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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危险废弃物因其对环境极大的破坏性 ,以及对人类和牲畜健康的巨大威胁而需特殊处置。热处理法是最有效

的危险废弃物处理方法 ,而回转窑是危险废弃物处理中最有效的设备。本文介绍了国内外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技

术 ,以及利用水泥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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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走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同时 ,社会的

物质消耗量也急剧增加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废弃物的

产生。某些来自工业或医疗系统的废弃物 ,因其对环

境极大的破坏性以及对人类和牲畜的健康的巨大威

胁而需对其特殊处置 ,例如 :“非典”患者产生的医疗

垃圾一旦污染周围的环境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类废弃

物就是人们所说的“危险废弃物”(hazardous waste) 。

危险废弃物主要来自工业 ,据统计 :1998 年我国总计

产生工业固体废弃物 80 068 万 t ,其中危险废弃物

973. 6 万 t ,而危险废物的处理量仅为 130. 8 万 t。这

说明大部分的危险废弃物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排放 ,

对环境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 ] 。

针对头号危险废弃物医疗垃圾 ,我国已明确提出

2005 年以前单独建成 100 个城市医疗垃圾集中处理

中心。建立危险废弃物集中处理中心的事宜也日益

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天津、成都、杭州等城市开始

建立或已经建成了危险废弃物集中处理中心。

2 　回转窑焚烧炉以及危险废物处理流程

焚烧法因其在处理危险废弃物时能同时实现减

量化、无害化以及资源化 ,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处理危

险废弃物的方法 ,也是我国危险废弃物集中处理中心

主要采用的方法。焚烧法处理废弃物在欧美等发达

国家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图 1 所示的是欧洲主要国

家采用焚烧法处理的废弃物的比率[2 ] 。随着对危险

废弃物无害化处理要求越来越高 ,焚烧法处理危险废

弃物在未来将得到更多的应用。

应用焚烧技术处理危险废弃物近几十年来 ,曾出

现过各种具有商业前景的革新技术[3 ] ,这些技术还需

要更多的经济、技术和环境方面的证明 ,但在一个废

图 1 　欧洲主要国家采用焚烧法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比率

弃物焚烧系统中 ,焚烧炉的重要性没有被取代过。目

前国内外采用的废弃物焚烧炉多有以下几种类型 :炉

排焚烧炉、炉床焚烧炉、流化床焚烧炉、多层炉以及回

转窑焚烧炉。表 1 为几种主要炉型特点的比较。通

过对比可以看出 ,回转窑焚烧炉具有比其它类型焚烧

炉更广泛的物料适应性 ,能同时处理固体、液体以及

气体形态的危险废弃物。世界范围内 ,回转窑焚烧炉

在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领域内占有 85 %的市场份

额 ,是美国国家环保局推荐使用的焚烧设备。

图 2 所示的是典型回转窑焚烧炉。它由一个稍

倾斜的炉膛 (一燃室) 与一个二燃室组成。炉膛是一

个内嵌耐火砖的空心钢制圆筒。加热炉膛的热量主

要来自辅助燃料 (油、天然气或废液)和废弃物燃烧所

产生的热量。焚烧热值低的废弃物需要辅助燃料助

燃 ,而焚烧热值高的废弃物仅需辅助燃料对废弃物进

行引燃。运行时废弃物从炉膛的高端进入 ,在自身重

力以及炉膛旋转的推动作用下 ,顺着炉膛缓慢下滑 ,

依次经历干燥 (水份蒸发) 、燃烧和燃尽阶段。燃烧产

物主要是灰渣和气体。某些危险废弃物灰渣里富含

重金属元素 ,对其进行安全填埋前需进行固化稳定化

处理。二燃室装备一到数个燃烧器 ,气体产物与二燃

室内的过量空气混合后在高温下燃烧 ,以除去气体产

物中的毒性有机物。热值高的气液形态危险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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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与固体危险废弃物混合后投入一燃室燃烧也

可以借助空气或蒸汽雾化后直接喷入二燃室焚烧。

最后的废气从二燃室排出进入余热锅炉和烟气净化

装置。
表 1 　主要焚烧炉型的比较

焚烧炉型 工作方式简介 特点

固定炉

排炉

废弃物置于炉

排上进行焚烧

手工操作 ,间歇运行 ,效率低 ,拨料

不充分时会焚烧不彻底 ;

活动炉

排炉
同上

同固定炉排焚烧炉相比 ,焚烧操作

连续化 ,自动化 ,是目前处理城市生

活垃圾中使用最广泛的焚烧炉 ;

固定炉

床炉

炉床盛料 ,燃烧

在炉床表面进

行

炉床与燃烧室构成一体 ,采用手工

间歇式操作 ,不适用于处理大量的

废弃物和橡胶、焦油类以表面燃烧

形态燃烧的废物 ;

活动炉

床炉
同上

炉床活动以使废物在炉床上松散移

动 ,改善焚烧条件 ,自动加料和出灰

操作 ;

流化

床炉

废弃物借助砂

介质的均匀传

热与蓄热以燃

烧

废弃物在炉底布风板吹出的热风下

呈沸腾状燃烧 ,效率较高 ;无法接纳

较大的颗粒 ,处理固体废弃物之前

必须先破碎成小颗粒 ;对各类废液

适应性较强 ;在处理危险废弃物方

面还处于“论证”阶段 ;

多层炉

废弃物在垂直

的钢制圆筒里

的多层炉膛内

焚烧 ,从上至下

直至燃尽 ;

物料在炉内停留时间长 ,烟气产物

相对少 ;投资大 ,维护成本高 ;

旋转窑

式炉

靠焚烧产生的

热量或辅助燃

料热量加热焚

烧

能焚烧固体、液体和气体 ;各种不同

物态及形状 (颗粒、粉状、块状及桶

状)的可燃性废物皆可送入窑中焚

烧 ,适应性极强。

图 2 　典型回转窑焚烧炉

　　在国外回转窑焚烧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改进

技术已经成熟。丹麦的 Kommunekemi 以及瑞典的

SAKAB 等是世界上较出名的危险废弃物回转窑处理

工厂。韩国汉拿 (HALLA)公司 ,上海净之洁等许多公

司正致力于开发回转窑危险废弃物焚烧系统。图 3

是典型的危险废弃物回转窑处理系统流程[4 ] 。表 2

为各主要流程的介绍。表 3 是我国天津市工业固废

处理中心回转窑焚烧系统的工艺环境指标[6 ] 。该指

标充分说明了回转窑焚烧系统在处理危险废弃物方

面环保上的优势。

图 3 　典型危险废弃物回转窑焚烧系统流程图

表 2 　危险废弃物回转窑焚烧系统各主要流程介绍

流程名称 主要内容 备注

预处理

固液废物分类、混合 ;绞碎

大块、封装过后的固体废弃

物 ;

固、液废弃物被分离以适

应不同的投料要求 ;破碎

后得到尺寸均匀的物料

提高燃烧效率 ;能显著减

少尾气中 CO 的含量 ;

给料

采用传送带、螺旋给料机等

设备将固体废物投入回转

窑中 ;液体废物可以通过喷

头或直接通过燃烧器输送 ,

也可与固体物料混合提高

给料的均匀性 ;

采用连续给料 ,避免批量

给料产生的“给料高峰”
(peak loads) ;高热值的液

体废物可直接投入二燃

室 ;

回转窑
(一燃室)

回转窑是整个焚烧系统的

中心装置 ;窑内焚烧绝大部

分的危险废弃物 ,实现脱毒

和固体废弃物的减容 ;将废

弃物中的有机成分和水份

转换成烟气通往二燃室 ;

通过调节窑体的倾斜角

度以及窑体的转速来控

制固体废弃物在窑内的

停留时间和废弃物与空

气的混合程度 ;

二燃室

其与回转窑直接相连 ,使在

一燃室中未燃尽的可燃气

体达到完全燃烧 ,脱除烟气

中的毒性有机成分 ;

二燃室内的助燃燃料可

以是油、气 ,也可以是高

热值的液体危险废弃物 ;

余热利用

一般采用立式余热利用锅

炉 ,回收从二燃室出来的高

温烟气中的余热 ;

利用烟气余热产生的蒸

汽用来发电或供暖 ;或预

热空气 ,提高系统余热利

用率 , 降低设备运行成

本 ,确保危险废物安全稳

定的焚烧[5 ] ;

急冷

急冷塔内通过水喷雾方式

与逆流而上的烟气混合 ,使

得烟气温度迅速降低以避

开二　英产生的旺盛区域 ;

使用石灰乳急冷液 ,即实

现了烟气降温又去除了

烟气中的酸性气体[4 ] ;

空气净化
在将烟气排放到大气之前

除去其中的固体颗粒 ;

过滤出的灰尘一般达到

可直接填埋标准 ,否则可

将其投入一燃室进行焚

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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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天津市工业固废回转窑焚烧系统工艺环境指标

项目　　　　 设计要求 环境标准 3

烟气黑度Π林格曼级 ≤1 ≤1

烟尘Πmg·m - 3 ≤80 ≤250

一氧化碳Πmg·m - 3 ≤250 ≤1000

二氧化硫Πmg·m - 3 ≤150 ≤300

氮氧化物Πmg·m - 3 ≤250 ≤500

氯化物Πmg·m - 3 ≤250 ≤500

注 : 3 我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小型焚烧炉》(HJΠT1821996)

3 　回转窑运行工艺

311 　回转窑的操作模式

按窑内气、固流动方向的不同 ,或者说热源 (燃烧

器)在回转窑内的位置不同 ,回转窑可分为顺流式回

转窑 ( cocurrent flowkiln) 和逆流式回转窑 ( counter2
currentflow kiln) ,如图 4 所示[7 ] 。

图 4 　回转窑顺、逆流操作方式示意图

顺流操作方式下 ,危险废弃物在窑内干燥、燃烧

以及燃尽阶段非常明显 ,在窑的尾部 ,烟气与固体燃

烧产物的温度比较接近。顺流操作方式下炉形的设

计比较适合加料以及前置处理 ,同时可以增加烟气停

留时间 ,是在危险废弃物焚烧系统中被广泛采用的操

作方式。逆流操作方式下能得到最大的质量以及热

传递 ,也因此具有较快的燃烧速率以及燃烧效率。但

是逆流操作需要复杂的给料以及排渣系统 ;同时 ,由

于气固相对速度较大 ,排气带走粉尘数量多 ,这增加

了控制回转窑内的燃烧以及固体废弃物停留时间的

难度。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逆流操作方式更适合于处理

含水份较多或者热值较低的危险废弃物。逆流操作

方式更多地用于矿物生产和精炼。顺流操作方式处

理富含水份的废弃物则需要较长的液体蒸发阶段 ,继

而需要更长的炉体以实现完全焚烧。

依据窑内灰渣状态及温度 ,回转窑分为熔渣式

(slagging rotary kiln) 和非熔渣式 ( non2slagging rotary

kiln) 。非熔渣式也称为“灰渣式”。

表 4 是熔渣式、非熔渣式回转窑比较。通过对比

可知 ,熔渣式回转窑的温度比非熔渣式回转窑的温度

高得多。熔渣操作模式下 ,废物中的惰性物质 ,除高

熔点的金属及化合物外 ,皆在窑内熔融。熔融的流体

自窑内流出后 ,经急冷凝固 ,重金属等非有机物被包

含在内。非熔融式回转窑排放的灰渣则须经过固化

稳定后才能进行安全填埋。物料在熔渣式回转窑内

的停留时间比较短 ,有时为了得到更多的熔融流体 ,

熔渣式回转窑的给料端比排渣端低[8 ] 。由于焚烧更

完全 ,熔渣式回转窑的二燃室体积相对较小。一般 ,

当危险废弃物含有较高的热值 ( > 1117 kJΠg) ,水份和

卤素含量不多 ,或者危险废弃物是封装在容器里面直

接焚烧的情况下 ,采用熔渣操作。当危险废弃物热量

不高 (如含危险污染物的粉尘) ,特别是为了维持窑内

温度需要持久使用辅助燃料的情况下 ,采用非熔渣式

回转窑则比较经济。

表 4 　熔渣式、非熔渣式回转窑比较

项目 熔渣操作模式 非熔渣操作模式

窑体结构 复杂 ,对耐火材料要求高 相对简单

窑内温度 通常 1 200～1 430 ℃ 通常 850～1 100 ℃

物料停留时间 相对较短 相对较长

焚烧程度 较完全 相对较低

操作控制 靠热惯性以及热容差控制 —

废物排放 相对较少的固体颗粒排放 ,

但废气中含有较多的 NOx
—

残渣特性 类似矿渣或岩浆式的残渣 ,

透水性低 ,颗粒大

相对熔渣毒性大 ,需

特别处理

运行成本 较昂贵 较经济

312 　回转窑操作参数

回转窑的工艺参数是指主要涉及能直接影响到

危险废弃物焚烧效果的参数。不同类型危险废弃物

的理化特性对回转窑的工艺参数提出不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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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燃室温度 :一燃室的温度一般在 850～1 100 ℃

范围内以实现危险废弃物的脱毒 ,卤代烃有机废液焚

烧温度应在 850 ℃以上 ,含氰化物的废液温度应高于

900 ℃[9 ]
;熔渣式回转窑的燃烧温度高达 1 200～

1 400 ℃,其焚烧产物的灰渣实现玻璃化 ,被包容其中

的重金属类等有害物质渗透性远远低于美国环保局

( EPA)规定的废弃物安全填埋要求 ;

二燃室温度 :二燃室的温度一般要高于 950 ℃以

彻底消除从一燃室中出来的烟气中类似二　英类剧

毒性有机成分 :我国危险废弃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要

求二燃室的温度应该有 1 100 ℃,焚烧多氯联苯时温

度应为 1 200 ℃:如果危险废弃物中的卤素含量高于

1 % ,二燃室的温度至少应该提高到 1 100 ℃;

固体物料以及烟气的停留时间 :固体废弃物其停

留时间与窑的长径比成正比 ,与窑的倾斜度、转速成

反比。其经验计算公式如下[10 ]
;为实现完全脱毒 ,烟

气在二燃室内的停留时间一般不能低于 2 s ;

θ =
A ·(LΠD)

S ·n

式中 　θ———固体废弃物的停留时间 ;

LΠD ———长径比 ;

S ———窑体的倾斜率 ;

n ———窑体转速 ;

A ———经验系数 ,焚烧危险废弃物时的推荐值

为 0119。

回转窑的倾斜角度一般在 1～3°,转速为 1～

5 rΠmin ,典型的长径比值范围为 314～4 ;采用大长径

比与低转速对处理难于焚烧的危险废弃物有利 ,而增

大倾斜角与提高窑转速度来提升回转窑的处理量是

不可取的 ,这样会导致焚烧不彻底 ;

一燃室容容积热负荷参数控制到炉内燃烧状况

的好坏 ,文献[11 ]中给出回转窑容积热负荷的范围为

(412～10415) ×10
4

kJΠ(m
3·h) ;非熔渣式回转窑的容

积填充率控制在 715 %～1510 % ,熔渣式回转窑的容

积填充率控制在 410 %～610 %
[7 ]

,容积填充率不宜过

大 ,否则物料的表面与空气的接触面会相对减少而影

响焚烧效果。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控制标准 ,烟气中的含氧浓度

应为 6 %～ 10 % ,即相当于空气过量系数 40 %～

91 % ;“富氧燃烧”(oxygen enriched combustion) 技术近

年来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富氧燃烧能减少烟气中 N2

带走的热量以提高热效率 ,同时通过提高火焰温度以

及烟气中 CO2 和 H2O 的含量以增强热传递[12 ] 。巴西

的 G. F. Melo [13 ]等研究了回转窑废弃物的质量流量与

空气中氧气含量的关系并指出在二燃室内烟气停留

时间以及烟气温度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采用富氧燃

烧 ,废弃物处理率能增大一个数量级 ,如图 5 所示。

图 5 　回转窑废弃物处理率与空气中含氧量的关系

　

4 　利用水泥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

在危险废弃物处理上困扰许多国家的一个问题

是 :一方面是大量危险废弃物亟待妥善处置 ,特别是

一些热值高的可燃性废液 ;另一方面是专业焚烧设备

短缺。对水泥窑实施技术改造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方

法无疑可以极大地缓解这个矛盾。利用水泥回转窑

处理可燃性危险废弃物在国外早有先例[14 ] 。

水泥回转窑同回转窑焚烧炉比较起来在处理危

险废弃物体上具有相当的优势。表 5 是两者在“3T”

参数的比较 ,即窑内温度、湍流程度以及烟气停留时

间。其它优势还有 ,利用水泥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

时采用窑尾投料的方式可有效控制二　英的产生 ;水

泥窑内的碱性物质中和废弃物中的酸性物质有效的

净化了烟气 ;废弃物中有重金属成分被固定于水泥熟

料内从而避免了二次污染的产生 ,并且不会影响到水

泥熟料的质量。北京水泥厂是国内最先开始研究利

用水泥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的单位之一 ,其自行开

发设计的 2 000 tΠd 新型干法预分解窑生产线焚烧危

险废弃物取得良好的环保效果 ,表 6、表 7 分别是试

烧工业废弃物试验废气排放检测结果与试烧废弃物

过程中熟料浸出液分析结果[15 ] 。

利用水泥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的经济效应也

是很明显的 :以美国为例 ,能源消耗占水泥生产成本

的 40 % ,而利用危险废弃物做代燃料则可显著降低

燃料消耗量 ,从而降低水泥生产成本 ,提高水泥生产

企业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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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回转窑处理危险废弃物同专业的回转窑焚

烧炉相比有其局限性 :适合于水泥回转窑处理的危险

废弃物以可燃烧性液体为主 ,剧毒、强腐蚀以及强反

应性的危险废弃物用专业回转窑焚烧炉处理较好。

随着技术的进步 ,污泥状固体废料以及固体废弃物也

逐渐成为水泥回转窑的代燃料。

表 5 　水泥窑与回转窑焚烧炉“3T”参数的比较

参数类别 水泥窑　　　　　 回转窑

窑内温度 火焰温度可达 1 800 ℃ 一般 1 100 ℃

窑内湍流程度 十分强烈 相对较弱

烟气停留时间 4 s 以上 一般 2 s

表 6 　北京水泥厂试烧工业废物试验废气排放检测结果

污染物
烧树脂渣 烧废漆渣 烧有机废液

排放浓度Πmg·m - 3 排放速率Πmg·h - 1 排放浓度Πmg·m - 3 排放速率Πmg·h - 1 排放浓度Πmg·m - 3 排放速率Πmg·h - 1

非甲烷烃 4410 1114 2415 6174 4178 1116

Cu < 01002～01013 < 01002～01003 < 01002 < 01002 < 01002 < 01002

Zn 01007～01064 01002～01017 01007～01021 01002～01006 01013～01033 01003～01008

Cd < 01002 < 0101 < 01002 < 01001 01002 0101

Ni 01014 < 01032 01004～01008 01008～01013 01002～01004 01007～01013 01002～01003

SO2 < 1 < 0126 < 1 < 0128 1 0135

表 7 　北京水泥厂试烧废弃物过程中熟料浸出液分析结果 mgΠL

污染物
未烧废弃物 烧树脂渣 烧废漆渣 烧有机废液

熟料 回灰 熟料 回灰 熟料 回灰 熟料 回灰

浸出液最高

允许浓度

Cu < 0102 01009～01024 01004～01017 01008～01024 01019～01024 01026～01032 01012～01023 01026～01040 50

Zn < 0102 <01001～01008 < 01001 <01001～01022 <01001～01024 01027～01040 01002～01015 01008～01027 50

Cd < 0102 < 01002 < 01002 < 01002 < 01002 < 01002 < 01002 < 01002 013

Ni 0101 < 01001 < 0101 < 01001 < 0101 < 0101 < 0101 < 0101 10

5 　结束语

同城市生活垃圾相比 ,危险废弃物的处理需要更

高的要求 ,回转窑焚烧炉广泛的物料适应性使之成为

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最佳选择。回转窑焚烧系统将被

广泛应用于各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在缺少专业危

险废弃物处理设备的情况下 ,通过对水泥窑实施技术

改造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中国环境年鉴 1999. 北京 :中国环境年鉴社 ,1999.

2 　Hans2Ulrich Hartcnstein , Marc Horvay. Overview of municipal waste

incineration industry in west Europe (based on the German experience) .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1996 ,47.

3 　J . Cudahy. Review of commercial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hazardous

waste. Environmental Progress ,1999 ,18 (4) .

4 　周苗生 ,汤国伟. 危险废物回转窑焚烧系统的工艺设计. 环境污染

与防治 ,2001. 12 (6) .

5 　马晓茜. 双回转式固体废弃物焚烧系统设计. 锅炉技术 ,2001. 2

(2) :14～18.

6 　田洪海 ,海颖. 工业固体废物的焚烧处理———实例研究. 环境科学

研究 ,1998. 11 (2) :19～21.

7 　David A. Tillman. Rotary incineration systems for solid hazardous wastes.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ess ,1990(7) :19～30.

8 　Brunner , Calvin R. Handbook of hazardous wastes incineration ,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2Hill ,1993.

9 　别如山 ,杨励丹 ,李季 ,陆慧. 国外有机废液的焚烧处理技术. 化工

环保 ,1999. 19 (3) :148～154.

10 　李惠中 ,匡胜利. 危险废物回转窑焚烧系统的工艺设计. 冶金环境

保护 ,1999 (5) :114～118.

11 　聂永丰. 三废处理工程技术手册.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0.

12 　Jean Lambert , Mikhail Sorin , Jean Paris. Analysis of oxygen2enriched

combustion for steam methane reforming ( SMR) . Energy ,1997 ,22 (8) :

817～825.

13 　G. F. Melo , P. T. Lacava , J . A. Carvalho JR. A case study of air

enrichment in rotary kiln inciner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in

Heat and Mass Transfer ,1998 ,25 (5) :681～692.

14 　谢泽. 利用可燃性危险废弃物作燃料生产水泥. 水泥工程. 2000

(1) :1～3.

15 　沈鑫根 ,肖镇 ,杨盛林. 预分解窑试烧危险废弃物. 中国水泥. 2000

(10) :44～47.

作者通讯处　朱江　310027 　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

电话　(0571) 87932443 - 8402

2004 - 03 - 15 收稿

16
环　境　工　程

2004 年 10 月第 22 卷第 5 期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 REVIEW OF HAZARDOUS WASTE DISPOSAL BY ROTARY KILN Zhu Jiang et al (57)⋯⋯⋯⋯⋯
Abstract　Hazardous waste ( HW) needs proper treatment for its huge danger to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 and animals.

Thermal treatmen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to dispose HW and rotary kiln is the most suitable facility for it’s versatile to

handle all kinds of HW. The technology of utilizing rotary kiln to dispose HW and its latest progress made in this field are reviewed. The

superiority of using cement rotary kiln to dispose HW is discussed.

Keywords 　hazardous waste , rotary kiln and thermal disposal

ON2LINE AND AUTO2MONITORIN G OF SEWAGE’S BOD5 Wang Xiaohui et al (62)⋯⋯⋯⋯⋯⋯⋯⋯⋯

Abstract 　The sewage’s BOD5 was determined by an on2line and auto2monitoring instrument , which consisted of automatic sampler system ,

automatic diluting device , flow injection system and BOD5 microbial sensor. The standard sample and quality control sample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this instrument , the results were of the good accuracy and the good precision. This instrument was erected at outlet of a sewage treatment plant ,

whose results were agreed well with those by standard method (BOD5 ) .

Keywords 　sewage , BOD5 , on2line , auto2monitoring and microbial sensor

SPECTROPHOTOMETRIC DETERMINATION OF Ni2 + IN ELECTROPLATIN G EFFLUENT WITH
FADIN G REACTION OF CARMINE Tang Qinghua et al (64)⋯⋯⋯⋯⋯⋯⋯⋯⋯⋯⋯⋯⋯⋯⋯⋯⋯⋯⋯⋯⋯⋯

Abstract　It is investigated that Ni2 + can catalyze oxidation of carmine by hydrogen peroxide in the medium of hexamethyle tetramine2
hydrochloric acid with pH = 514 at 100 ℃. The maximum wavelength of the solutions is about 518 nm and the apparent molar absorptivity is

11496 ×105 LΠmoL·cm. The linear range is 0～140μgΠL for Ni2 + . The method features simple operation and instruments as well as higher

accuracy.

Keywords 　electroplating effluent , catalytic discoloring spectrophotometry , nickel( Ⅱ) and carmine

APPLICATION OF ATTRIBUTE RECO GNITION THEORETICAL MODEL TO EVALUATION OF
LAKE EUTROPHICATION Kong Jianjian et al (66)⋯⋯⋯⋯⋯⋯⋯⋯⋯⋯⋯⋯⋯⋯⋯⋯⋯⋯⋯⋯⋯⋯⋯⋯⋯⋯⋯⋯

Abstract 　Recently the attribute recognition theoretical model has been applied to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Now , the model is

applied to evaluation of lake eutrophication. It is used to evaluate with an example Shanzi Reservoir of Fuzhou , whose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fuzzy membership function. The model provides a practical and simple method of evaluating water eutrophication of lakes.

Keywords 　attribute recognition theory , lake reservior , eutrophication and evaluation model

THE STUDY OF A TYROSINASE2MEMBERANE ELECTRODE MODIFIED WITH
MALTODEXTRIN FOR DETECTION OF PHENOLS Mu Dongyan (69)⋯⋯⋯⋯⋯⋯⋯⋯⋯⋯⋯⋯⋯⋯⋯⋯

Abstract 　An amperometric tyrosinase2membrane electrode modified with maltodextrin for detecting phenols in wastewater was devised and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working condition of this kind of electrode was detected :the working potential was2100 mV , the working pH was 5140 ,

and the time for measurement was 3 min. Under the conditions , the detection limit was 1100 ×10 - 6 molΠL , the linear range was 1100 ×10 - 6～
1100 ×10 - 4 molΠL , the RSD and the RE was 215 % and 0120 % respectively , and has a certain capability to resist the interference of anion and

cation. This electrode was also suitable for detection of catechol , o2cresol and para2chlorophenol , etc. The response of the electrode was best after

72 h of using and can still be used to detect phenols after one week.

Keywords 　biosensor , amprometric enzyme electrode , tyrosinase and maltodextrin

APPLICATION OF FIRE AND EXPLOSIVE INDEX EVALUATION TO AUTOMOBILE GASOLINE
STATION Huang Guobin (72)⋯⋯⋯⋯⋯⋯⋯⋯⋯⋯⋯⋯⋯⋯⋯⋯⋯⋯⋯⋯⋯⋯⋯⋯⋯⋯⋯⋯⋯⋯⋯⋯⋯⋯⋯⋯⋯⋯⋯

Abstract　It is proposed that some opinions of selecting coefficients for the use of fire and explosive index evaluation to an automobile

gasoline station. Thus it would be more conformable and accurate to the actual conditions when using this evaluation method.

Keywords 　fire & explosive index evaluation , automobile gasoline station , material factor , danger coefficient of general process and danger

coefficient of special process

STUDY ON A NEW DECHLORINATIN G AGENT FOR HIGH TEMPERATURE GAS
Li Yili et al (76)
⋯⋯⋯⋯⋯⋯⋯

⋯⋯⋯⋯⋯⋯⋯⋯⋯⋯⋯⋯⋯⋯⋯⋯⋯⋯⋯⋯⋯⋯⋯⋯⋯⋯⋯⋯⋯⋯⋯⋯⋯⋯⋯⋯⋯⋯⋯⋯⋯⋯⋯⋯⋯
Abstract 　A new dechlorinating agent for high temperature gas was made of a cheap natural mineral and alkali compounds. The agent has

high breakthrough chlorine content of 3712 % (in the condition of 650 ℃, 2 500 h - 1 space velocity and 1 500～2 000 mgΠm3 HCl input

concentration) and high mechanical strength. The effects of main component proportions , space velocity and temperature on the agent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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