d）的废水治理工程，其生化处理系统可按两组或多组系列

布置，并考虑设置进水配水井。

7.2 水解酸化反应池设计

7.2.1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容积计算主要取决于水力停留时间或反应池的容积负荷，可采用公式(1)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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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反应池有效容积，m3；

A——反应池横截面积，m2；

H——反应池有效水深，m；

HRT——水力停留时间，h；
Qh——废水设计平均小时流量，m3/h；
VLR——单位反应池每日接受的废水有机污染物（以CODCr为指标）的量，单位为kgCODCr/（m3•d）；
ρw——进水有机污染物（以CODCr为指标）的浓度，单位为mg/L；
7.2.2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为 6h～25h，其上升流速 v=0.5m/h～1.8m/h。
7.2.3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容积负荷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类似运行经验

确定。一般设计参数取值可参照表 10：
表 10 印染废水水解酸化反应池容积负荷设计参数表

印染废水类型
容积负荷

kgCODCr/（m3•d）
棉针织印染废水 1.0～2.0
棉机织印染废水 2.4～4.8
毛纺织印染废水 1.2～2.2

真丝脱胶废水
浓脱胶废水 4.8～8.0

脱胶冲洗废水 0.8～2.0
真丝印染废水 1.2～1.6

化纤仿真丝印染产品废水
碱减量废水 7.0～8.0
印染废水 1.4～2.0

牛仔浆染废水 4～7.2
牛仔漂洗废水 1.2～2.4

综合印染废水
2.0～2.4
2.4～4

7.2.4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有效水深可取 5m～12m，一般可采用 6.0m～7.0m。

7.2.5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进水系统宜采用从底部均匀分布布水的方式，并应保证进水点均匀分布。

7.2.6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出水系统宜采用堰或穿孔管均匀分布出水，避免短流。

7.3 好氧反应池设计

7.3.1 好氧反应池的容积可按污泥负荷计算，采用公式(2)计算：

XL
SSQ

V
s

eod





1000

)(
…………………………………………(2)

式中：

V——好氧反应池的容积，m3；

So——好氧反应池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mg/L；
Se——二沉池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mg/L（当去除率大于90%时可去此项）；

Qd——好氧反应池的设计日平均流量，m3/d；
Ls——好氧反应池的五日生化需氧量污泥负荷，kgBOD5/(kgMLSS·d)；
X——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gMLSS/L，一般取3.0gMLSS/L～4.0gML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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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好氧反应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为 6h～25h。
7.3.3 污泥负荷取值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类似运行经验确定。一般设

计参数取值可参照表 11：
表 11 印染废水好氧反应池污泥负荷设计参数表

印染废水类型
污泥负荷取值

kgBOD5/(kgMLSS·d)
棉针织印染废水 0.10～0.12
棉机织印染废水 0.18～0.22
毛纺织印染废水 0.15～0.20

真丝脱胶废水
浓脱胶废水 0.50～0.85

脱胶冲洗废水 0.19～0.24
真丝印染废水 0.16～0.19

化纤仿真丝印染产品废水
碱减量废水 0.68～0.8
印染废水 0.12～0.16

牛仔浆染废水 0.30～0.70
牛仔漂洗废水 0.096～0.12

综合印染废水
0.16～0.19
0.19～0.24

7.3.4 好氧反应池的超高，当采用鼓风曝气时为 0.5m～1.0m；当采用机械曝气时，其设备操作平

台宜高出设计水面 0.8m～1.2m。

7.3.5 好氧反应池的有效水深应结合流程设计、地质条件、供氧设施类型和选用风机压力等因素

确定，一般可采用 4.0m～6.0m。在条件许可时，水深可加大。

7.3.6 供气量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需氧量计算：

⑴.首先计算在实际条件下的需氧量，采用公式(3)计算：

ard XVbSQaO 2 …………………………………………(3)

式中：

O2——好氧反应池需氧量，kg /d；
a ——氧化每kgBOD5所需氧量的kg数，纺织印染废水可取0.5～0.63；
b ——污泥自身氧化需氧率，纺织印染废水可取0.065～0.12，d-1；
Sr——进出水BOD5浓度差，kg/ m3；

Xa——活性污泥池污泥浓度，kg/ m3；

（MLVSS，MLVSS／MLSS＝0.7～0.75）；

Qd——废水设计日平均流量，m3/d；
V——好氧池有效体积，m3；

⑵.需要修正为在标准条件下的需氧量，采用公式(4)计算：

 

    20
202

2 024.1 


 T

Tsb

s
S CC

CO
KOO


……………………………(4)

式中：

K——修正系数，
 

    20
20

024.1 
 T

Tsb

s

CC
C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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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标准条件下需氧量，kg /d；
Cs（20）——在水温20℃下的饱和溶解氧浓度，约9.17 mg/L；
α、β——修正系数，可通过试验予以测定，两者均小于1；

ρ——压力修正系数， 510013.1
)(




Pa所在地区实际气压 ；

T——实际条件下的温度，℃；

C——混合液的溶解氧浓度，mg/L；
Csb(T)——在温度T℃下，好氧反应池内混合液饱和溶解氧浓度的平均值，mg/L；可通过公式(5)计算：

 
 

  )
4212179
%100121

10026.2
108.9( 5

3

)( 







A

A
TsTsb E

EHPCC ……………………………(5)

H——空气扩散装置的安装深度，m；

P——大气压力，取1.013×105Pa；
EA——空气扩散装置氧的转移效率，由生产厂家提供，以%计；

Cs（T）——在水温T℃下氧的饱和溶解氧浓度，mg/L。

⑶.一般情况下，如缺乏试验数据，
 

    20
20

024.1 
 T

Tsb

s

CC
C

K


可取1.33～1.61。即

标准条件下的需氧量可按公式(6)计算：

61.1~33.1 222  OOKOOS ……………………………(6)

供气量按公式(7)计算：

100
3.0






A

S
S E

OK
G …………………………………(7)

式中：

GS——实际需要的供气量，m3 /d；
K′——需氧量不均匀系数，印染废水可取1.5～1.8；

7.4 二次沉淀池设计

7.4.1 二次沉淀池表面积计算可采用公式(8)计算：

q
Q

A h ……………………………………………………(8)

式中：

Qh——设计废水小时平均流量，m3 /h；
q ——水力负荷，m3/(m2•h)；设在活性污泥法后的二次沉淀池表面水力负荷0.6～1.5；设在生物膜

法后的二次沉淀池表面水力负荷1.0～2.0。
7.4.2 二次沉淀池水力停留时间宜为 1.5h～4.0h，有效水深宜采用 2.0m～4.0m，超高不应小于

0.3m。

7.4.3 二次沉淀池的出水最大堰负荷不宜大于 1.7L/(m•s)。

8 深度处理

8.1 深度处理单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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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废水深度处理工艺单元主要包括：混凝、沉淀（澄清、气浮）、过滤、消毒，必要时可采

用活性炭吸附、膜过滤、臭氧氧化和人工湿地等工艺单元。

8.1.2 若印染废水经过生化处理后未达到排放标准，一般情况可采用后物化工艺（包括消毒脱色）

或氧化塘工艺。

8.1.3 若印染废水经过生化处理后需要达到回用标准（回用水标准可由用水企业提供），一般情

况可采用“物化+过滤”工艺或“氧化塘+过滤”工艺。

8.2 后物化处理单元

8.2.1 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宜设置混凝沉淀池作去除CODCr的后物化处理单元，设置氧化脱色池（接

触消毒池）作脱色杀菌的后物化处理单元。

8.2.2 混凝沉淀设计

混凝反应形式宜采用多格旋流式混凝反应池。

混凝反应停留时间宜为 10min～20min。
终沉池表面负荷宜小于或等于 1.0m3/(m2•h)，设计停留时间 1.5h～4.0h。
一般设置刮泥、排泥设备排除沉淀污泥，污泥含水率 96%～98%。

采用溢流堰出水，堰负荷≤2.9L/(m•s)。
终沉池池型可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一般可采用平流、辐流或斜管沉淀池。

印染废水后物化处理加入药剂宜为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等药剂。

8.2.3 氧化脱色设计

水中含易氧化染料（如阳离子染料等）宜用液氯、漂白粉和次氯酸钠等氯氧化剂进行脱色。氧化脱

色剂与废水的接触反应时间约 0.5h～2.0h。
使用臭氧进行脱色时宜根据废水染料品种确定采用的处理流程，一般可与其他方法联用。臭氧与废

水的接触反应时间可根据试验确定，一般可约为 10min～30min。
光氧化法常用氧化剂为氯气，有效光为紫外光。一般与废水的接触反应时间约 0.5h～2.0h。
8.3 过滤工艺设计

8.3.1 过滤形式可采用重力滤池、压力滤罐或厢式过滤器等单元形式。

8.3.2 滤池形式宜选用普通快滤池或 V型滤池。

8.3.3 滤池的滤速应根据滤池进出水水质要求确定，一般可采用 4m/h～10m/h。
8.3.4 普通快滤池冲洗周期宜为 12h；V型滤池冲洗周期宜为 48h。
8.3.5 滤池宜采用气水反冲洗，V型滤池反冲洗扫洗强度：1.8L/(m2•s)。滤池反冲洗参数可参照

表 12：
表 12 滤池反冲洗强度设计参数表

步骤
冲洗强度

L/(m2•s)
时间

min
1.气冲 13～17 3

2.气—水冲洗
气冲洗强度 15

4
水冲洗强度 4

3.水单独冲洗 5 5

8.4 氧化塘工艺设计

8.4.1 印染废水氧化塘后处理工艺宜采用曝气氧化塘工艺。

8.4.2 氧化塘停留时间可取 3d～5d，有效水深宜为 1.5m～2.0m。

9 污泥量计算及处理方法

9.1 污泥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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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物化单元产生污泥量可采用公式(9)计算：

 
 p

qmQSSSSQ
V ed





1

10000 ……………………………(9)

式中：

V——物化沉淀池污泥量（含水率一般为96%～98%），kg/d；
Qd——设计废水日平均流量，m3/d；
m——每吨废水加药量，kg（药剂）/m3（废水）；

q——药剂转化为污泥率，一般根据所加药剂类型而定，FeSO4·7H2O为0.2~0.3，聚合氯化铝

为0.9~1.0；
SS0——进水SS浓度，mg/L；
SSe——出水SS浓度，mg/L；
p——污泥含水率，以%计，一般为96%～98%；

9.1.2 二次沉淀池剩余污泥量可采用公式(10)计算：

 
1000)1(
0





p

SSQn
X ed ……………………………………(10)

式中：

ΔX——二次沉淀池剩余污泥量（含水率一般为99%～99.7%），kg/d；
Qd——设计废水日平均流量，m3/d；
n——去除1kgBOD5产生的绝干剩余污泥量，一般绝干污泥产量0.4kg/kgBOD5。

S0——进水BOD5浓度，mg/L；
Se——出水BOD5浓度，mg/L；
p——污泥含水率，以%计，一般为99%～99.7%；

9.1.3 含水率 96%以上的污泥密度一般取 1000kg/m3；

9.2 污泥的处理方式

9.2.1 格栅、筛网的栅渣及沉砂池的沉渣可直接外运作卫生填埋。

9.2.2 物化污泥及生化剩余污泥处理方式可采用“浓缩+机械脱水”工艺或污泥消化工艺。

9.2.3 污泥浓缩设计

一般宜采用安装有栅条浓缩机的重力浓缩池或机械浓缩设备。

浓缩时间不宜小于 12 h，浓缩池的有效水深宜大于 4 m。

采用栅条浓缩机时其外缘线速度一般宜为 1m/min～2m/min，池底坡向泥斗的坡度不宜小于 0.05。
由生物反应池后二次沉淀池进入污泥浓缩池的污泥含水率为 99.2%～99.6%时，浓缩后污泥含水率可为

95%～98%。

9.2.4 污泥机械脱水设计

关于污泥机械脱水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标准的规定。

9.2.5 污泥消化设计

关于污泥厌氧消化及污泥好氧消化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

标准的规定。

9.3 污泥脱水药剂选用

9.3.1 污泥脱水药剂选用一般除考虑易购买且价格便宜、pH适用范围广、絮凝效果好且耗量少外，

还需考虑滤液返回废水处理系统不产生负面影响，且不同的处理单元产生的污泥应选用不同的药剂

进行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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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物化单元产生的污泥沉降性能较好，在浓缩池中一般不加药剂，只在压滤脱水时不加或加

少量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9.3.3 生化剩余污泥的含水率高达 99.0～99.7%，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在浓缩池中不投加或投加药

剂调理，在污泥机械脱水时则需适量加入聚合氯化铝及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9.3.4 在实际运行中，可将物化污泥和生化污泥混合处理，此时在浓缩池中一般可不加药剂，只

在压滤脱水时加入少量聚合氯化铝及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9.4 污泥水处理

污泥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水，包括污泥浓缩池上清液、机械脱水后的滤液及污泥消化处理后

的上清液等废水必须返回废水处理构筑物进行处理。

9.5 干污泥最终处置方式

9.5.1 印染废水污泥经过浓缩、机械脱水后的含水率约 75%～80%的污泥或经过消化后含水率约

55%～80%的污泥可采用焚烧处理或进入垃圾填埋场处理后卫生填埋。

9.5.2 焚烧处理可送至厂区内的锅炉进行焚烧回收热量或采用专用的污泥焚烧系统处理。

9.5.3 焚烧产生的尾气必须经过尾气洗涤装置处理后方可排放。

10 调试运行

10.1 营养剂量

10.1.1 生化系统营养剂量：厌氧池营养物的需要量约为 BOD5（碳源）：N：P=350：5：1；好氧

处理系统中营养物的需要量约为 BOD5（碳源）：N：P=100：5：1。
10.1.2 营养剂中 BOD5（碳源）一般采用红糖或面粉，亦可采用其他营养料。加入量按原水 BOD5

值+营养剂 BOD5值计算。

10.1.3 营养药剂中的 N一般采用尿素，营养药剂中的 P一般采用磷酸三钠或磷酸二氢钾。

10.2 溶解氧浓度

好氧池的溶解氧浓度宜控制在1.5mg/L～4.0mg/L。
10.3 污泥浓度

10.3.1 好氧系统控制污泥浓度（MLSS）为 3000mg/L～4000mg/L。
10.3.2 印染废水的污泥沉降比（SV）一般控制在 50%以下可以满足运行要求。

10.4 好氧池泡沫控制

泡沫可以通过增强厌氧系统处理效果消除，或可用水力消泡或投加消泡剂消减。

11 检测与自控

11.1 检测设计

11.1.1 印染废水处理工程宜设置总进水计量设施及 pH计。

11.1.2 废水处理厂出水应按国家现行排放标准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设置相关项目的检测仪

表。

11.2 自控设计

11.2.1 鼓风曝气系统宜采用自控系统控制供风量，使好氧池溶解氧控制在 1.5 mg/L～4.0mg/L。
罗茨风机可采用变频控制系统控制供风量；离心风机可采用自动控制进口风量来控制供风量。

11.2.2 调节池宜设置水位控制系统控制提升设备的启停。

11.2.3 宜设置自动加药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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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初次沉淀池 (Primary sedimentation tank)
	3.6　二次沉淀池 (Secondary sedimentation tank)
	3.7　深度处理 (Advanced treatment)
	3.8　污泥处理 (Sludge treatment)
	3.9　污泥处置 (Sludge disposal)

	4　印染废水水质和参考水量
	4.1　棉纺织印染废水水质
	4.1.1　棉纺织印染废水是指纯棉及棉混纺产品印染中产生的废水，根据织造方法一般分为棉针织印染废水和棉机织印染废
	4.1.2　棉纺织印染废水中一般含有直接染料、活性染料、纳夫妥染料、还原染料及分散染料等染料。
	4.1.3　棉纺织印染废水中一般含有烧碱、氧化剂及表面活性剂等染料助剂。
	4.1.4　棉针织印染废水是棉针织产品在印花和染整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废水。水质指标参考表1：
	4.1.5　棉机织印染废水是棉机织产品在印花和染整过程中产生的混合后的废水。混合水质指标参考表2：
	4.1.6　麻纺织产品染色工艺排放的废水水质与棉纺织品印染废水相似，但色度稍低。

	4.2　毛纺织印染废水水质
	4.2.1　毛纺织印染废水是指毛粗纺织产品、毛精纺织产品及绒线产品在染色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水的总称。
	4.2.2　毛纺织印染废水中主要含酸性染料和媒介染料等污染物，毛混纺织印染废水还含有一定量的分散染料、阳离子染料
	4.2.3　毛纺织印染废水中一般含有纯碱、元明粉及表面活性剂等染料助剂。
	4.2.4　毛粗纺织印染废水包括染色残液及相当量漂洗废水，其pH一般为7左右。
	4.2.5　毛精纺织印染废水污染物含量较低，其pH一般为7左右。
	4.2.6　绒线印染废水包括染色残液及相当量漂洗废水，废水污染物含量介于毛粗纺织印染废水与毛精纺织印染废水之间。
	4.2.7　毛纺织印染废水总体上属于可生化性较好的废水，水质指标参考表3：

	4.3　丝绸印染废水水质
	4.3.1　丝绸印染废水包括真丝及化纤仿真丝印染废水。
	4.3.2　真丝印染产品废水分为脱胶废水及印染废水。
	真丝脱胶废水包括浓脱胶废水及脱胶冲洗废水，其中浓脱胶废水水量较少。
	真丝印染废水水质参考表6：

	4.3.3　化纤仿真丝印染产品废水分为碱减量废水和印染废水。
	涤纶仿真丝绸产品的碱减量生产工序产生的废水浓度极高，pH为13以上，CODCr可达1万mg/L。
	化纤仿真丝印染废水水质参考表7：


	4.4　牛仔洗染废水水质
	4.4.1　牛仔洗染废水是指牛仔产品在各个生产工序中产生的废水。
	4.4.2　牛仔浆染废水主要特点是碱性强、有机污染物浓度高、色度高、硫化物含量高、水质水量变化大。废水水质参考表
	4.4.3　牛仔漂洗废水中主要污染物为浮石渣、短纤维，以及从牛仔产品上洗下的染料、浆料和助剂等。其水质指标如表9

	4.5　综合印染废水水质
	4.6　印染废水设计水量
	4.6.1　针织漂染生产所用的45.36千克（100磅）～272.16千克（600磅）染缸：每天每45.36千克
	4.6.2　煮炼漂染布生产所用的每100米加工能力排废水2.5m3～4m3。
	4.6.3　毛衫、毛线漂染生产所用的45.36千克（100磅）～272.16千克（600磅）染缸：每天每45.3
	4.6.4　牛仔纱线浆染的每条生产线每天排废水150m3～500m3。
	4.6.5　牛仔服装洗漂生产所用的204.1千克（450磅）洗水机：每天每台排废水80m3～100m3；272.


	5　预处理
	5.1　格栅
	5.1.1　印染废水中存在较大颗粒的悬浮物时（如牛仔洗漂废水中含有的浮石），宜设置机械格栅。
	5.1.2　印染工业园区废水集中治理工程应设置机械格栅。

	5.2　筛网
	5.2.1　印染废水中含有较长的纤维等悬浮物时宜采用筛网去除，宜选用20目～80目。
	5.2.2　筛网有固定式筛网及转筒式筛网。固定式筛网安装角度宜采用30度～60度。
	5.2.3　牛仔洗漂废水及工业园区综合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在初沉池前应设置筛网。

	5.3　沉砂池
	5.3.1　牛仔洗漂废水（酶法酵洗除外）或含牛仔洗漂废水（酶法酵洗除外）的工业园区综合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应设置沉砂
	5.3.2　牛仔洗漂废水沉砂池总停留时间可设计为0.5h～1.0h。
	5.3.3　排砂方式有重力排砂和机械排砂，可根据工艺流程确定排砂方式。

	5.4　调节池
	5.4.1　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必须设置调节池。
	5.4.2　调节池可调节水质和水量，亦可具有预沉淀、预曝气、降温及临时贮存事故排水功能。
	5.4.3　调节池有效水深一般为3m～5m，设计停留时间宜为6h～8h。工业园区的综合印染废水由于有不同厂家的废
	5.4.4　采用空气搅拌的调节池用气量为1.0m3/(m2•h)～4.0m3/(m2•h)。采用机械搅拌的搅拌机
	5.4.5　进生化系统处理前，废水的pH应控制在6～10之间。若低于6或高于10则必须加碱或加酸中和，一般在调节

	5.5　降温措施
	5.5.1　印染废水水温超过40℃必须降温至38℃以下才能进入生化系统处理。
	5.5.2　降温可用冷却塔或热交换器。应考虑废水中含有较多悬浮物时冷却设备的防堵塞措施。

	5.6　除油措施
	5.6.1　印染废水中如含有乳状油等难以上浮的污染物，必须去除方可进入生化系统。
	5.6.2　可通过气浮技术去除印染废水中的油类污染物。一般选用压力溶气气浮法。


	6　前物化处理
	6.1　 混凝沉淀
	6.1.1　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可设置混凝沉淀池作前物化处理单元。
	6.1.2　牛仔浆染废水及工业园区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应在生物处理前设置混凝沉淀池。
	6.1.3　混凝反应形式可采用管道混合器、水泵混合及混凝反应池。一般规模较大的废水处理厂宜采用混凝反应池。
	6.1.4　混凝反应停留时间宜为10min～20min。

	6.2　药剂选用
	6.3　初沉池
	6.3.1　初沉池表面负荷宜为1.0m3/(m2•h)～2.0m3/(m2•h)，设计停留时间1.0h～3.0h
	6.3.2　一般设置刮泥、排泥设备排除沉淀污泥，污泥含水率96%～98%。
	6.3.3　采用溢流堰出水，堰上负荷≤2.9L/(m•s)。
	6.3.4　沉淀池池型可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7　生化处理
	7.1　 生化处理工艺
	7.1.1　印染废水生化处理宜采用“水解酸化+好氧+沉淀”工艺。
	7.1.2　水解酸化池、好氧反应池与二次沉淀池可分建或合建。
	7.1.3　较大规模（设计水量≥5000m3/d）的废水治理工程，其生化处理系统可按两组或多组系列布置，并考虑设

	7.2　 水解酸化反应池设计
	7.2.1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容积计算主要取决于水力停留时间或反应池的容积负荷，可采用公式(1)计算：
	7.2.2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为6h～25h，其上升流速v=0.5m/h～1.8m/h。
	7.2.3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容积负荷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类似运行经验确定。一般设计参数取值
	7.2.4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有效水深可取5m～12m，一般可采用6.0m～7.0m。
	7.2.5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进水系统宜采用从底部均匀分布布水的方式，并应保证进水点均匀分布。
	7.2.6　水解酸化反应池的出水系统宜采用堰或穿孔管均匀分布出水，避免短流。

	7.3　好氧反应池设计
	7.3.1　好氧反应池的容积可按污泥负荷计算，采用公式(2)计算：
	7.3.2　好氧反应池的水力停留时间一般为6h～25h。
	7.3.3　污泥负荷取值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也可参照类似运行经验确定。一般设计参数取值可参照表11
	7.3.4　好氧反应池的超高，当采用鼓风曝气时为0.5m～1.0m；当采用机械曝气时，其设备操作平台宜高出设计水
	7.3.5　好氧反应池的有效水深应结合流程设计、地质条件、供氧设施类型和选用风机压力等因素确定，一般可采用4.0
	7.3.6　供气量可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需氧量计算：


	7.4　二次沉淀池设计
	7.4.1　二次沉淀池表面积计算可采用公式(8)计算：
	7.4.2　二次沉淀池水力停留时间宜为1.5h～4.0h，有效水深宜采用2.0m～4.0m，超高不应小于0.3m
	7.4.3　二次沉淀池的出水最大堰负荷不宜大于1.7L/(m•s)。


	8　深度处理
	8.1　深度处理单元流程
	8.1.1　废水深度处理工艺单元主要包括：混凝、沉淀（澄清、气浮）、过滤、消毒，必要时可采用活性炭吸附、膜过滤、
	8.1.2　若印染废水经过生化处理后未达到排放标准，一般情况可采用后物化工艺（包括消毒脱色）或氧化塘工艺。
	8.1.3　若印染废水经过生化处理后需要达到回用标准（回用水标准可由用水企业提供），一般情况可采用“物化+过滤”

	8.2　后物化处理单元
	8.2.1　印染废水治理工程宜设置混凝沉淀池作去除CODCr的后物化处理单元，设置氧化脱色池（接触消毒池）作脱色
	8.2.2　混凝沉淀设计
	混凝反应形式宜采用多格旋流式混凝反应池。
	混凝反应停留时间宜为10min～20min。
	终沉池表面负荷宜小于或等于1.0m3/(m2•h)，设计停留时间1.5h～4.0h。
	一般设置刮泥、排泥设备排除沉淀污泥，污泥含水率96%～98%。
	采用溢流堰出水，堰负荷≤2.9L/(m•s)。
	终沉池池型可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一般可采用平流、辐流或斜管沉淀池。
	印染废水后物化处理加入药剂宜为聚合氯化铝+聚丙烯酰胺等药剂。

	8.2.3　氧化脱色设计
	水中含易氧化染料（如阳离子染料等）宜用液氯、漂白粉和次氯酸钠等氯氧化剂进行脱色。氧化脱色剂与废水的接
	使用臭氧进行脱色时宜根据废水染料品种确定采用的处理流程，一般可与其他方法联用。臭氧与废水的接触反应时
	光氧化法常用氧化剂为氯气，有效光为紫外光。一般与废水的接触反应时间约0.5h～2.0h。


	8.3　过滤工艺设计
	8.3.1　过滤形式可采用重力滤池、压力滤罐或厢式过滤器等单元形式。
	8.3.2　滤池形式宜选用普通快滤池或V型滤池。
	8.3.3　滤池的滤速应根据滤池进出水水质要求确定，一般可采用4m/h～10m/h。
	8.3.4　普通快滤池冲洗周期宜为12h；V型滤池冲洗周期宜为48h。
	8.3.5　滤池宜采用气水反冲洗，V型滤池反冲洗扫洗强度：1.8L/(m2•s)。滤池反冲洗参数可参照表12：

	8.4　氧化塘工艺设计
	8.4.1　印染废水氧化塘后处理工艺宜采用曝气氧化塘工艺。
	8.4.2　氧化塘停留时间可取3d～5d，有效水深宜为1.5m～2.0m。


	9　污泥量计算及处理方法
	9.1　污泥量计算
	9.1.1　物化单元产生污泥量可采用公式(9)计算：
	……………………………(9)
	9.1.2　二次沉淀池剩余污泥量可采用公式(10)计算：
	9.1.3　含水率96%以上的污泥密度一般取1000kg/m3；

	9.2　污泥的处理方式
	9.2.1　格栅、筛网的栅渣及沉砂池的沉渣可直接外运作卫生填埋。
	9.2.2　物化污泥及生化剩余污泥处理方式可采用“浓缩+机械脱水”工艺或污泥消化工艺。
	9.2.3　污泥浓缩设计
	一般宜采用安装有栅条浓缩机的重力浓缩池或机械浓缩设备。
	浓缩时间不宜小于12 h，浓缩池的有效水深宜大于4 m。
	采用栅条浓缩机时其外缘线速度一般宜为1m/min～2m/min，池底坡向泥斗的坡度不宜小于0.05。
	由生物反应池后二次沉淀池进入污泥浓缩池的污泥含水率为99.2%～99.6%时，浓缩后污泥含水率可为9

	9.2.4　污泥机械脱水设计
	9.2.5　污泥消化设计

	9.3　污泥脱水药剂选用
	9.3.1　污泥脱水药剂选用一般除考虑易购买且价格便宜、pH适用范围广、絮凝效果好且耗量少外，还需考虑滤液返回废
	9.3.2　物化单元产生的污泥沉降性能较好，在浓缩池中一般不加药剂，只在压滤脱水时不加或加少量阳离子型聚丙烯酰胺
	9.3.3　生化剩余污泥的含水率高达99.0～99.7%，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在浓缩池中不投加或投加药剂调理，在污泥
	9.3.4　在实际运行中，可将物化污泥和生化污泥混合处理，此时在浓缩池中一般可不加药剂，只在压滤脱水时加入少量聚

	9.4　污泥水处理
	9.5　干污泥最终处置方式
	9.5.1　印染废水污泥经过浓缩、机械脱水后的含水率约75%～80%的污泥或经过消化后含水率约55%～80%的污
	9.5.2　焚烧处理可送至厂区内的锅炉进行焚烧回收热量或采用专用的污泥焚烧系统处理。
	9.5.3　焚烧产生的尾气必须经过尾气洗涤装置处理后方可排放。


	10　调试运行
	10.1　营养剂量
	10.1.1　生化系统营养剂量：厌氧池营养物的需要量约为BOD5（碳源）：N：P=350：5：1；好氧处理系统中营
	10.1.2　营养剂中BOD5（碳源）一般采用红糖或面粉，亦可采用其他营养料。加入量按原水BOD5值+营养剂BOD
	10.1.3　营养药剂中的N一般采用尿素，营养药剂中的P一般采用磷酸三钠或磷酸二氢钾。

	10.2　溶解氧浓度
	10.3　污泥浓度
	10.3.1　好氧系统控制污泥浓度（MLSS）为3000mg/L～4000mg/L。
	10.3.2　印染废水的污泥沉降比（SV）一般控制在50%以下可以满足运行要求。

	10.4　好氧池泡沫控制

	11　检测与自控
	11.1　检测设计
	11.1.1　印染废水处理工程宜设置总进水计量设施及pH计。
	11.1.2　废水处理厂出水应按国家现行排放标准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设置相关项目的检测仪表。

	11.2　自控设计
	11.2.1　鼓风曝气系统宜采用自控系统控制供风量，使好氧池溶解氧控制在1.5 mg/L～4.0mg/L。罗茨风机
	11.2.2　调节池宜设置水位控制系统控制提升设备的启停。
	11.2.3　宜设置自动加药控制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