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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药行业不断发展，制药废水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愈来愈严重．制药废水一般呈现成份复杂、COD、BOD5、
TOC等值过高、色度深和难降解等特点，因此，废水处理一直是制药行业的一大难题．文章概括了目前国内外处理
制药废水所应用的物化法、化学法、生物法以及组合工艺技术，对各种处理方法的应用特点及其处理效果进行了论
述，指出了制药废水处理技术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断研究新工艺和探索新型、高效的工艺组合将是未来制药废水处
理技术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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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药工业的发展，制药废水已逐渐成
为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制药行业属于精细化工，其特
点是原料药生产品种多，生产工序多，原材料利用率
低．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制
药生产企业 7 100 多家． 制药废水是国内外较难处
理的高浓度有机污水之一，也是我国污染最严重、最
难处理的工业废水之一．制药废水的组成极为复杂，
有机污染物的种类繁多，BOD5 和 CODcr 比值低且
波动大，SS浓度高，同时水量波动大．由于制药废水
复杂多变的特性，现有的处理工艺还存在着诸多问
题和不足之处，所以目前许多制药废水处理难度很
大，或者处理成本居高不下，因此，一些小型的制药
企业或多或少存在偷排废水的现象，将未处理或处
理未达标的废水直接排放，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

目前，国内对制药废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往往是
以其中最具代表性、污染最严重的化学制药、生物发
酵制药等产生的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为主要研
究对象． 一般情况下，制药工业废水分为合成药物
生产废水、抗生素生产废水、中成药生产废水、各类
制剂生产过程的洗涤水和冲洗废水，常用的处理方
法有化学法、物化法、生物法以及上述方法组合的处
理方法［1］．

1 制药废水处理的传统技术
1. 1 化学法

化学法处理制药废水主要包括铁炭法、化学氧
化还原法、电解法和深度氧化技术等．应用化学方法
时，某些试剂的过量使用容易导致水体的二次污染，
因此，在设计前应做好相关的实验研究工作．
1. 1. 1 KMnO4 氧化法

谭燕宏［2］利用 KMnO4 氧化法预处理中草药制
药废水的优化反应条件为: KMnO4 投加量 13 mg /L，
反应时间为 25 min，pH 值为 6． 预氧化法为后续处
理减轻了很大难度，但是由于反应温度过高，给实际
应用提出了新的问题．
1. 1. 2 三维电极法

赵敏等［3］利用三维电极法处理河南郑州某制
药厂的维生素制药废水，优化工艺参数: 电解电压为
10 V，极板间距 8 cm，电解时间 20 min，初始 pH 为
4．此时 COD值和色度的最大去除率分别为 59. 5%
和 93. 57% ． 但是酸性环境中可能会产生对电极和
反应槽的腐蚀作用，所以寻求适合的催化剂，使反应
在不调节 pH或者在稍偏酸的环境中也有较好的处
理效果，从而降低运行的成本．
1. 1. 3 深度氧化技术

深度氧化技术［4］主要包括: Fenton试剂法、催化
湿式氧化、光催化氧化、臭氧氧化等． 这是一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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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降解制药废水的新技术． Fang等［5］利用 Fenton 试
剂( 铁盐和 H2O2 ) 预处理化学合成制药废水，反应
条件温和，但是氧化能力较弱，残留大量铁离子．
Melero等［6］采用复合型催化剂 Fe2O3 /SBA-15 湿式
氧化法处理制药废水，结果表明，COD 和 TOC 去除
率分别为 81%、51%，提高了可生化性，但是，稳定
催化剂的制备却是一个难题． 目前，Mohapatra 等［7］

利用 TiO2 和 ZnO纳米乳清级光催化剂降解卡马西
平制药废水．实验显示，在 TiO2 和 ZnO 光催化剂作
用下，去除率分别达到 100%、92% ． Qin［8］利用 O3 /
UV /H2O2 处理盐酸黄连素制药废水，结果表明，黄
连素去除率达 94. 1%且可生化性提高．但是，O3 的
储存和制备增加了设备与操作费用．因此，目前迫切
需要一种高效、低能耗无二次污染的制药废水处理
方法．
1. 2 物化法

物化法主要根据制药废水的水质特点采用物化
处理作为生化处理的预处理或后处理工序． 目前主
要包括混凝、气浮、吸附、氨吹脱、电解、离子交换和
膜分离法等．其中混凝处理方法比较成熟，但容易产
生二次污染，因此多作为预处理工艺．膜分离技术能
够处理浓度高、生化性差的制药废水，但是存在膜组
件价格昂贵、难清洗及膜污染等问题［9］． 吸附法中，
虽然吸附剂对水中的 BOD5、色度、CODcr 和绝大多
数有机物有优异的去除能力，但是吸附剂再生能耗
大，并且再生后的吸附能力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给
吸附法的使用带来了不可忽略的问题．
1. 3 生物法

生物处理技术是目前最为成熟的污水处理技
术，且其处理效果较为稳定，处理成本低． 生物法主
要是通过微生物代谢作用降解污水中的有机污染
物，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 UASB ( 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 /Blanket的英文缩写，中文名叫上流式厌
氧污泥床反应器) 以及 UASB 组合工艺． 杨可成［10］

研究用水解酸化调节池 + UASB + SBＲ 工艺处理金
黄色素废水，进水 COD 为 2. 8 ～ 16. 5 g /L，SS 的质
量浓度为 600 ～ 1 550 mg /L，属高含量制药废水，处
理后的出水 COD 小于 1 g /mL，COD 去除率稳定在
80%以上． Shreeshivadasan 等［11］介绍了升流式厌氧
反应器处理制药废水的工程实例，处理效果较好，但
是，由于其有机物成分复杂，限制了反应器的 HＲT，
而理想的出水效果需要较长的 HＲT．利用微生物的
生命活动来代谢废水中的有机物，从而达到净化目

的，是目前制药废水广泛使用的处理技术，它包括好
氧法、厌氧法及它们组合方法．由于单独的好氧处理
和厌氧处理都有一定的弊端，而厌氧 －好氧的组合
工艺在改善废水的可生化性、耐冲击性、投资成本、
处理效果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优于单一处理方法的
性能，因而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另外，近
年发展起来的膜生物反应器( MBＲ) 为膜分离技术
与生化处理有机结合的新型废水处理工艺，通过膜
分离技术大大强化了生物反应器的功能，具有容积
负荷高、抗冲击能力强、剩余污泥量少、出水质量好、
占地面积小等优点，是具应用前途的废水处理新技
术之一．
1. 4 组合工艺技术

由于单一的工艺在处理效果和处理费用方面已
经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各种工艺技术的有效结
合成为主要的废水处理方法．周俊［12］采用催化氧化
预处理 +水解酸化 +接触氧化组合工艺处理合成类
制药废水，进水 COD为 25 g /L 预处理后 COD 去除
率为 80%，处理后出水 COD 小于 0. 5 g /L，pH 为
6 ～ 9，该系统合理的流程组合充分体现工艺设计的
合理性和先进性，并能有效地达到处理制药废水的
目的．宋吉娜等［13］采用 Fenton氧化 +混凝沉淀 +水
解酸化 +好氧工艺处理 COD 高达 16 ～ 20 g /L 的制
药废水，好氧工艺之前去除了部分 COD并提高了可
生化性，再与低 COD 为 1. 8 ～ 2. 2 g /L 的设备清洗
排水和生活污水混合，最后经过好氧工艺处理，出水
COD达标．

2 制药废水处理的新技术
传统的废水处理技术在处理效果、速率、能耗和

二次污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目前出现
了一些新技术在处理制药废水方面的应用． 主要包
括:微波技术和光技术．
2. 1 微波技术

微波水处理技术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水处
理技术，微波是利用其产生的电磁场使极性分子
高速旋转碰撞而产生热效应，同时改变体系的热
力学性质，降低反应的活化能和化学键强度［14］． 因
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常规废水处理技术
的不足，在未来的废水处理领域有较为广阔的应
用前景．微波技术应用于处理常规法难以降解的
有机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5］，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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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1 微波作用直接处理污水
微波被用来降解聚乙烯醇，在功率 800 W、时间

1 min、H2O2 用量 22 g·100 g －1 PVA的条件下，5 mL
7% ( 体积分数) 的聚乙烯醇平均聚合度由 1 700 降
到 67． 微波技术被用来降低焦化废水中的
CODcr［16］，传统条件加热 10 min后，去除率 13. 0%，
微波加热 10 min，去除率 33. 2%［17］．显然，微波辐射
提高了处理污水效率．
2. 1. 2 微波辅助活性炭处理污水

活性炭具有庞大比表面积( 500 ～ 1 700 m2 /g)
的多孔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和超大吸
附容量的材料［18］．因此，在微波作用下，活性炭表面
会产生大量的热点，这些热点的温度比活性炭表面
的平均温度高得多，使吸附到活性炭表面的染料分
子得到氧化而降解［19］． Hua-Shan Tai等［20］首次利用
微波辅助活性炭吸附苯酚，在 1 h 内将 437 ～
637 mg /L的苯酚降解到 18 mg /L，而固定化生物细
胞反应器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效率． 微波辅助活性炭
负载 TiO2 光催化降解罗丹明 B 时，20 min 后，矿化
率 96%，比单独光催化的 78% 有明显提高，且
30 mg /L 罗明丹 B在 10 min 内 100%降解［21］．由此
可见，微波技术与活性炭技术的结合有效地加强了
对有机物的降解能力．
2. 1. 3 微波辅助金属催化剂处理污水

C． J． Jou［22］用微波辅助零价铁处理五氯苯酚，
处理 10 s后，五氯苯酚去除率达到 85%，30 s 后超
过 99% ． T． L． Lai［23］利用微波辅助纳米氧化镍处理
4-氯酚，结果显示，催化效果良好． 张国宇、王鹏［24］

等用微波辅助 Fe2O3 /Al2O3 催化剂处理含酚废水，
结果表明，水中苯酚去除率达到 97. 98%，且催化剂
循环使用 20 次，去除率为 96. 34% ．综上表明，微波
对金属催化剂催化活性有很大的提高，有机物降解
效果有很大提高．
2. 2 光催化氧化技术

光催化氧化技术以太阳光为潜在的辐射源，激

发半导体催化剂，产生空穴和电子对，具有很强的氧
化还原作用．当用于降解水中有机物时，光生空穴将
产生羟基自由基(·OH) 等强氧化性自由基，可以成
功地将水中包括难降解有机物在内的大多数污染物
分解为 CO2 和 H2O 等无污染的小分子物质． 因此，
光催化氧化法是一种简单、高效且很有前途的废水
处理技术．它在一定的时间里可以将几乎所有的还
原性物质氧化，具有能量利用率高、脱色效果好、不
产生剩余污泥、无二次污染等特点．

吕静等［25］以天然斜发沸石负载 TiO2 为光催化
剂，紫外光为光源，对制药工业废水进行光催化降解
实验．实验结果表明，经过光催化剂催化降解反应，
制药工业废水的 COD 去除率可达 78. 2%，脱色率
为 94. 6% ． 田秀英［26］等利用混凝法对制药废水进
行降解，处理最佳工艺为: pH 值 7，10 mg /L 的硫酸
铁投加量为 0. 6 mL，1mg /L的 PAM投加量为 2 mL，
废水 COD去除率可达到 70%，SS去除率可达 90% ．
而光催化方式处理制药废水，最佳工艺为: 光催化方
式选择曝气，反应温度控制在 20 ～ 30 ℃ 之间，1%
的过氧化氢投加量为 9ml，pH 值为 4，反应时间为
3 h，废水 COD去除率可达到 96% ．由上述实验数据
表明，光催化氧化技术对制药废水的处理效果和处
理速率都有很大提高．因此，高效的光催化剂的制备
成为了该方向的研究热点．

3 结束语
尽管制药废水处理的方法有很多，但迄今还没

有一种方案能高效、经济、稳定地处理制药污水． 随
着制药废水处理量和难降解有机物种类的不断增
加，单一的工艺在处理效果和处理费用方面已经很
难满足实际要求．因此，不断探索新工艺和高效的工
艺组合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微波技术和具有
高催化活性的新型、复合型催化剂相结合，由于其具
有高效、低能耗和无二次污染等特点，将成为未来处
理难降解制药废水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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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view Treatment Methods of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Luo Yongquan Yan Xueming

(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Hunan 421001)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has lead to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has some features such as complex component，high COD，BOD5 and T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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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colour and difficult degradation． It i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s． Main methods to deal with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such as the chemical method， physicochemical method， biological method and
combination process，were studied． The featur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se methods were summarized，and
problems of these treatments were also proposed． It will b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research field of
the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 to strengthen the single process and explore the new and highly efficient combined
process．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 wastewater，chemical method，biological method，combin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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