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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研究了RO(Rn町，也皿帽ω 对 ItICe， .Ier, IN龟， l.aRa, I"Ra，山E 等檀蠢

邮聋障率真囊面捂住剂对鹏性酶的.响.对实际反应堆魔水，就衣jJ就射性康水造衍了 RO

组*运行考毒.其单，就射性聋.-裂'8". 对三种理雄理 d布袋式迢.，蜂房式培植租臭

氧氧化》和.精捷 f幢幢，臭氧+霞槽擅和Ii棉璋清洗〉方法进行了试验.、

提... 反事遭 (RO) 佩戴魔*脏盐事〈撞去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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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吉
日

反渗透 (RO) 是近二十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腰分离技术，Jt实用范用不断扩展，

不叹为海水、带成水模化，纯水甜备等开碎了崭新的途径，在环境保护和污废处理 I;.{及食品、

住-C，医药，物质分离，被缩绪化等领壤也显示出官所持有的生命力并发展成为一门曹的应

用字，再.

RO~是加压流体通过膜而进行的分离过程.借助于外切尼力使溶精通过学透阴晴:可?在跑

去障盐楚、不嚣，醉的相悬浮的团体.

目前放射性废掬t'l~传理司成为重要的课题之.为减少放射性物质对环境的污染邢人类

的危害@各种核工厂都设者放射性废水处理设施，目前采用的净化技术《嚣踵沉障， ，需盒，

离子交拽〉在实践运行中已经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但由于目前越来越严格的环境监测和庭辅

扯可的经济规益的要求，在现代庭锦管理实践中需采用更有效，更经济的净化技术. RO 悖

为低放废水处理的一神辑方法与通常采用的理凝沉淀，蒸发，离子交换等处理方法比撞有其

强持之优点，因而近年来，美同、日本、苏联.法罔‘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做了大量的实验

谓咒工作并己应用于生产二虞。棋王业中((~矿石采强加王.反应堆运行、放射性同位素生户、

棋擂料后处理、放化实验主操作、描污设备和地而沈海去污，按外持染等产生f市低放废液者'

可用此tt:进行处理.尤}txt反应堆废水， i克衣房废水利琳洛废水的处理更为;孟宜0.....8) ..因

为;1)洗捧废班含布在rmil!i性物质，其它多神处理方法处理放果不佳，而反i参选对表面活佳

物;m和放射性棉具有良好的去除效果，且由于麦田活性精质的存在使得放射性战素的净化魏

果-~(f显著增加， 2)反应堆废水体系简单、I~质峙，简单的[1)1娃理，即可满足RO卫骂的粟，求f3 )反

所增废水相洗海废水的放肘性水乎一班较低(3.7 x 10-3.7 x 104Bq/L) 经 RO 一次她理可

直挠排放.因此她理上述体系废水， RO 比J~官处理手段经济、方恒、效果好.所以在第些

国家楼咆站已经采用螺旋在式或管式RO装直处理上述废水(9 J，经净化了的废水可直接排放

或组用，搜捕f的废水送燕发辑程进一步披缩，时饵最终因化贮存-

RO处理放射性废水的运行经验表明官具有以下优越性，

1. 此过程处fR路穰泣有捕的变化，因此能艳低，对1980年能谭价格来说，真所需辑钮

'睡用仅为燕京桔的1/3-1/2，每生产It挠水的电槌为8-10kWh.

2. 设备简单，体职小，产量大，厂房占地雨飘小，因而易实现自动化相幌安全防护，

建r投资费低-

3. 性能稳起可靠，操作管理情便，脱寿命-艇在3 年以上，在放射性废水处理过程

中，鹏所受的辐射剂且不犬，因此放射性辐照不会非亚鹏使用寿命的缩短.运椅，维修费用

较低.

4. 建厂周期姆.

目前，回内RO她理放射性烧水的研究业已开展.魏们自1975年回来，在;~万而Jf脱了

_.系列宾些研究工作并建立了中同规模实撞现程，越行了多!kl.5mJ/d规惯例以实际反应增

虞忠和放射性挽衣房脏水为料鞭仰起行.取得了-PE俐操作组辑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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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部分

1. 皇葛霞'
υ 单管鹏件z 醋醺纤维素靡，支撑管为覆璃钢，内径18皿圃，膏舷佳度1500田圃，布

.画棋1300ml•

J) FG-Hz型RC阜外壳为φ215 x 1650mm.囊氯乙烯管内装3。但φ18X 1500mo二醋幢

篝罐章臂"总鹏面现为2.5皿飞

S) U5I如何S型高压囊，施量zaOL/h，压力9.alMPa.

4) 不锈钢过撞嚣，过捧回It为。.98mlo

目不错钢蛇啻冷却器I ;号却酣辄为6ml•

6) 蜂房式过温器.

7)臭氧2t生器.

I. •幢"罩测算

。 运行压力: 3.9MPa，由出口压力衰读曲，由电接点压力表控制压力不超过4.4MPa.

D 料穰温度I 25 士 lee，由犀挂在韩幢幢中的酒精温度计直接读曲，为保妒鹏及产*

曲稳应性，料植捕中放置一不蜻钢蛇管玲却嚣，调节降却荆《自来水〉施量，以保持温度恒

寇.

创 造料施iit~ 单管装置避料施监为200L/h， 组件避辑班量为2aOL/h.

的撒水流量，由椅子班量计直接读出.

的 产水流量s 用秽麦和量筒以睿现黯测算.

的 盐去除事z 某一特定稿Ji:在披缩水中和蜡水中的披度比值，以下式表示z

R =.(1 - g:) X 100"
式中R为盐去除事， CP 为产水中嘉钩踵的榷皮〈剧也导或比就表示 ) , C. 为蜡点中摹仿N1

曲k度《剧电导或比就表示) •

7) 攘蜻锚It.蜡水与搜捕水体现之比.

D=1'.11'.

式中D为浓缩倍草， V.为结J点体现， V.为旅缩水体现.

I. 绪If~罐

1) 总盐去隙.

周'画-27型电导倪测试原水及模水电导值，由此计算出料檀中总盐去防事

2) Na+去隙If'

用DW5-S1型'向高于浓度计， 6801型革璃电掘， 6802型甘震电极圈寇原水及酶水N~·汶

靡，由此计算N旷去障事.

ω Cas+, Mgl+去酶*

用囊'融a分地茄度醋测定原水及烧水中CaU披靡，用越旦黄分~茄1.l棒"窟-*反篝

*申Me-+撒艇，由此计算总硬度去融事.

的 NOi主，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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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氧禀$f分先觉度法蝇定尿水中A模水中NO~*固，由比计算NO;去障事.

的单'去障率

'在用荒友被捕烘干由霄，用JDB过型 F 射辑剖量装置回珊，吃水及模水总 F量If性，由此

骨算单'去融事.

I>单γ 去'率

直接取撞体挥，用多遭 γ谱仪测量原水及民水中Y-'放射性计量，由此计算AY去...

7) ABS去'事

用童基蓝分先觉度法测试原水及挠水中ABS撞度，由此计算ABS去除轧

结果和讨论一•
-、

1. 单'宴幢

实撞撞程"圄 1 所示z

因 1 单'曾反'遭羹置试验说徨

1-唱穰.， 2~却.. 3-高压.. "-Ii为窥， 5-.冲.. 6
--泣越甥I 7-田'赢得8， a-..计， 9-回~..， 10-麟管.11-.
水接受精. 12-一，应为饵1'JII.

。 非放实验

在100L嘉帽水中加入20gNotNO"配制成20DppmNaNO，榕擅作为非放实验料槽，囊商活惶

aZ\4···H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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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主要雷性基团为十二篇基萃'醺锦GlASS表示}瞿蟹量小到量大姐入属攘1-，-是啻鹰

在不阳路撞度下. .水和撞事的电辱， .+和AB输辙厦tlJl.产水量，由此计算出单量他

电导囊和 ADS、Ma+的去障事.宴量蜡果示于回 Z.

自固 2 可U看出，当ABS细入量不大时，且盐， .+和A路去.事圄ABS撞撞精细胃..

m捕蝠，当A因被度为lOOpp:皿时，去'事'可自悦目上.在此攘庭主后，ABS撞靡罐罐

槽"时，去..元明显槽ii，尴于一个恒窟..圃2 显示产水量幢ADS榷度增细菌'量亨

a.
到最黯幢禀-

I) RQ蜻备'披露的去"最果

案'最用植扭属檀，也臼，«:eCNO山， NaacrOn Nal , tt .aRa的重葡融化合怖的黯罐

事'擅，比放为3.7 x 10-3.7 x 1~BqfL.

"咕41，半辈期32.时，衰变提型为自、 γ.

teo.壳葡蝇，用 HNOs 槽'成Ce(NO.).槽撞，在 looL麓'水中细入 1.8 xl铲坷的

，tIC叫到OS)~配嗣威1.85xl~L曲Ce(NOs).黯穰.

w-51，半囊期27.8d，囊聋提望EC (l00份.

lfaaCrO.C1ICr)注射攘，就化纬度>91饵，就财性鲍魔>99.9". 在looL囊-*拥入3.1

xlO咀嚼'放射性的NaaUO.，配制虞比放为1.7Xl肝BqfL曲MasCrO.糟穰.

1-111，半囊期仇。set，囊聋突型队 γ.

蜘1(1'11)注射攘，就化纬度 10; 啻量<2 "，就射性纯度>99.9". 在 lOOL 麓'水中

'入1.5x 川剧放射性的Nal，配制成比就为1.5 x loa:间凡的Nal糟穰.

<:'-134，半襄期:lei，囊费提型P.T.

在100L襄锢水中加1.9 x 10哩q曲c.cl， .嗣虞1.9 x lO'Bq凡的<:sCI黯穰

Ra-I03，半囊细细.3Sd，囊费羹型民 γ.

在IOOL藕锢水中加入1.9 x 10'坷的 IISR钮，配制成 1.9 x lotBq凡的 Ru的重葡鹏也舍"

'穰.
Ka-loe，半囊期S61d，者聋费型队

在lOOL穰帽水中加入1.'X10·:剧酶I~RaE割成 1.8 x 10唱giL 的Ra的重晴融化舍"幡

穰.

翻窟原本和模水的比缸，由此计算出相应的去融事，实瞌蜻果列于囊 1..1 窟。对备'辙...-辙'

'自 ' 在 "'Ku -all MICe lI(j 181

,. ' ' 00 99.1 fl.' ..0 ".J
、

由囊 1 可且， itO:对单价檀章IS.句的'他醺Ja辑盏，胃价和多价4露露击"事均在.."阻

止，这-艇'符合RO对事it离子的去'蝇'阳... ~.~ .

ii) 囊团括性"属对'自幢幢的影响

本费撞晕用ce例。I.)..穰， NaaCrO..攘矗剿'榄幢为料辙，剖窟'鹏在不帽届曦

应下，-忠和篝水的也导， ABS被度，棋贵的比撞及产*量.曲也计算出相应脚击'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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噎结果承于固 3-型 5.

i41\~ t; i
L

..p·" .，1--~ =_.L _t 11_ ' IIjj; • ~ " »• .. ... ., ..-.份'
翩sa.. -.II

图， 褒商活幢娟浓度对自去障的事嘀 圄 4 囊西法性剂浓度对c，去除的.响

。一-比Ib • -ill.. A-ADS; A-产水量. 幽蛊符号同困 3.

‘ s卜

J问斗￡EfF辜!王
、.巾• -~l! i

1 吁:
电产..画 :

『、、- -,..

圃 s .面黯性嗣浓庭对 I 去除的'巨响

..籍""_3.

曲回 3-圃 5 可盼着曲，总盐和 ADS去除事及产水量与 ASS梳庭的菜系同非藏实撞蜻.

相-最.由固 S 剧团 4 可盼着血，加入少量 ω-10ppm) ADS 后，再增加ABS对ce租Cr简

单，和忌7曲击'事无明显增捆，丽尴于-个恒寇健.这-蜡果与 V.S.~ri等人提遭崎研究

蜻愿相-票。0).此点说明囊圃捂住"周对放射幢幢萦去'有一最佳'配踵，锺费增捆'配度，击'

融事趟于锢寇缸，而产水量则明显节".

.~回 s 可回看出，囊圃悟性物质不健提高檀囊 1-的去防事.当属檀中 ADS幌虞罐鳝增加

时，1-曲，击'事和γ击'事'布明显节..这-实撞蜡果与 M8ra..78越(II) 摞疆的帽'于费

回活性"幢脆不能提高阴离于就射性楠 .s-的去_.是-慧的.

*寞..用阴离于囊回宿性...在'穰申囊圃悟性"属攘'附在.-..相界田上，这
排在棚'回..t由于'唱"用， .负电捕的囊圃黯髓"属的离子".耀中..iE I凰葡饰自于间，

属】个酣棚...幢...这-...圃'了隔离于向半遭鹏筒'遭，丽."阴离于向李遭

.....锦负电幢大曲囊回话性.，自(C- R.蜒的〉和E电幢大的离于(fQ离于倚在高的，

• ••



厨露虞曲这一..撞座大，对去障事曲'响最果蝇显著(11).

蜻于..篝罐章.~一量章说，黯擅申鲁神离于跑去障事与离于电葡糟大'骨于量筒'

.JI.iE比.因此藕擅申..具喜大企于量翩囊噩噩筐.. (05聋子量在-阻止)，哥剧JI ，

捆去指麓晨，圃'擅申事在筒嗣离子量'性植章与囊胃雷幢.踵，威'于量大嗣蟠舍'露'

舍.~四面..菁撞撞击'量，面目离子..幢幢章不幢与回离于疆画幢幢..••民大曲'舍

'虞董舍曲，圃面也'配不幢幢宿撞撞击幢【呵.攘攘中撞撞幢幢章曲榷魔矗事，篝蝇，圃，也

'擅申'入少量曲ABS&可皿筐..幢幢意去障事槽"到""~.事撞蜻性离子，英雄魔蟹'

撞'幢幢章撞魔高...回此也量雷蟹高曲A部被度才锺使奠聋障事这到"".

I. IG吗·幡虞幢

宴撞撞疆'回I If示.

111

jL「

彭:自

a
tE:i;.t

圃' 厦，量，售量试验就覆

1-' 一-....1 筒'注I 10-退回应为.11-"口IIIJ u--a口酌"
-一出口压力a; lr一...h IS-a槐篝1..-..1弘一画..胁 II

-一反....
]) It宴-

It宴疆果用自来水 f赢于幢幢越下嚣井水) ~ .为"巅，其主要虞分拥下，

组分 Na+ CoIl. ，地I. NO;

啻量" 15 10 ..
在压力为4.0MP坞，量水麓量为!aoL/h~ 运转15。比赛.运行中"隔lh..*A篝东的

电导，凰僵监测罐里是否造蜀'寇运行.一艇在扁葫21h后，篝水电导遭到.窟.平'后.

挥分街犀水和酶东中的Na令，ω·，海..~ NO浓度，由此仲算出相应的击..~宴画蜡果

列于囊a.

.，翼。"..*.....亭…·

I a a IN.. --J 仙，如!附

J..俏} I 95.S I ".J I fl.. 一二百

由囊Z 可剧精曲，这一蝠'符合翼'遇'对'属的聋.... --骨离于比"价离于事

'撞击..

• 1 •



I) U罐靡*

...式昆虫罐靡靡，用_b".量冀主要撞露宿，叫...r电iI>，田"与翻"、

..比-sc.嗣n.吨.......哼鸟'饵'民吨睛，冀申明h啻量量，与

i) JPG-....骨'噩噩罐靡事矗衍了.1幢矗篝宴也 ..Ta事撞撞事..由撞'量
噩庄'严忠量.宴.篱'跚于量I.

•• 四品吨a…佳-.:CaM.

.....
·且·

M
M
ω

mmm-JeJ3·""••••••••• """"

自费，可目...在金'量霄'圃，单'去…2雀.".严忠量·量青回回噩*.

'芋It.
由罐罐'霞

.~...*.琦反应罐靡事量精T撞...与去…产事量左"乘革曲宴"囊.

·蝇7撞..量"1捕时嗣去..，产'*量.寞'蝠'疆'在霞..，..........去'

事饵"蕾""目上，胃F本量回由于幢...圃...亨..这-fl.坷拿庭'赢篝遭菌

'宽蝠"-BCII].
罐罐'撞在篝藏魔事蝇'工艺'矗-个'噩噩筒'梅.锺艇'事.肇事后'..也靡'撞

'雾.申••眉，攘"雷疆一"也噩噩."晕晕'矗章，只布思量赢少霞u. 赢少量

..量置"才矗量黯合理曲.由于宴匾舅JI...'擅.悻戳'匾，本宴撞来.在暨南撞...
'恃亨，量街去'靡'产事量与霞...左"提革..寞，宴..1:，JtO娃'健撞摩事冀攘

'箭量胃矗嗣-It帽t.

面》囊团雷佳..戴鹰"反应罐"0目:e)且，去...严忠量"嘀

事真·事实lia.罐'水中IlAS.1xl"副Ce(!IOa).-.JlCe嗣比巅"'.1况 I"'"且

曲阜*f萨为'擅.回试T在不同AS辙窟亨，原本属篝事筒电..AB曦踵，.....，.*量，

由血骨篝鹰相应的击'事，蝠'幢于回1.

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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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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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书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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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lila... 当AIlS"λ量11.-1...... 鲁'量囊..章"盒·事.左...
另A!I咱E厦'旨I"， .，.息'去..哥童，.，‘t.罐罐.JIAI自幢禀~ .，1章'事萃'噩噩

tt.矗~--.a..当ABS撞庭111....晴，且量聋...胃量"‘-这-蟠肆与单...
"擅禀....一也遭趣'圃'于疆噩噩量..蝇，在蕾"疆画MIl离子'撞'幢幢章
.矗....

禽.T胃凰疆a. 圃疆剧目瞌..比 F事量亨酶，革-筒'与'远anJdl遭局提

于蠢葡毒性'魔撞量与产率噩呆矗蜻幢幢哥囊…---何.严忠量亨.....矗由于囊

'量麓'翼...霄.0量_.量衍..瞌噩霹噩噩靡..
S) 撞在'摩事

魔雀'摩*-革震聋，由于雀'撞撞幢幢幢矗筒.a萃'It.啻主要篝章蝇'提...
幢疆噩噩也篝支.回膏量'畴，厨佳'由....囊晨'量壶也..支..&..T撞在'

摩点血"为筐'障--禽事束量.盐..囊圃撞撞...事It宴撞'用量在"本主要矗执'

~...童A._I悻噩翩篝矗董事..量"但a董事叫....章主要事Z咆咱.. 1M'" -n.
..‘四缸，嗣R鸟"。均aac.. ...其咱.SI'tp暗噩噩..

JPG-田...件'撞事'摩事矗衍了..量街宴瞌..试T.事'撞事篇电导.Am撞
..且'量lit生噩踵. ....也骨篝.u蝇聋.事.第蝠'到子囊t.

.. .c-电犀...矗..事-*_..-

:1: 廊墨， ~A ..甜也

黯
....

'.拿.-电·l1a·*,·‘• 路? 苦iEE!禽等唱E ...,.. 阳.，... ..,‘
II J•• ' - lIf 且.... ... 1.1 ".12 "s!"'!'L· II .. M .J ... ..... I" i '.117 ... iN ...r I...
J i J•• s - ..3 ..... ".II 5.1 国.SS., I.. 罩' ... ... ..罩， ".. l.Jt ,... .., • .... ....
由囊.1fCl青曲，跪在'靡*.a.壶"在.，‘回..t. ..量费时....雀，产*量.

."f".量街 SOil盾"产水量但是"蜻产事量曲.".严*量亨...主要原因矗由于撞在'

'事审宿篝...........佳'矗遭帽..毒.-1.蝠"

4) 黯雄'晨...

"冀.倚靠用单.....赢时使用曲事'甸事'真越...由于宴障'本事••••

..避......净，官本-犀'蝇'筒'事，立其在撞'囊胃雷健'厦'篝噩跪在'

襄事时，越...量生蝠...量'揭露厦撞撞..由于这简单曲疆址'不..凰量。革'

甜，胃佳'霄...，JI&*...'"酶，凰JfROtlll噩臂'民.

本寞"民用'匾'蝇'量'哥pH- J) .篱，在..宴.宪属后(;Ie鲍揭-100副董

何自事事-矗醺事'檀-自豪水三步前蝇，旬It楠.掬4白白， .键后产东量胃'..到帽

蜻严事量曲""1;1.1:.

" 属的损坏'罐'
在 1"Il量街..，第..5.霄.，其申 a.棍，II.霉，在..产生..胃.管霞

..事实"民用电篝血压为囊擅嗣量行E为本.避·4.41J1..，着矗;lt4.41"时，...嚣，

由，.篱跑停囊，胃.矗量....佬"主'皿圃， ".11:_扩大TI‘为囊'篝翻"远街

E为量. (S.nM.‘,). _..高4监事髓，邸'止"时..........胃'矗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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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军费压太快厨致.频繁的开车，停车，特别是不严幡执行撞悻巍瞿'遭威鹏的瞿损.

I. .0富幢窜'

模模程由预处理， 'RO]t鹏请提三部分组成.实碰撞程如回8 所示.

立
自

圈. RO实验羹置流程回

1-一.，辙.， 2-臭氧发生1I， 3-一空气压绪机， 4-一高位捕， , 5-一气

被接触桩， 6-.-*被捕， 7-"穰泵， I-j串房远..， 9-一第二t4穰

槽1;10-'τ口!II 1!一一寓应絮， 12一-稳霞.， 13-布袋式遁穗1I， 14-传

子就量计，1S-p非Hdl件， 16-醺悔 11-&为褒， 18-也，点压力寝'

19-高压遭斜"ν20-一高应出口阅， 21--.混同JU-高应回满阑，23-一遗

属饲， 24一一取桦口， 25-30-…·料液阔131-三遁， 31-一份形阑I 33-一冷却

B.
。 现处理

RO工艺和其宫膜分离工艺一样，都存在固有的最点，就是在选行癖质和幡荆分离时，酶

辑窑..着"擅旦的植状和民扰"厦，因而雷对属攘进行严格的预处理.含宿费面捂住"质

的跪在房匮水，成分I:知，啻曹大量的慧'魄，脏状".有机".细菌和某些难辖性曲盐

《徊. c.so,. CaCO.. 幢幢盐等〉及易氧化的金属离于〈如F+I) 和杂质等，因此对"攘的

严楠预~理是十分必要的.否则，由于鹏特有的酣着悖用和融量极化的原因，就易在鹏的表

面形成精捕"层.挠在房匮水中的表面活性剂与有辄得铀的结合体更属"结揭气，严重挥癖

鹏，造成事遭鹏遭水佳能下降，属盐率下降，操作压力增加，.Ii宴严重，这样就严重影响

鹏酶'薄命和RO的正常运行，为保证RO辑..*期相穗崽的运行，需果取遭当的料糖葫她理.

根据fJ檀所含..浮物，脏扰"司'如质的成分的不同而来用不同的现她理手段，-.布机

搞过擅〈砂撞，活性炭，不同乱径和形式的过..嚣，越过雄和徽孔过槐嘈)，化学方醋，

0) 在料穰中加入疆荆 4无辄就有机高分于疆禀剂). (2) 袅氧氧化怯，萦外镜照射稍加

韧生毒组唱'以破坏有机物，抑制微生"繁殖.

本实撞来用三种预挫理方法，

(1)高压.(p缉式过睡

为防止寓压囊世捕的机拍屁桩事在运行中'损产生前碎屑陋"班避入反'遭嚣，在高压

震之后费最-高压不偶嗣布缉式~酶..i在l:t跚跚精掏简单，使用方饵，幢;Its可鹏.

(2) 蜡房式越撑

跚跚式越酶"的.芯;是-种赢丙烯魏撞倒在多孔~臂上前外压式摞居过撞元件，具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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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小. i" 't面硕大，过撞撞果好，撞撞负荷值为高等优点.此外，可剧去障 Fe离于和徽量都

匾，用作巅It憧魔术的预业理具有强特的优岛，撞事价幅便宜，不品'生处理，赢少二Zk a

攘，囊丙'量可罐.可赢少舷甜幢固体靡蝇曲贮存量.蜡房过撞'再回醺圃'必 A酶，阵髓

料檀中ABS的含量因此对含有 A酶的洗衣房康水前处理是适宜的.

(3) 臭氧氧化法

d美国蓓基山棋工厂【町和日本日在研究所 (5)已属臭氧进行能衣房就射性康水的面处理，

去障摩水中的去括剂租有机物.

门臭氧预处理的侃点 I Z) 、臭氧与水中某些有机物接触后可生成不稳定的氧化物，使复

聋的有机物分解踵坏，生血∞ 'n Hρ和其它非有机费也ii>.臭氧预处理不存在二在污班、

不会增拥二在污攘攘，这对放射性废水挫理尤为有利. iii)、洗衣房废水含有去垢剂等麦面

话幢幢厦，在藕袁时产生严重的雾摊夹带，对建立是不利的，臭氧预处理可以去除挠衣房废

水中表面活性物质，为燕~被捕提供有利条件 o (iv) 、抑制撞生物的繁殖，防止细菌对膜

的健蚀分解.

实际洗衣房康水的臭氧预处理实验装置相揽程如国 9 所示.

'
1
φ

图 g 臭骂骂现纯理装置流程图

1 一一臭氧友生精. 2 一一空压机; 3一一第-和液楠 I 4一-气漉接触桂; 5
第二料液糟; 6-料液阀; 7 一一辈l浓泵.

2) RO组件对实际挠在房脏水的处理

(1)果用蜂房过撞一布袋式过撞-RO梳理z

flJ掖为实际能在房废水加入放射性棋景WCe(NO，)..比放为"，4 X 102Bq/L。经 78b 连

续运行分别测试原水及模水电导值， ABS融度，总自放射性及产水量，结果列于表 5. B
" 用"煌.-布键式埠'处理..嚣挠.*...噩噩行..

水温|浏阳等， Ap鼠Sp水皿S， l||Ap放Bp水Sm,
去除事，

〈原nm计i水n数-比m/放IJ, A{烧m'水in计-比m数;敛L/，〉 l1|去除%事，
编号 MFa "c ImT .fminl mS 号， m~ "1 40 22 "。 0.805 。 .079 9\).19 7.3 1.49…xzl ，。 1P 。1. 7

2 40 n 920 0.85 。.073 91.41 7.33 1.24 83.01 11.1x 10-' 16.;;xl旷It 勺，1. 2

' 40 n 940 。.87 。.073 91.8。 7.25 1.20 83.45 9.帆 10-' I 7.9 X10-10 92.。

4 411 22 1030 0.94 0.074 92.1Z 6.70 1.22 !~.~~ I ~.~X 10=~ !5.11κ10-/0 ')3.1
5 40 22 "。 。 .93 日 .072 92..29 6.80 1.21 83剧 i59X10-'|3 叫们 9.t .9
b 40 22 "。 。.97 。.068 92.99 5.30 1.33 74.91 I 3.3XI0-' : 2.sx1旷" 92.4
7 40 22 610 1.10 0.070 93.64 5.20 . 。.85 83.65 3.SX 10-' 3:8X 10-10 8~.1

' 40 22 "。 1.20 0.067 94.42 5.90 BSqiu ，"2川伊 3.ax 1的υ "牛r 。产。5‘ .9

' " 22 SSO L2S 。.0734 qι12 4.4 0.72183.64 . 3.3xllT" 2.0X 10-'0 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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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果用臭氧预处理-蜂画过捧一.RO尴瞿s

"攘为实际槐衣'靡求加入蝇.幢模最'4JCe<-HO.>..比'配为5.9XI01BqJL. 壁14h连囊

童在*-测试原水及霞本电导缸. ADS攘度，单'就射性及产水量，蜻果凋于囊 6.

'曾. ....处理'撞撞夜-*-厦....霄"

,",'ilEuE为h,
水湿， 庐水量， 田水‘.， mfs? AW黯水SE， !!lAw泼B水Sm, 精%轧 |l 《号回施恤·m于~.~ 常(III始...于L>

去险'比

℃ ImLfmJD .." ...s
'‘...i 'a.•• :I: I 1.~ 0.147 91.04 2队' 9.IX!旷， 11.2S xl旷· ..6

I I .... 1.71 D.U !11.23 且9.3 2.9 '15.20 I.‘ xiV' 1.6xlrt ".1

' 4.0 22 I 630 1.61 0.. 19.29 且，9.1 2.7 116.3晶 1.0Xllr' 1.lxI旷· "..
4 ..0 n 430 1.73

'岛" '‘.13
11.3 2.5 i 16.34 1.3XI旷· 1.lx l!旷· ..6

s 4.0 n 335 1.93 0.235 I6.G 19.0 2.3 17.19 9.3xIO-' 1.9xI旷· ..0

‘
4.0 n 3M I.N O.W '‘.61

11.3 1.7 91.27 '.2xIO吁 2.0xl旷· ".5

' ".0 1.10 0.23 17.22 I.... 1.0 91.U i7.96xl旷咱 2.1xllr' ".3
• I 4.0 1.76 0.26 .... 117.' 2.4 16.51 7.5xI01 1.'XI旷· 97.‘
' 4.0 22 i 2IS 1.10 0.197 19.06四 ,9.0 2.3 17.19 7.3xI旷' 1.6xI旷· 97.7

" 4.1 22 I 215 1.75 0.19 19.14 I 16.1 2.1 17.50 7.3xJ矿' 1.7xllr' 97.6

自费 5和麦 6 可回看出，由于加强了预处理，产水量下降疆慢.

宴'量 2 跑到跪在房鹰水是在凰盖率为 93"嗣JiG-lit 组件中避衍曲，且自放射性去障事胃.

达99".面这两寂寞验是在属盐事仅为 81"的组件中进行，总 P藏射性去除率仍可达 90-99"

可.l.RO:处理含有麦丽话幢幢属的跪在房魔水是适宜的.

3) 厦前捷

反'遭篝置在佳期运行之后，鹏面拮据'层的形成，鹏性幢的下降是不可量兔的，因此

'民用丰田方式定期精挠酶，恢复鹏性能对最期稳定运行是十分必要的.温带来用的精捷方法

有I (门定期机榻情就z 梅罐罐摘捷，高遭-*捕撞，拥压迫向冲撞，趣声模报动晴推翻

使用棉班但避嚣等方法. (z)化学精班，盐酸葡挠，拧霉醺及其盏，草醺，冒石髓，过'

霞，矗二亘幢醺锄，甲障和EDTA等糟刑，臭氧氧化桂等.鹏的精施效果是用产*量恢复率

和鹏盐事《就去隙.)的恢..来囊示的.本实瞌选择三种捕民方法.

i 强醺水辖愤情挠

宫是利用强酷的氧化"性将得据属必解刷寓的.本实瞌采用pH:: 2 的盐酸水槽辙，阻

'曾压循环方式，捕民半小时，棉后用自来水冲民至中性.班挂不受RO嚣结构的限制，不霄耍

.巍的清洗设备，捕捷操作简单方便，但醺捷后残留的酷穰需用水冲洗室中性，国民产生大

量的二民需撞撞，增加了放If佳虞水的处理量.

ii 臭氧+强醺水幡檀精揽(11.1，..9)

此黯原理是当啻有臭氧的楠It穰阿华遭鹏持插层篝触时，由于臭氧的强氧化作用，健'

耐'在鹏上的精捅很容属舟..属离.当与pH·3.5剧下的强..罐罐合应用时，这件强醺

辘辘对臭氧本身的氧化越加遣的作用，厦'在短时间内棉拇指舟..剩圃，瞰掉，使"镜.

其分离性筒，本实撞来用pH- Z 曲盐'水'模糊辘庭为O.饵"田的臭氧同时遭入RO.内，

摘自t事小时，锦眉用自来水JIll挽至中性.

臭氧黯矗近华来国外应用于民夜'就尉健虞水处理的-柿'万棒，官包括在'惶.嘱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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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性幢幢中蛐入臭氧面配割成几种前撞撞量行前捷.这种方法不曼.蜡掏曲限锢，由于臭

氧和嚣国剖曲氧化作用"盟性筐恢复事膏" .撞时嗣量，处理.悻筒恒.本宴撞臭氧量挫噩

撞』晨已~到国外报道的水(1归平.但是和醺挂一样会产生大量二~霄'檀.

i益'鳝.清洗

这是一拌机幢精捷方法，现已属功地用于啻式R囊置的捕民CI，20). 它是来用‘大于臂

'直在《一幢大子。.5mm) 且有一定'性的最个梅'球且一定的压力在臂'组件内循环遭

越来宠虞请注的.清除污据的机理是l (l)海绵球的刮障作用. (2) 璋循环产生曲'擅

.JI. 本实撞来用10个直径晴大于啻厦内疆的海罐盟章，在20N压力撞动下，小慧穰快矗过组

悖的厨宿营匾，德后嚣幽，完虞-lk前提.前挂在撞撞曾提后出水~厦情况商定.

目面认为黯罐罐'捷是最适宜娃理放射性康水〈特别是洗衣房靡水〉啻厦组恃筒'配方

量(..7).蘸量比'遭曲'撞撞和化学前提法的效率高(.】.精捷可靠用小球同科穰一起循环

的万式" If&;(不会产生二lk霄'穰.面且清洗过程可与正常蝇理过程罔时量行，其官方量在

葡键时周必蟹停止处理边疆，此点特别适于放射性康水的醺分离操作革篝.国外跑工作证

明，用'罐罐'捶剧院，用电于量幢幢幢壶，挺有爱囊'罐罐引起的'损坏现象.因此'

..葛撞撞是'厦肇置曲理想清量方法.但此量'要有-毒滴捷矗筐，并曼凰缅楠简陋髓，

只量子"襄置.

三"精捷方法嗣宴瞌蜻果且囊 7. 实撞是在纽件运转 10-80h"产水量~阵后遭街嗣.

三M~岳阳产*量恢复率和属董事恢复事'可这黝0"剧上.

.7 儿....麓"麓'量'副院'

I!J.始 I 量行属

产水量 /0事
主」像复宁~

3品

....JI'#...:"属·仲严 1#量1开偏远何时鹤产水量 "ω

'他告'像篱'陆离...，..撞击…帽..街ItUM去..俐，

四.铺论

I. Ro,tl'ac.,' IICr, I"Ra" IIIRa, I.IU，楠'曲蠢'矗'撞的，击隙'可选.." l!l

.i, "1"也随击"为to，‘
J. ..!:P量阴离饵"佳'阴阳商于甜岳阳提高蜘刷..t.
I. ..或避.帽臭氧氧化篱"为RO菌跪在'鹰水筒'烛'矗量.'1酶，有量.，二"

舍健用嘱..好.

4. R()对体'自简单，点"静，比篇篱儒"反应罐鹰水的雄'矗蜀...嘱匙'简单，

·n•



撞'最障事边""副主.

5. RO.对含有囊胃幢幢'厦曲撞'摩京曲是理矗非常害最筒，摸章去障*可这""目

主.

I. .擅璋'撞量悻为RO娃噩at蝇幢厦擅筒'醺疆置'撞撞矗最佳曲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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