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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检验技术在工业废水成分
检测中的有效应用
赵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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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工业行业对于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由于工业行业生产需

要，工厂数量不断增加，所产生的废水和废气越来越多，假如不经任何处理任意排放，会严重损坏自然生态平衡，
人们的身体情况会受到一定威胁。特别是工业废水问题，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家对此也出台了严格的规章
制度和排放标准。本文针对化学检测技术在工业废水成分检测的有效应用，展开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以供相关
人员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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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工业行业得到了

意度和生活质量，且不利于环境保护。因此，相关单

迅猛发展，但是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环境污染，其

位要科学、合理地运用化学检测技术，从而有效提高

所产生的工业废水即是污染之一。工业废水主要是在

工作质量和效率，确保人们的身体健康。[1]

工厂生产中，由生产活动所产生废水的总称，并且工

1.2 工业废水的危害

业废水所含有成分和种类比较复杂，对人体和环境危

工业行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随着科学

害性非常大，工业行业要想健康稳固发展的关键在于，

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迅速崛起的同时，

对其产生的废水成分要充分了解，并对此进行针对性

也造成了污水排放问题日益凸显。由于工业废水种类

治理，对于工业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也是必然趋势。

繁多，其中所含成分相对复杂，部分有毒物质对水源

而化学检验技术是工业废水的重要检测方式，能对工

的侵害日益严重，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一定威胁。含有

业废水成分和含量进行检测，协助我们多方面了解和

油质的工业废水，产生的气味会对人类健康带来危害，

掌握废水的成分构成，为废水处理和排水做科学指导，
减轻对于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所以，本文将
对化学检验技术在工业废水检测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
究，以期能够为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1 工业废水概述

假如所含油质燃点低，还会造成安全隐患。工业废水
中含有的酸性、碱性物质不但对生物有所危害，还会
对机械设备、器材等造成损坏。除此之外，部分工业
废水中污染物自身对人体无害，但假如量大、浓度高
就会对人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1.1 工业废水的来源

1.3 工业废水排放现状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工厂数量不断增加，

在工业废水排放中，有些废水经过处理但未达标

规模逐渐壮大，但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并存，所产生

就开始排放，更甚者未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现象时

的工业废水量也随之增加，不仅体量庞大，而且成分

常出现，导致生活环境污染，打破了生态平衡，造成

复杂。它主要是由生产活动所排放废水的总称，涵盖

了难以恢复的后果。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

工艺过程用水、各类洗涤水等多方面，并且所涉及的

战略目标，有效控制生态平衡，增加了重视度与监管

工业类型比较多，例如钢铁厂、化工厂、电镀厂等，

力度，同时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工业废水处理设

针对每类的工业废水所对应性质和成分差异较大。一

备购置需要花费大量资金，专业人才的引进需要丰厚

般情况下将废水检测分为金属检测和非金属检测两种，

的条件，许多企业为了眼前利益，至相关规定于不顾，

不管哪种废水均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当地居民的生活满

将所产废水经过简单处理便排放。工业废水中包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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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害物质，其中易悬浮、不易分解的物质对生态环

大多数采用示波极谱和阳极溶出伏安两种方式，在进

境的影响最大，如果所排废水里面含有毒物质，会造

行铅检测时可取得极谱图，再根据相应的极谱图进行

成河流里的大量水生物死亡，阻碍田作物生长，还会

铅物质含量的检测。示波极谱图检测方法的原理是，

给附近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危害。

将废水中的铅滴两端经过定量的脉冲电压，最终取得

2 工业废水污染的化学处理方式
化学沉淀法主要依附于重金属自身的化学特性，
经重金属与相应的药剂一起进行化学反应后，使其生
成与水不相融的物质，经过沉淀实现隔离的目的。但
沉淀法需要的药剂量大，处理不妥当容易造成二次污

极谱图。除此之外，在对工业废水成分进行检测时，
还可以将电位环境应用到检测过程中，通过将铅离子
进行转换，让其成为金属物质，在其表面施加微电极
和反方向电压，使其形成铅氧化物，并根据相关数据
取得流线图，最终实现工业废水铅成分的检测，有效

染，对于企业而言成本投入大，效益低。[2] 所以，在工

掌握工业废水的具体污染情况。

业废水处理中，往往采用化学检验技术来测定所含的

4 化学检验技术在工业废水非金属成分检测中
的有效应用

有机物或无机物，常用的方法有多种，例如原子光谱法、
化学氧化法、电化学氧化法等，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
需要根据废水中所含的成分进行选定，以确保废水能
够有效、灵敏检测。

3 化学检验技术在工业废水金属成分检测中
的有效应用

4.1 在工业废水有机氮检测中的应用
在应用化学检验技术对工业废水进行检测时，凯
氏法是应用较为广泛的检测方法，具有全方位掌控工
业废水中的物质含量的优势。在对其进行检测时，将
适量硫酸加入废水样品，并不断加温加热，将废水慢

3.1 在工业废水镍元素检测中的应用

慢消释、消除，经过适当冷却再将硫酸铜和二硫酸钾

镍的主要作用是为金属表面镀层，其广泛应用于

加入其中，使其相互作用，形成相应的液体，再进行

工业生产中，也是造成工业废水污染的主要原因，目

蒸馏作业，同时与光处理相结合，最终完成有机氮含

前镍元素的检测主要依靠原子光谱法。化学技术在对

量的检测。

工业废水镍成分的检测时，首先要准备相关的溶液和

4.2 在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检测中的应用

容器，在检测期间，要灵活运用化学物质，最终实现

在进行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检测时，可以合理运

镍元素的氧化处理，同时在色皿的协助下，对其进行

用重铬酸钾法。首先对废水进行取样，在样品中加入

污染程度的检测。在进行冶金工业造成的废水处理时，

高浓度的酸性液体，经过作用将其进行还原，最后加

要充分考虑是否含有锑成分，锑元素具有污染能力强、

入重铬酸钾溶液，可以实现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的检

毒性大等特点，对于自然环境、人体健康危害较大，

测。在实际工作期间，亚硝酸盐、氯离子等的有效运

如果处理不当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相关单

用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此时将氨基酸黄、硫酸汞等

位在进行废水成分检测期间，将原子吸收光法进行合

适量液体加入其中，可以有效确保化学需氧数据的精

理运用其中，实现工业废水检测的目的。

准性。在运用化学技术对工业废水成分进行检测时，

3.2 在工业废水汞成分检测中的应用

将亚硝酸检测技术合理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可以实

工业废水中汞元素具有易挥发、毒性大、腐蚀性

现工业废水中苯酚含量的检测。[3] 除此之外，工业废水

强等特征，在对工业废水进行汞成分检测时，一般冷

中非金属含量多而杂，主要是与企业生产原料、生产

源荧光法应用较普遍，此方法是借助汞的独有特点，

模式、技术方法等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对工业废水

经过自然条件将其转化。由于汞极易挥发，在运用此

展开检测时，首先要充分了解废水中的所含物质的特

项技术过程中，首先转化为原子汞，再通过荧光检测法，

性，选用适当的检测方法。

对汞含量进行准确判定。另外，还可以将原子吸收法

4.3 在工业废水氰化物检测中的应用

合理运用到工业废水汞成分的检测中，首先将废水展

氰化物也是工业废水中的非金属污染物成分，是

开系统化处理，把汞离子转化为金属汞，再通过洁净

一种有剧毒的化学物品，主要指的是带有氰基（CN）

的空气判定汞的含量，从而掌握废水的实际污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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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合物，来源是通过塑料的燃烧、尾气等释放，多

3.3 在工业废水铅成分检测中的应用

存在于工农业生产中，特别是电镀工业。因为氰基会

在应用化学技术对工业废水的铅元素进行检验时，

和重金属离子进行超强络合反应，所以氰化物毒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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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在进行工业废水成分检测中，特别要对其引起

所对应性质和成分差异较大，在化学化验技术监管中，

重视，并对氰化物的检测进行重点监管，从而能够有

要确保所采用分析方法的科学、合理性，保证所有的

效保障人们的健康。在进行工业废水氰化物成分检测

检验、化验技术操作能满足相应的规程，确保废水检

中，常用的方法有硝酸银滴定、唑啉酮分光等，应用

验结果更加准确和科学。

原理是在碱性环境中，氰离子会和硫酸亚铁发生反应，

再次，从工业行业发展角度而言，相关单位要科学、

反应物为亚铁氰络盐，进而氰离子在酸化后与三价铁

合理地运用化学检测技术，提高水质化验人员的技术

离子生成普鲁士蓝，再采用硝酸银滴定法进行检测。

水平，全面掌握所产废水的种类，有效检测其中的污

同时，在氰化物检测中，要规避与该物质的直接接触，

染成分，并对此制定具体的处理办法，有效提高工作

以防对人体造成伤害。

质量和效率。同时，也要根据化学检验的需要，不断

4.4 在工业废水矿油物检测中的应用

地对检验技术进行升级，逐步实现自动化检测的水平，

造成水污染的因素繁多，工业用油带来的环境污

确保对工业废水检验的全过程进行自动控制和监督。

染尤其严重，由于油水密度存在很大差异，致使两者

最后，在工业生产中，有些废水的排放未达到相

不相融，导致工业废水矿油物质超标，油会在水表面

关标准，导致生活环境污染，打破了生态平衡，造成

漂浮。在工业废水中进行矿物油检测时，工作人员的

了难以恢复的后果。为此，除了化学检验技术和人员外，

首要任务是对油的实际状况展开检测。在针对矿油物

国家也应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产业

质进行检测的实际操作时，相关工作人员要事先准备

结构的升级，有效控制生态平衡，以及增加对于废水

达标废水样品，假如通过化学检验技术检测出废水矿油

检验和处理的重视度与监管力度，同时出台相关的法

物质超标，就可以确定工业废水具有污染性，会给周围

律法规，对于不同的生产企业要采取相应的治理办法，

环境带来危害，企业要想健康稳固发展，必须根据自身

完善相应的废水管理和水质检验法规，实现废水污染

的实际情况，将原有工艺、设备进行适当调整，将废水

物的在线监测和治理，有效监管生产企业废水的处理

中矿油物质控制在标准内，以确保生态环境的平衡。

情况，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应严格处分，保障废水污染

另外，在对废水进行矿油物质检测时，还可以将

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4]

紫外光谱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可以有效分析废水

6 结语

矿油物质的具体含量，确定污染程度，为废水的后期

综上所述，工业废水是工厂在实际生产经营期间，

处理提供数据支撑。

因生产或日常生活需要造成的废弃水源的总称，如果

4.5 在工业废水苯酚检测中的应用

处置稍有不当，会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们的身体健康

在工业生产中，苯酚是很关键的原料，不可避免

造成一定危害。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化学检验

在排放的废水中会存在苯酚成分，但苯酚的毒性很强，

技术在工业废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化学检验技术能

一旦被人体所接触将会分解蛋白质，对人体的伤害性

协助相关企业全面掌握废水的实际含量，并进行针对

极大。为此，在工业废水化学检测中，要对酚类化合

性处理。由于工业废水中所含金属类或非金属类物质

物检测，但是不仅限于其一，还需对亚硝酸着重检测。

种类繁多，因此，在进行针对性处理时，要确保废水

其中，对亚硝酸的检测是在与酚类化合物反应成特定

达到相关标准，再进行科学、合理、统一排放，以此

衍生物后，再对其进行酸碱指示，从而确定苯酚的含量。

降低环境污染。

5 化学检验技术在工业废水检测和治理中加
强应用的途径
首先，目前我国工业生产所带来的废水污染最为
严重，但工业废水污染防治工作还处于较为低的阶段，
化学检验技术水平还不是很高，可随着城市化建设的
不断推进，所产生的工业废水量也随之增加，在未来
仍需将该技术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提升废水检测的技
术水平，为废水处理和治理工作带来帮助。
其次，工业废水所涉及的工业类型比较多，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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