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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化工废水五日生化需氧量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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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水质指标评价法测定某化工厂废水的可生化性，其中 CODCr 测定采用在线监测，BOD5 测定采用
稀释接种法。通过各构筑物的水样实验，得到结论：稀释接种法适用于该化工废水 BOD5 的测定，可用水质指标法
判定该废水的可生化性；采样及测定过程中产生的气泡对 BOD5 的测定结果有影响，需对待测水样中的气泡进行处
理后才能有效保证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否则会使 BOD5/CODCr 偏大；当待测水样初始溶解氧浓度较低时，需要进行
曝气处理，否则会使 BOD5/CODCr 偏小，且最佳曝气时间为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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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 of the five-day chemical waste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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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water quality index e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biodegradability of chemical
wastewater. The CODCr of the water was measured by on-line monitoring and the BOD5 was determined using the
dilution and seeding method. As displayed in the experimental data, bubbles had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measured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ampling and determination, which were need to be remov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accuracy; otherwise the value of BOD5/CODCr would become large. Moreover, aeration was needed if the initial dissolved oxygen in the wastewater was low, and the optimum aeration time was 15 minutes.
Key words: water quality indexes and evaluation method; dilution and seeding; chemical wastewater; dissolved oxygen; aeration; BOD5
某化工企业位于合肥市化工园区内，该企业主
要致力于电子类化学品废弃物的资源回收利用，减
小环境负荷，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的价值。由于电
子产品种类繁多，生产工序各不相同，因而资源化
回收后产生的废水成分也比较复杂[1]。为了探究企业
生产废水的可生化性，采用水质指标法，即
BOD5/CODCr 的值，判断该企业的生产废水能否进入
污水站的生化系统进行处理[2]。当 BOD5/CODCr≥0.3
时，即表明废水的生化性良好，可以通过生物法进
行处理；BOD5/CODCr＜0.3 即表明废水的生化性较
差，若直接用生物法进行处理则不会取得较好的效
果。水质指标法判断废水的可生化性具有技术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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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及可操作性强等特点，废水 CODCr 值可以
通过仪器在线监测直接测得，因而只需检测废水中
的 BOD5 值，即可得到 BOD5/CODCr 值。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是指待测水样充满溶
解氧瓶在（20±1）℃暗处培养 5 d±4 h，分别测定
待测水样培养前后的溶解氧值，由培养前后溶解氧
的差值，得到待测水样的 BOD5 值[3-5]。目前，关于
测定一般生活污水 BOD5 的报道较多，而关于测定
化工污水的报道较少，且对于 BOD5 测定过程中的
影响因素，如气泡、曝气时间等没有实际的实验数
据，大部分只是给出综述性建议[6-10]。本研究基于
实验，详细给出影响测定结果的具体情况以及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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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BOD5 的测定中如何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而
保证废水可生化性探究实验的准确性。此外，当污
水处理系统需要调整运行参数时，BOD5 是一项重
要指标，但是一次运行调试就需要测很多样品的
BOD5 值，一般检测机构的价格又很高，因此企业
掌握 BOD5 检测技术是节约水处理运营成本的一种
手段。本研究通过实验，总结了采用水质指标法判
断废水可生化性的主要注意事项，并给出在测定
BOD5 时，培养前待测水样溶解氧浓度低的具体解
决方案，为探究该类工业污水可生化性提供参考。

Table 1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
BS-CODCr 水质在线监测仪（BS-2008）、溶解
氧测定仪（LDO101，HACH）、电热恒温培养箱（科
恒 DHP-600 型）、电热鼓风干燥箱（科恒 101 型）
、
增氧泵（HAP120）、滤膜（孔径 1.6 μm）、溶解氧
瓶（250 mL）、细口玻璃瓶（5 000 mL）、容量瓶
（1 000 mL）、虹吸管、胶头滴管和温度计。

表 1 该公司化工废水水质
The waste-water quality of the company

污染物 Contaminants
Array ITO 刻蚀废液 Array ITO etching waste-water
Array ITO 清洗废水 Array ITO cleaning waste-water
Array 剥离液 Array stripping water
CF 剥离液 CF stripping water
Array 稀释液 Array dilution water
清洗废水 Cleaning waste-water 1
一般生活废水 General domestic waste-water
保洁废水 Cleaning waste-water 2
有机溶剂回收设备清洗废水
Organic solvent recycling equipment cleaning waste-water

pH
2～4
8～10
6～9
6～9
6～9
6～9
6～9
6～9

COD/mg·L-1
500
300
4 000
24 800
86 000
2 000
250
100

BOD5/mg·L-1
100
130
1 000
5 500
1 500
600
150
50

SS/mg·L-1
150
130
80
100
780
900
120
70

NH3-N/mg·L-1
40
/
/
54.6
/
30
30
/

7～9

95 000

2 000

60

700

1.2 试剂
磷酸盐缓冲液：8.5 g 磷酸二氢钾（KH2PO4）、
21.8 g 磷酸氢二钾（K2HPO4）、33.4 g 七水合磷酸氢
二钠（Na2HPO4·7H2O）和 1.7 g 氯化铵（NH4Cl）4
种试剂溶于水后，定容至 1 000 mL；
硫酸镁溶液：ρ(MgSO4)=11.0 g·L-1，22.5 g 七水
合硫酸镁
（MgSO4·7H2O）
溶于水后，
定容至 1000 mL；
氯化钙溶液： ρ(CaCl2)=27.6 g·L-1：27.6 g 无水
氯化钙（CaCl2）溶于水后，定容至 1 000 mL；
氯化铁溶液：ρ(FeCl3)=0.15 g·L-1：将 0.25 g 六水
合氯化铁（FeCl3·6H2O）溶于水后，定容至 1 000 mL；
葡萄糖-谷氨酸标准溶液：将葡萄糖（C6H12O6，
优级纯）和谷氨酸（HOOC-CH2-CH2-CHNH2-COOH
优级纯）在 130 ℃干燥 1 h，各称取 150 mg 溶于水
后，定容至 1 000 mL，现用现配；
丙烯基硫脲硝化抑制剂：ρ(C4H8N2S)=1.0 g·L-1：
将 0.20 g 丙烯基硫脲（C4H8N2S）溶于 200 mL 水，
4℃保存；
乙酸溶液：1 体积蒸馏水+1 体积纯乙酸；
亚 硫 酸 钠 溶 液 ： C(Na2SO3)=0.025 moL·L-1 ， 将
1.575 g 亚硫酸钠(Na2SO3)溶于水，定容至 1 000 mL，
现用现配；
稀释水：在 5～20 L 的玻璃瓶中加入定量蒸馏

水（量根据实验确定），控制水温在（20±1）℃，
用曝气装置曝气 1 h 以上，使稀释水中的溶解氧达
到 8 mg·L-1 以上。使用前每升水中加入磷酸盐缓冲
液、硫酸镁溶液、氯化钙溶液和氯化镁溶液各 1.0
mL，混匀，20℃保存。曝气过程中应防止污染，可
通入纯氧或者用无油空气压缩机或薄膜泵。
接种稀释水：每升稀释水加入 1～10 mL 生活
污水（取场地生活污水静置一夜，待用）。现配现用，
pH 应为 7 左右。
1.3 该公司化工废水水质
该公司化工废水水质具体情况见表 1。
1.4 样品前处理
用采样器取 1 000 mL 水样，密封于棕色试剂瓶
内；另各取 100 mL 水样在线测定 CODCr。用 pH 计
测定棕色试剂瓶中的水样，如果 pH 值不在 6～8 范
围内，应用盐酸和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其 pH 值 6～8。
根据公司废水的特点，需要对待测水样进行去
余氯处理：取已中和好的水样 100 mL 加入乙酸溶液
10 mL、碘化钾溶液 1 mL，混匀，暗处静置 5 min。
用亚硫酸钠溶液（0.025 mol·L-1）滴定至淡黄色，接
着加入 1 mL 淀粉溶液至蓝色。再继续滴定至蓝色刚
刚褪去，即为终点，记录所用的亚硫酸钠溶液体积，
然后计算出水样中应加入亚硫酸钠溶液的体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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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待测试样的准备
使待测试样的温度达到（20±1）℃。由于本次
检测的水样中可能含有硝化细菌，需在每升试样溶
液加 2 mL 丙烯基硫脲硝化抑制剂。若试样中初始
溶解氧浓度低，需要对其进行曝气处理。
1.6 实验步骤
（1）每个样品做一个平行样。根据待测水样的
CODCr 值，对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HJ 505-2009）
确定稀释比，先用虹吸法将部分接种稀释水和水样
分别吸入到容量瓶中，然后用接种稀释水定容至刻
度线，摇匀后，得到待测水样，再用虹吸法将配好
的样品充满溶解氧瓶，此时测得水样溶解氧 ρ1。放
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5 d，测得的溶解氧为 ρ2。
（2）用接种稀释水做空白试样，方法同（1），
测得初始溶解氧为 ρ3，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5 d，
测得的溶解氧为 ρ4。
（3）标准样品配制：取葡萄糖，谷氨酸各 150 mg
溶于水，用 1 000 mL 容量瓶定容；然后取 20 mL
标准液于稀释容器中用接种稀释水稀释至 1 000

Table 2
样品源 Sample source
标样 1
Standard sample 1
标样 2
Standard sample 2

ρ1/ mg·L-1
8.73
8.75
8.68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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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配制 2 批标准样品，每一批标准样品做一组平
行。标准试样测定的 BOD5（5 d 前后的溶解氧浓度
差）结果应在 180～230 mg·L-1 之间。

2

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样品以及空白样品的质量检测
鉴于公司可以通过 BS-CODcr 水质在线监测仪
直接测得 CODCr 值，因此只要保证 BOD5 比较准确
就可以得到较为准确的 BOD5/CODCr 值，进而可以
准确地判断废水的可生化性。从表 2 可以得出，所
配制标准样品的 BOD5 值的范围都在 220～230 之
间，且当 BOD5＞100 mg·L-1 时，只要平行样品间的
相对百分偏差 RP≤±25％即可认为配制的样品合
格，表 2 结果显示配制的两批标准样品都合格，因
此可以得出稀释接种法适用于该化工废水 BOD5 的
测定，即可以用水质指标法判定该化工废水的可生
化性。此外，2 批标样的 RP 值比文献[3]所给的 RP
参考值小很多，因此实验中的质控做得相当好，这
为后续废水可生化性的判断减少了误差。

表 2 标准样品的 BOD5 测定结果
BOD5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standard samples
ρ2/ mg·L-1
3.02
2.96
2.73
3.00

ρ3/mg·L-1
8.91
8.87
8.82
8.90

ρ4/mg·L-1
7.62
7.35
7.38
7.60

BOD5/ mg·L-1
222.29
215.02
226.94
221.08

表 3 气泡对 BOD5 及 BOD5/CODCr 值测定的影响
Effects of the bubbl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OD5 and BOD5/CODCr
稀释倍数
工序
BOD5/mg·L-1
COD/mg·L-1
Dilution factor
Process
50
未处理气泡
274.66；235.16
50
处理气泡
222.29；215.02
60.30
5
未处理气泡
25.58；25.03
5
处理气泡
21.18；20.88
187.60
20
未处理气泡
90.72；92.40
20
处理气泡
83.51；84.71
68.50
5
未处理气泡
44.10；45.51
5
处理气泡
34.53；33.93
44.70
5
未处理气泡
17.20；18.62
5
处理气泡
14.33；14.20

RP/%
1.66
1.15

Table 3
样品源
Sample source
标样
standard sample
水样 1
Water sample 1
水样 2
Water sample 2
水样 3
Water sample 3
水样 4
Water sample 4

2.2 气泡对测定结果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HJ
505-2009，采用稀释接种法测定样品中 BOD5 的计
算公式为：


( 1   2 )  ( 3   4 ) f1
f2

（1）

其中：ρ 指 5 日生化需氧量质量浓度，单位

RP/%
7.75
1.66
1.09
0.71
–0.92
–0.71
–1.57
0.88
1.47
0.46

BOD5/
COD
偏大
正常
偏大
正常
偏大
正常
偏大
正常
偏大
正常

（mg·L-1）；ρ1 接种稀释水样在培养前的溶解氧质量
浓度，单位（mg·L-1）；ρ2 接种稀释水样在培养后的
溶解氧质量浓度，单位（mg·L-1）；ρ3 接种稀释水（或
稀释水）在培养前的溶解氧质量浓度，单位
（mg·L-1）；ρ4 接种稀释水（或稀释水）在培养后的
溶解氧质量浓度，单位（mg·L-1）；f1 接种稀释水或
稀释水在培养液中所占的比例；f2 原样品在培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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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的比例。
由公式（1）可知，当稀释倍数确定后，待测样
品培养前后的溶解氧值是决定 BOD5 值大小的唯一
因素。水体中溶解氧的来源主要有 2 个：一是水体
中原有的溶解氧；二是在复氧过程中产生的溶解氧。
气泡问题是 BOD5 测定中通常遇到的问题，气泡溶
于水造成水样中溶解氧变化就是一个复氧过程，水
样中的气泡会影响水样的溶解氧浓度，进而影响
BOD5 测定结果和 BOD5/CODCr 值，因此，在测定
BOD5 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操作规范，避免在采样
及测定过程中产生大量气泡。如表 3 所示，在测定
水样过程中，未处理气泡的平行水样间 BOD5 的相
对百分偏差 RP 值较大，得到的 B/C 值也偏大；而
处理过气泡的平行水样间 BOD5 的相对百分偏差 RP
值较小，得到的 B/C 值更接近真实值。
表 4 不同曝气时间对低溶氧试样 BOD5 测定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aeration time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BOD5 of low dissolved oxygen measurement
samples
mg·L-1
水样 Water sample

曝气时间/min
Aeration time

1

2

3

4

481

得到的 B/C 值受曝气时间的影响也较大；在一定范
围内，BOD5 及 BOD5/CODCr 值会随着曝气时间的增
大而增大；当曝气时间达到 15 min 后，即使曝气时
间延长了，最终测定值与曝气 15 min 得到的测定值
相差较小，因此选择曝气 15 min 为最佳曝气时间。

3

结论

稀释接种法适用于该化工废水 BOD5 的测定，
因而可以用水质指标法判定废水的可生化性。
采样及测定过程中产生的气泡对 BOD5 的测定
结果有影响，需对待测水样中的气泡进行处理后才
能有效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否则会使 BOD5/CODCr
偏大。
当待测水样初始溶解氧浓度较低时，需要进行
曝气处理，否则会使 BOD5/CODCr 偏小，且最佳曝
气时间为 1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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