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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属于废水处理领域；
该装置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
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之间
设置有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 ；
所述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包括直流电极板
和三维电 极网 ；
直流电 极板设置在三维电 极网
内；
所述直流电极板包括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与
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
同反应净化区包括紫外灯、
超声波发生器和催化
剂附着网 ；
本发明集电催化、超声降解和光催化
降解于一体，
能够很好的满足工业废水中盐份及
有机污染物高效去除的要求，
达到降低占地、提
升出水水质、
降低成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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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包括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紫外
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和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结构相同；
所述高
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之间设置有紫外光催化/超声
协同反应净化区；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包括直流电极板和三维电极网(4) ；
直流电极板设
置在三维电极网(4)内；
所述直流电极板包括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2)与直流电极板阳极网
板(3)；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包括紫外灯管(9)、
超声波发生器(16)和催化剂
附着网(10)；
所述催化剂附着网(10)上设置有催化剂。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
协同反应净化区为锥形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
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的下部与水平面呈30～45 °
。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
协同反应净化区下端面上设置有穿孔曝气管(14)。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
除污反应区还包括进水管(1)、
排泥口(7)和透水孔(8) ；
经过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处理过的污水从所述透水孔(8)进入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
协同反应净化区设置有溢流堰(11) ；
经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处理过的废水从
所述溢流堰(11)进入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
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的下端还设置有滤头(5)和滤板(6) ；
所述滤板
(6)上设置有滤头(5)。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负荷电催化脱盐
除污反应区还设置有出水管(12)。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三维电极网(4)的
填充量均占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体积的50％70％，
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2)与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3)之间的电压设置为10-20V ,间距
设置为10-15cm。
10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剂附 着网
(10)与紫外灯管(9)间距为8～15cm，
紫外灯管(9)功率为60w，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16)的可
调超声功率在0-1kW之间，
超声频率为40K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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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涉及到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工业的不断发展，
环境污染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水体中的污染物，
尤其是工业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种类多，
浓度高、
难降解、
危害
大。一些行业，
如海产品、奶制品加工、
印染、造纸、制药、化工和农药等，
在生产过程中排放
大量含高浓度无机盐类(主要为氯化钠和硫酸盐等)的有机废水。在中国，
石油开采、化工、
制药等行业是主要工业部门，
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排放的废水往往含有高浓度的
可溶性无机盐和难降解或有毒的有机物，
且其排放量呈急剧增长的趋势，
这给中国的生态
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0003] 高盐度废水的处理一直是化工、
环保领域的难点。在各种化工生产中，
经常会产生
含有大量氯化钠组分的高盐度的废水，
组成成分相对复杂，
除了近饱和的盐(氯化钠)以外，
还会有一些有机杂质、溶解性产物、
以及副产物等，
使得多数常规的净化过程都无能为力。
一般而言，
高盐度的废水只能采用蒸馏的方式进行处理，
需要消耗大量的高品位能源(过热
蒸汽) ，
而且对设备的要求也非常高，
投资、
运行成本都居高不下。
因此，
采用低能耗、
设备要
求不高的方法进行高盐度废水的处理及预处理，
在化工、
环保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为解决现有废水处理装置反应时间长、
处理效率低、
处理对象单一、
占地面
积大、运行成本高的缺点，
设计一种反应时间短、
处理效果好、
处理对象多、
占地面积小、运
行成本低的废水处理一体化装置。
[0005] 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包括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紫外光催化/超
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和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0006]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结构相同；
所
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之间设置有紫外光催化/
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
[0007]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包括直流电极板和三维电极网；
直流电极板设
置在三维电极网内；
所述直流电极板包括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与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
[0008]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包括紫外灯管、
超声波发生器和催化剂附
着网；
所述催化剂附着网上设置有催化剂，
催化剂在紫外灯管的辐照下对污水中的有机物
进行催化。
[0009] 进一步的，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为锥形结构。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的
下部与水平面呈30～45 °
。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下端设置有穿孔曝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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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还包括进水管、
排泥口和透水孔；
经
过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处理过的污水从所述透水孔进入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
化区。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设置有溢流堰；
经紫外光催化/
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处理过的废水从所述溢流堰进入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0014] 进一步的，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的
下端还设置有滤头和滤板；
所述滤板上设置有滤头。
[0015] 进一步的，
所述穿孔曝气管与进气管连接。
[0016] 进一步的，
所述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还设置有出水管。
[0017] 进一步的，
所述三维电极网的占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
盐除污反应区体积的50％-70％，
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与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之间的电压
设置为10-20V，
间距设置为10-15cm。
[0018] 进一步的，
所述催化剂附着网与紫外灯管间距为8～15cm，
紫外灯管功率为60w。
[0019] 进一步的，
所述超声波发生器的可调超声功率在0-1kW之间，
超声频率为40KHz。
[0020] 有益效果：
[0021] 1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C下部分别设
有30～45度斜板，
该斜板可有效聚集超声波发生器所产生的空化气泡，
避免其迅速溢出水
面，
提高了对有机物的降解效率。
[0022] 2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中，
在滤板以及滤头下部设有缓冲区域，
可减缓
水流速度，
促进污泥的沉积，
有利于污泥排除。
[0023] 3 .通过将气体通过进气管通入穿孔曝气管，
使得气体以气泡的形式溢出到污水
中，
增加了污染物质与催化剂附着网之间的传质速率，
提高了污水的净化率。
[0024] 4 .超声波发生器的设置，
既可以利用其所产生的空化效应声解有机物，
又起到增
加传质速率的作用。
[0025] 5 .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协同处理方法与装置集电催化、
声解和光催化降解于一体，
可通过合理调整尺寸和相关参数，
以满足目标废水污染物种类多、
水质变化大的要求，
达到
处理快速、
出水水质好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涉及到的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如下：
[0028] A、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B、UV/US(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
C、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1、
进水管，
2、
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
3、
直流电极板阳极网
板，
4、
三维电极网，
5、
滤头，
6、
滤板，
7、
排泥管，
8、
透水孔，
9、
紫外灯管组，
10、
催化剂附着网，
11、
溢流堰，
12、
出水管，
13、
进气管，
14、
穿孔曝气管，
15、
放空管，
16、
超声波发生器，
17、
控制
面板，
18、
超声波频率调节旋钮，
19、
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了解，
下面结合附图1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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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包括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紫外光催化/超
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和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整个装置依靠于支撑19水平放置于地
面；
[0031]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结构相同；
所
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之间设置有紫外光催化/
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
[0032]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包括直流电极板和三维电极网4；
直流电极板
设置在三维电极网4内；
所述直流电极板包括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2与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
3；
[0033]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包括紫外灯管9、
超声波发生器16和催化剂
附着网10；
所述催化剂附着网10上设置有催化剂，
催化剂在紫外灯管9的辐照下对污水中的
有机物进行催化。超声波发生器的设置，
既可以利用其所产生的空化效应声解有机物，
又起
到增加传质速率的作用。
[0034]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为锥形结构。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
反应区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的下部与水平面呈30～45 °
。所述紫外光催化/超声
协同反应净化区下端设置有穿孔曝气管14。通过将气体通过进气管通入穿孔曝气管，
使得
气体以气泡的形式溢出到污水中，
增加了污染物质与催化剂附着网之间的传质速率，
提高
了污水的净化率。
[0035] 所述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还包括进水管1、
排泥口7和透水孔8；
经过电催
化脱盐除污反应区处理过的污水从所述透水孔8进入到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
[0036] 结合附图1所示，
一种高盐有机废水处理装置，
包括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A、
UV/US(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B和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C，
其中装置
两侧为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C，
装置中部为UV/
US(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B。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与低负荷电催化
脱盐除污反应区C为上宽下窄的漏斗形结构，
UV/US(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B为
梯形结构。
[0037]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C包括进水管1、
出水管12、
排泥管7、
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2、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3、三维电极网4、
滤板5以
及滤头6；
进水管1在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外壁上部，
通过高压水泵进污水，
直流
电极板阴极网板2、
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3设置于装置顶端两侧，
阴极材质为不锈钢，
阳极材
质为钛板，
直流电极板阴极网板2、
直流电极板阳极网板3分别连于直流电的正负两极，
根据
废水含盐量的不同，
电极电压设置为10-20V，
极板间距设置为10-15cm，
电催化时间控制在
0 .5-1h，
三维电极网4的引入极大提高了传质与反应面积，
其填充量占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
污反应区A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C体积的50％-70％；
经过初步处理的废水经滤
板6上进入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下部，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底端设有
排泥管7，
经沉淀排出水中污泥；
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与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
反应区C下部分别设有30～45 °
斜板，
可有效聚集超声波发生器16所产生的空化气泡，
避免
其迅速溢出水面，
提高了对有机物的降解效率。
[0038] 污水进入高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A底部中空区域缓冲后，
由底部透水孔8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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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UV/US(紫外光催化/超声)协同反应净化区B，
在超声和紫外灯的作用下，
对有机污染物进
行耦合降解，
超声的存在不仅仅可以促进有机物的声解，
更增加了污染物质和催化剂附着
网10之间的传质速率，
提高了降解效率，
紫外灯管9和催化剂附着网10均设于装置顶部，
紫
外灯管9和催化剂附着网10交错均匀排列，
催化剂附着网10与紫外灯管9之间的间距为815cm，
单个紫外灯管9功率为60W，
催化剂附着网10由纳米TiO2颗粒负载在钢丝网上制得。超
声波发生器16集成在装置底部，
其上有控制面板17和超声波频率调节旋钮18，
可调超声功
率在0-1kW之间，
超声频率为40KHz。穿孔曝气管14设置于距装置底部5-10cm处，
可根据有机
污染物浓度决定穿孔曝气管14的曝气程度和超声波发生器16的工作频率，
穿孔曝气管14连
接有放空管15，
可排除穿孔曝气管14中危害正常运行和维护保养的介质，
以确保曝气系统
持久可靠、
稳定运行。调节相关参数，
使得反应0 .5-1h后，
废水液面到达溢流堰11高度，
从溢
流堰11流入低负荷电催化脱盐除污反应区。
[0039] 所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优选的实施方式，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
在不
背离本发明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
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做出的任何显而易见的改进、替换
或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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