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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揭示了一种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

包括电控部分和电解设备部分，所述电控部分包

括PLC电器柜和与PLC电器柜相连的直流电源，所

述电解设备部分包括进水管、电解槽、沉淀槽和

出水管，所述进水管与电解槽相连，所述电解槽

内设置有与直流电源相电连的阳极片和阴极片，

所述电解槽与沉淀槽相通，所述出水管与沉淀槽

相连，废水在直流电源作用下在电解槽内进行电

絮凝反应，产生的沉淀经沉淀槽沉淀，最后处理

完成的水从出水管排放出去。本发明设备体积

小、占地面积少、操作简单灵活、排污量小，提高

了水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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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控部分和电解设备部分，所述电控

部分包括PLC电器柜和与PLC电器柜相连的直流电源，所述电解设备部分包括进水管、电解

槽、沉淀槽和出水管，所述进水管与电解槽相连，所述电解槽内设置有与直流电源相电连的

阳极片和阴极片，所述电解槽与沉淀槽相通，所述出水管与沉淀槽相连，所述电解设备部分

还包括pH  调节设备、pH  检测装置、盐类调节设备及盐类检测装置；所述电解槽和沉淀槽由

一个槽体内的隔离板分隔而成，所述隔离板为镂空状，且所述隔离板上设置有过滤格栅，所

述阳极片为铁片或铝片，在所述阳极片和阴极片之间通上直流电源时，所述电解槽内发生

的电极反应为：

铝阳极

Al－3e→Al3e+

在碱性条件下

Al3e++3OH－→Al(OH)3

在酸性条件下

Al3e++3H2O→Al(OH)3+3H+

铁阳极

Fe－2e→Fe2e+

在碱性条件下

Fe2e++2OH－→Fe(OH)2

在酸性条件下

4Fe2e++O2+2H2O→4Fe3e++4O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设备部分还包

括水泵和压力表，所述水泵设置在靠近进水管的进水口处，所述压力表设置在进水管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解设备部分还包

括与电解槽相连的进气管和曝气盘管，所述曝气盘管设置在电解槽的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槽或电解槽内

设置有与水泵相连的液位检测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检测电解槽

内电絮凝效果是否合格的絮凝效果检测设备，所述絮凝效果检测设备通过循环管与进水管

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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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从当前绝大多数正在使用的传统治理污水、废水技术情况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采

用化学处理方式和微生物处理方式两大类。

[0003] 化学处理方式：是在被处理的污水、废水中加入各种各样的化学絮凝剂、化学氧化

剂、化学分解剂、化学还原剂、化学阴、阳离子聚合物等等。在制造、生产这些众多的化学处

理药剂过程中，不但需要消耗大量的化工原料、大量的能源，占用大量的土地、使用大量的

清水，还会排出大量的废水、废气继续污染环境，有人称为“二次污染”：包括生产中的污染

和使用中的污染。这种技术现在是占到处理污水、废水的主要方面，目前从饮用水、自来水、

医院排出水到各种工业和生活污水的处理中绝大多数是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认为这种传统

的化学方式，是处理了这部分，又污染了那部分，更何况由于制造这种产品的很高的成本及

昂贵的产品价格，对很多利润效益较差的厂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且因为价格太贵的

原因，不能够大量、大面积的推广使用。

[0004] 微生物处理方式：又叫生化处理，这种方式虽然不用加入化学分解剂、絮凝剂等，

是在占地面积极大的地方，做一个或者几个大池子(或者是大罐)，在其中培养大量的微生

物、藻类等生命体，再将污水、废水排放到这种池子中，利用微生物、藻类在自身的生长中可

以吸附、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特点进行处理，但是其固有的分解速度慢、设备投资大、尤其

是占地面积太大并且受环境温度的影响太大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比如在北方地区

最少半年不能使用，环境温度低于零上15℃就明显的降低其分解能力，低于零上8℃时就基

本停止工作了，在冬季如果采用加温的方法，保持最低的需要温度，将耗费大量的能源(随

之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废渣又造成多层次环境的污染就不再赘述了)，这是微生物、藻类

等生命体的生命规律所决定，无法突破这个规律。另外，如果被处理的水中含有的有毒、有

害的成分过高时也不能进行处理，会使微生物、藻类被毒死，所以使用这种方式只能是解决

一部分问题，不能完全解决污水、废水的处理问题，投资大、成本高、处理速度慢、占地面积

大，是这类生化处理方法最致命的、不可克服的缺点。

[0005] 正因为上述的原因，传统的污水和废水处理技术，总的方面表现为，处理污染的速

度跟不上产生污染的速度，处理的成本太大，使用不起，从而使废水和污水的处理问题成了

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尽管政府不断的加大治理污水的力度，但是日益严重的江河湖

泊、小沟小溪小河的污染情况频发，污水横流、臭气冲天，破坏巨大、影响广泛。然而废水、污

水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污染已经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健康了，传统的处理方法

(指现在正在使用的化学方法、生化方法)已经不能在实际上彻底解决问题了。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多种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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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质投加相对的盐类调节其水质，以高效处理污水，提高水的回收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出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包括电

控部分和电解设备部分，所述电控部分包括PLC电器柜和与PLC电器柜相连的直流电源，所

述电解设备部分包括进水管、电解槽、沉淀槽、出水管、PH调节设备、PH检测装置、盐类调节

设备及盐类检测装置，所述进水管与电解槽相连，所述电解槽内设置有与直流电源相电连

的阳极片和阴极片，所述电解槽与沉淀槽相通，所述出水管与沉淀槽相连，所述盐类调节设

备用于根据不同水质投加相对的盐类以调节其水质。

[0008] 优选地，所述电解槽和沉淀槽由一个槽体内的隔离板分隔而成。

[0009] 优选地，所述电解设备部分还包括水泵和压力表，所述水泵设置在靠近进水管的

进水口处，所述压力表设置在进水管内。

[0010] 优选地，所述阳极片为铁片或铝片。

[0011] 优选地，所述电解设备部分还包括与电解槽相连的进气管和曝气盘管，所述曝气

盘管设置在电解槽的底部。

[0012] 优选地，在所述阳极片和阴极片之间通上直流电源时，所述电解槽内发生的电极

反应为：

[0013] 铝阳极

[0014] Al-3e→Al3e+

[0015] 在碱性条件下

[0016] Al3e++3OH-→Al(OH)3

[0017] 在酸性条件下

[0018] Al3e++3H2O→Al(OH)3+3H+

[0019] 铁阳极

[0020] Fe-2e→Fe2e+

[0021] 在碱性条件下

[0022] Fe2e++2OH-→Fe(OH)2

[0023] 在酸性条件下

[0024] 4Fe2e++O2+2H2O→4Fe3e++4OH-。

[0025] 优选地，所述隔离板上设置有过滤格栅。

[0026] 优选地，所述过滤格栅设置在隔离板上。

[0027] 优选地，所述沉淀槽或电解槽内设置有与水泵相连的液位检测装置。

[0028] 优选地，还包括用于检测电解槽内电絮凝效果是否合格的絮凝效果检测设备，所

述絮凝效果检测设备通过循环管与进水管相连通。

[0029] 优选地，还包括盐类储存装置和盐类分配装置，盐类分配装置用于将盐类储存装

置内的盐输送分配给盐类调节设备，盐类储存装置、盐类分配装置及盐类调节设备这三者

之间通过接入口相连。

[0030] 优选地，还包括pH药液分配装置，pH药液分配装置用于将pH药液分配输送给PH调

节设备，pH药液分配装置和PH调节设备之间通过接入口相连。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2] 1、本发明设备体积小、占地面积少、操作简单灵活、排污量小，提高了水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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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2、本发明不仅可以处理无机污杂物，也可处理有机污染物，特别是一些无法用生

物降解的有生物毒性，用电絮凝处理重金属废水时还可回收废水中重金属。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电絮凝原理示意图。

[0036] 附图标记：

[0037] 1、PLC电器柜，2、直流电源，3、水泵，4、进水管，5、电解槽，6、沉淀槽，7、压力表，8、

隔离板，9、阳极片，10、阴极片，11、进气管，12、曝气盘管，13、过滤格栅，14、出水管的出水

口，15、液位检测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

[0039]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所揭示的一种废水的电絮凝处理设备，分为电控部分

和电解设备部分，电控部分控制电解设备部分的运作，电解设备部分采用电絮凝方法治理

废水或污水。

[0040] 具体地，电控部分主要包括PLC电器柜1和直流电源2，PLC电器柜1控制整个设备的

运行，直流电源2与PLC电器柜1相连，用于提供直流电给电解设备部分。

[0041] 电解设备部分包括水泵3、进水管4、电解槽5、沉淀槽6、出水管(图未示)、盐类调节

设备(图未示)、盐类检测装置(图未示)、PH调节设备(图未示)、PH检测装置(图未示)，水泵3

设置在靠近进水管4的进水口处，用于将废水或污水泵入进水管4内。进水管4内设置有压力

表7，且进水管4与电解槽5相连，废水或污水由水泵3进入进水管4内，经管内的压力表7进入

电解槽5内。

[0042] 电解槽5和沉淀槽6由一个槽体中间的隔离板8分隔而成，即槽体内的一侧为电解

槽5，另一侧为沉淀槽6，隔离板8为镂空状(即设置复数过滤孔)。电解槽5内设置有阳极片9

和阴极片10，阳极片9与直流电源2的正极对应相连，阴极片10与直流电源2的负极对应相

连。在直流电的作用下，对电解槽5内的废水或污水进行电解絮凝。本实施例中，阳极以铝、

铁等金属材质，在直流电的作用下，阳极被溶蚀，产生Al、Fe等离子，再经一系列水解、聚合

及亚铁的氧化过程，发展成为各种羟基络合物、多核羟基络合物以至氢氧化物，使废水中的

胶态杂质、悬浮杂质凝聚沉淀而分离。同时，带电的污染物颗粒在电场中泳动，其部分电荷

被电极中和而促使其脱稳聚沉。具体地，在阳极和阴极之间通以直流电，发生的电极反应如

下：

[0043] 铝阳极

[0044] Al-3e→Al3e+

[0045] 在碱性条件下

[0046] Al3e++3OH-→Al(OH)3

[0047] 在酸性条件下

[0048] Al3e++3H2O→Al(OH)3+3H+

[0049] 铁阳极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5384222 B

5



[0050] Fe-2e→Fe2e+

[0051] 在碱性条件下

[0052] Fe2e++2OH-→Fe(OH)2

[0053] 在酸性条件下

[0054] 4Fe2e++O2+2H2O→4Fe3e++4OH-。

[0055] 电解设备部分还包括进气管11和曝气盘管12，进气管11与电解槽5相连，用于向进

气管11内提供电絮凝反应所需的气体，曝气盘管12设置在电解槽5的底部，主要起到对电解

槽5内溶液进行搅拌的作用，使电絮凝反应完全。

[0056] 隔离板9上设置有过滤格栅13，电解后的水通过过滤格栅13，过滤掉一些体积大的

絮凝体，进入沉淀槽6内。出水管与沉淀槽6相连，在沉淀槽6内废水经沉淀后由出水管的出

水口14排出，进入下一工艺。

[0057] 盐类调节设备用于向电解槽体内按照不同的水质投放相应的盐，它配有相应的盐

类检测装置(图未示)、盐类储存装置(图未示)和盐类分配装置(图未示)，盐类检测装置用

于检测盐类调节设备的投放盐的量是否符合要求，盐类分配装置用于将盐类储存装置内的

盐输送分配给盐类调节设备，盐类储存装置、盐类分配装置及盐类调节设备这三者之间通

过接入口相连。

[0058] PH调节设备用于向电解槽体内投放PH药液(即图1中的酸溶液、碱溶液)，它配有相

应的PH检测装置(图未示)、pH药液分配装置(图未示)，PH检测装置用于检测PH调节设备的

PH投放量是否合格，pH药液分配装置用于将pH药液分配输送给PH调节设备，pH药液分配装

置和PH调节设备之间通过接入口相连。

[0059] 本发明设备还包括絮凝效果检测设备(图未示)，用于检测电絮凝效果是否能达到

设定值，如达不到，则返回进水管4的进水口处循环处理。

[0060] 本发明实施例中，沉淀槽6内设置有与水泵3相连的液位检测装置15，用于检测槽

体内的水位，从而根据水位控制水泵3的启动。作为可替换的，液位检测装置15也可设置在

电解槽5内。

[0061] 本发明采用电絮凝法处理废水，比传统化学混凝法减少投药量1/2，污泥减少1/2

以上，具有非常好的处理效果，且可降低水中盐类，降低废水的电导率，水回收率大大提高。

处理时间短，处理全程＜10分钟。占地面积少，约为生物处理法的1/10～1/20；密闭式处理，

不会产生臭味，以及不影响环境产生。可单独或与传统处理设备串连或并连，或直接搭配改

善现有系统增加其效能以确保处理水质稳定，并符合排放标准。操作及维修简单容易，采用

PLC全自动操作，人力需求少。

[0062] 在水处理效果上，电絮凝对除磷酸盐的效果要优于化学混凝。当Fe2+＞1.6时有很

好的除磷效果，水中磷酸盐的浓度超过可利用的Fe2+的化学计量比时，磷酸盐浓度的下降

呈线性。电絮凝阳极产生的Fe3+可以通过形成FePO4或经基磷酸盐Fe2(OH)(PO4)2沉淀而去

除，Fe3+水解缩聚的絮体对磷的吸咐作用也能除磷，除磷率99.5％以上。对于油脂、固体悬浮

物(SS)等去除效率高。尤其对于难处理的具有独特性的废水，必要时添加电解质，催化剂

等，增加处理效果，如重金属、细菌，病毒，囊孢、色素等。

[0063] 本发明电絮凝设备可广泛地应用在废水处理的多种行业，如电镀废水，洗车废水，

漂染和纺织废水，造纸厂废水，造船厂废水、屠宰场废水，食品和饮料厂废水等。具体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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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废水(含重金属)处理中的应用中，可以克服化学法处理难以解决的问题，不仅能有效

去除电镀废水中重金属离子，而且可以降低水中含盐量，使处理后的水能重复循环使用于

原工序。在染料(高色度)废水处理中的应用中，具有设备小、占地少、运行管理简单、COD去

除率高和脱色效果好等优点。

[0064] 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及技术特征已揭示如上，然而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仍可能基

于本发明的教示及揭示而作种种不背离本发明精神的替换及修饰，因此，本发明保护范围

应不限于实施例所揭示的内容，而应包括各种不背离本发明的替换及修饰，并为本专利申

请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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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5384222 B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