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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

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前处理、预氧化、催化氧化和

固液分离，具体包括以下步骤：废水进行前处理

去除较大的悬浮颗粒物，经过前处理的废水与氧

化剂混合，在紫外光下进行预氧化处理；经过预

氧化处理的废水与磁性催化剂颗粒混合，从催化

反应器内下部进水口进入催化氧化器内，废水在

底部叶轮的推动下螺旋前进，在紫外光下在进行

催化氧化处理；经催化氧化处理后的出水进入固

液分离器，固液分离器通过磁场作用使磁性催化

剂颗粒从中水中分离出来；被分离出的磁性催化

剂颗粒回用进入下一次催化氧化循环。本发明方

法操作简单，处理量大，催化效率高，催化剂回收

率大，实现了高效，连续的处理含络合有机物废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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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前处理、预氧化、催化氧

化和固液分离，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废水进行前处理去除较大的悬浮颗粒物，经过前处理的废水与氧化剂混合，在紫

外光照下进行预氧化处理；

(2)、经过预氧化处理的废水与磁性催化剂颗粒混合，从催化反应器内下部进水口进入

催化氧化器内，废水在底部叶轮的推动下螺旋前进，在紫外光照下在进行催化氧化处理；其

中，所述磁性催化剂颗粒包含金属氧化物和光催化剂，所述金属氧化物和光催化剂的摩尔

比为1～4:1，所述金属氧化物为含铁或锰的金属氧化物，所述光催化剂为TiO2、ZnO或Bi2O3；

所述磁性催化剂颗粒的光吸收范围为150～650纳米；所述紫外光的主波长应不大于265纳

米；所述催化氧化装置内壁涂覆有反光层；叶轮转速80～100r/min；

(3)、经催化氧化处理后的中水进入固液分离器，固液分离器通过磁场作用使磁性催化

剂颗粒从出水中分离出来；被分离出的磁性催化剂颗粒回用进入下一次催化氧化循环；处

理后的出水进入下一单元；最终实现不间断生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

前处理包括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前处理后的废水其浊度小于40个NTU。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

氧化剂是双氧水、臭氧或二氧化氯；所述氧化剂与废水CODcr的质量比为0.5～3.5：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剂与废

水CODcr的质量比为2.1：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

紫外光的主波长应不大于265纳米；废水与氧化剂混合后，在紫外光照下的接触时间为1～5

分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每升

废水中投加0.1～0.5g磁性催化剂颗粒。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每升废水中投加

0.25g磁性催化剂颗粒。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废水

与磁性光催化剂颗粒混合后在紫外光照下接触时间为2～6分钟。

9.一种用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预氧化系统、催化氧化系

统和固液分离系统；所述的预氧化系统包括第一加药箱、第一加药泵、管道混合器、氧化反

应器；所述催化氧化系统包括第二加药箱、第二加药泵、催化氧化反应器；所述固液分离系

统包括固液分离器；所述第一加药箱经第一加药泵与设在管道混合器进水端的主管道连

接，通过第一加药泵控制氧化剂的投加量，所述管道混合器的出水端与氧化反应器下部的

进水口连接，所述氧化反应器内设有第一光源，氧化反应器上部的出水口与所述催化氧化

系统中催化氧化反应器下部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二加药箱经第二加药泵与催化氧化反应

器进水口端的主管道连接，催化氧化反应器内设有第二光源，第二光源的下方设有叶轮，催

化氧化反应器内壁涂覆反光层，所述催化氧化反应器上部的出水口与固液分离系统中固液

分离器中部的进口连接，所述固液分离器带有磁性阀门，固液分离器顶部的固体出口与第

二加药箱的进口连接，固液分离器底部设有液体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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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混

合器是文丘里管。

11.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光

源由至少两根紫外灯管构成，紫外灯管排布方式对称；

所述第二光源由至少两根紫外灯管构成，紫外灯管排布方式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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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废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去除电镀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

法，具体涉及一种电镀或化镀废水中难处理络合有机添加剂的去除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般电镀以及化镀废水中均含有多种有机添加剂，这类有机添加剂可生化性较

弱，通常会与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形成性质更加稳定的络合物。由于金属有机络合物溶解

性大、毒性强，处理不当极易造成重金属离子和COD的二次污染。在常规处理方法中，生物法

所需停留时间长、降解效果不稳定、难以实现对该类废水的彻底处理，而且产生的大量有害

污泥需另行处置，增加了运行成本。而传统的物化法(吸附法、混凝法、膜分离法)则存在工

艺流程复杂、费用较高、处理不彻底等问题。近年来，一种新兴的处理技术，高级氧化技术的

出现，给电镀及化镀废水中络合有机污染物的无害化处理带来了希望。高级氧化技术包括

臭氧氧化、双氧水氧化、氯气氧化和光催化氧化等技术。其原理是利用氧化剂的超强氧化能

力逐级破坏有机络合物的分子结构，使其最终分解为H2O、CO2及无机盐，同时释放出重金属

离子，从而达到破络的目的。在众多高级氧化技术中，光催化氧化的活性中间体是氧化能力

仅次于氟的羟基自由基(·OH)，其出色的氧化能力以及该技术所具有的高效、廉价、易于操

控的特性，备受各国关注，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目光。

[0003] 目前，光催化氧化技术应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高效光催化反应器的研究与设计，

其核心问题是催化剂活性的最优化。根据催化剂在反应器中的存在形式，光反应器可分为

固定式和悬浮式两大类，前者是借助特殊的手段，例如薄膜化，使催化剂固定在反应器中发

挥作用；后者则直接让催化剂与废水混合，反应结束后再经过滤或沉降将催化剂分离。为了

实现催化活性的最优化，催化剂必需同污染物充分接触，这即要求催化剂有较大的接触面

积，又要有足够长的接触时间，以及高效的多相分离手段。然而，面对成分复杂的电镀与化

镀废水的处理，传统的固定式和悬浮式光反应器已经很难胜任。固定式光反应器中催化剂

同废水的接触面积小，易污染和脱落，设备制造困难；悬浮式光反应器中，催化剂是处于悬

浮状态的，接触面积大，但催化剂的分离效率低，可再生性差，采用膜技术进行分离时，易出

现堵膜等现象，难以实现连续生产。这些问题都严重制约了光催化氧化技术在电镀与化镀

废水处理中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固定式和悬浮式光催化反应器的缺陷，

提出一种连续式光催化处理含络合有机物废水的方法和装置，使其具备处理效率高、流量

大、操作简单连续的优点，更好的解决催化剂回收的难题，并使其成为电镀及化镀废水中络

合有机物无害化处理的实用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前处理、预氧化、催化氧化和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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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废水进行前处理去除较大的悬浮颗粒物，经过前处理的废水与氧化剂混合，

在紫外光照下进行预氧化处理；

[0008] (2)、经过预氧化处理的废水与磁性催化剂颗粒混合，从催化反应器内下部进水口

进入催化氧化器内，废水在底部叶轮的推动下螺旋前进，在紫外光照下在进行催化氧化处

理；

[0009] (3)、经催化氧化处理后的出水进入固液分离器，固液分离器通过磁场作用使磁性

催化剂颗粒从中水中分离出来；被分离出的磁性催化剂颗粒回用进入下一次催化氧化循

环；处理后的出水进入下一单元；最终实现不间断生产。

[0010] 步骤(1)中，所述废水是含有络合有机物的电镀或化镀废水，或其它含络合有机物

的工业废水。

[0011] 所述前处理包括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前处理后的废水其浊度小于40个NTU，浊

度越低对后续处理的影响越小。其中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是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经过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后确保废水的浊度小于40个NTU。

[0012] 所述氧化剂是双氧水、臭氧、二氧化氯或其它具有较强氧化能力的氧化剂。所述氧

化剂的用量由废水中CODcr的值确定，氧化剂与CODcr的质量比为0.5～3.5:1，其中当两者

的质量比为2.1:1时处理效果最佳。其中本发明中氧化剂的用量以氧化剂的有效成分的用

量计，比如双氧水作为氧化剂时，氧化剂与CODcr的质量比就是指双氧水中溶质H2O2与 

CODcr的质量比。

[0013] 所述紫外光的主波长应不大于265纳米；所述预氧化处理过程，废水与氧化剂混合

后，在紫外光照的接触时间为1～5分钟。

[0014] 所述紫外光由紫外灯管发出，紫外灯管的数量2～4支，单支紫外灯管输出功率不

低于  8瓦。所述紫外灯管排布方式对称，灯管与灯管间的间距满足最大辐照比。紫外光可以

提高氧化剂的氧化能力。

[0015] 步骤(1)的具体操作为：废水进行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浊度

小于40个NTU，经过前处理的废水与氧化剂在管道混合器中混合均匀，随后送入氧化反应器

经第一光源的紫外光辐照1～5分钟发生氧化反应，进行预氧化处理。

[0016] 步骤(2)中，所述磁性催化剂颗粒是具有磁性的光催化剂，磁性催化剂颗粒包含具

备磁性功能的磁性金属氧化物和具备催化功能的光催化剂，所述磁性金属氧化物和光催化

剂的摩尔比为1～4:1，所述磁性催化剂颗粒的光吸收范围为150～650纳米。

[0017] 所述磁性功能由含铁或锰等的磁性金属氧化物产生，例如Fe3O4；所述催化功能由

具有紫外光或可见光活性的光催化剂产生，例如TiO2、ZnO、Bi2O3等。所述的磁性催化剂颗粒

可以是磁性壳核光催化剂TiO2@Fe3O4。

[0018] 每升废水中投加0.1～0.5g磁性催化剂，优选为0.25g。具体操作时：将磁性催化剂

颗粒在水中呈分散状态，溶液浓度为100g/L，以溶液的方式由加药泵进行投加，投加量为 

1000L废水(废水密度以1g/cm3计，1000L废水相当于1吨)1～5L，其中投加量为2.5  L/1000L

时效果最佳。

[0019] 所述催化氧化反应器内在光源下部设有叶轮；所述催化氧化装置内壁涂覆有反光

层，以有效减少光的透射损失。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5461145 B

5



[0020] 所述紫外光的主波长应不大于265纳米；所述紫外光由紫外灯管发出，紫外灯管数

量  2～6支，单支紫外线输出功率不低于8瓦。所述光源排布方式对称，灯管与灯管间的间距

满足最大辐照比。所述催化氧化处理过程，废水与磁性光催化剂混合后在紫外光照射下接

触时间为2～6分钟。

[0021] 步骤(2)的具体操作为：经过预氧化处理的废水与磁性催化剂颗粒混合，废水以5

～15  L/min流量从催化反应器内下部进水口进入催化氧化器内，叶轮转速80～100r/min，

废水在叶轮的推动下螺旋前进，紫外灯管发出紫外光，废水在经反光层多重反射后的紫外

光辐照  2～6分钟进行催化氧化处理。

[0022]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系统，包括预氧化

系统、催化氧化系统和固液分离系统；所述的预氧化系统包括第一加药箱1、第一加药泵2、

管道混合器3、氧化反应器4；所述催化氧化系统包括第二加药箱6、第二加药泵7、催化氧化

反应器8；所述固液分离系统包括固液分离器10；所述第一加药箱1经第一加药泵2与设在管

道混合器3进水端的主管道连接，通过第一加药泵2控制氧化剂的投加量，所述管道混合器 

3的出水端与氧化反应器4下部的进水口连接，所述氧化反应器4内设有第一光源5，氧化反

应器4上部的出水口与所述催化氧化系统中催化氧化反应器8下部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二

加药箱6经第二加药泵7与催化氧化反应器8进水口端的主管道连接，通过第二加药泵7  控

制催化剂的投加量，催化氧化反应器8内设有第二光源9，第二光源9的下方设有叶轮  11，催

化氧化反应器8内壁涂覆反光层用于反射来自第二光源9的光线，所述催化氧化反应器8上

部的出水口与固液分离系统中固液分离器10中部的进口连接，所述固液分离器10带有磁性

阀门，固液分离器10顶部的固体出口与第二加药箱6的进口连接，固液分离器10底部设有液

体出口。

[0023] 所述管道混合器3是文丘里管。

[0024] 所述氧化反应器4呈圆柱状或长方体，一端进水异端出水，进出水方向与柱体垂

直。

[0025] 所述第一光源5由至少两根紫外灯管构成，紫外灯管排布方式对称，灯管与灯管间

的间距满足最大辐照比；紫外灯管数量优选为2～4支，单支紫外线输出功率不低于8瓦；紫

外光的主波长应不大于265纳米。

[0026] 所述催化氧化反应器8呈圆柱状或长方体，一端进水异端出水，进出水方向与柱体

垂直。

[0027] 所述第二光源9由至少两根紫外灯管构成，紫外灯管排布方式对称，灯管与灯管间

的间距满足最大辐照比。紫外灯管数量优选为2～6支，单支紫外线输出功率不低于8瓦。紫

外光的主波长应不大于265纳米。

[0028] 所述反光层为镜面反光材料，以反射来自第二光源的光线，镜面反光材料可以是

镜面铝，锡铂纸，也可以是纳米反光涂层，反光材料对光的全反射率不低于95％。

[0029] 所述叶轮11设有四片叶片，其旋转方向与来水方向一致；所述叶轮11通过独立的

电机进行控制，电机转速可通过转速开关进行调节。

[0030] 所述固液分离器10带有磁性阀门，通过磁场进行催化剂的回收，其回收率可通过

调节磁场强度实现。

[0031]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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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发明方法采用三个功能独立、结构统一的处理单元“预氧化、催化氧化、固液分

离”处理络合有机物废水，相比于传统的一体式光催化反应器，真正实现了高效，连续的处

理含络合有机物废水，尤其是电镀与化镀废水，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去除率均达到了87％

以上。

[0033] 本发明的预氧化处理单元可降低废水对后续催化氧化单元的冲击，降低废水中络

合有机物对磁性催化剂的毒化作用，显著提高后续磁性催化剂的催化效率和耐久性。

[0034] 本发明的催化氧化单元采用叶轮进行流体推进，在叶轮的推动下废水围绕按特定

方式排列的光源流动，相比于传统光催化反应器直流的进水方式，可增加废水与光源的接

触时间，进而提高催化剂的催化效率。

[0035] 本发明的固液分离单元采用磁力可调的磁场进行催化剂回收，相比于传统固定式

光催化反应器，可大大降低反应器的制造成本；相比于膜分离悬浮光反应器，可完全摆脱膜

分离过程中催化剂对膜的堵塞，提高催化剂的利用率，降低操作难度。

[0036] 本发明的去除电镀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和装置，操作简单，处理量大，催化效

率高，催化剂回收率可达到99％，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体与其它水处理技术配合使用，最

终实现废水的零排放。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8] 图2是本发明用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是本发明的叶轮11 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2中，1-第一加药箱，2-第一加药泵，3-管道混合器，4-氧化反应器，5-第一光源，

6-  第二加药箱，7-第二加药泵，8-催化氧化反应器，9-第二光源，10-固液分离器，11-叶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进行详细的描述。

[0042] 如图2和图3所示，一种用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系统，包括预氧化系统、催化

氧化系统和固液分离系统；所述的预氧化系统包括第一加药箱1、第一加药泵2、管道混合器 

3、氧化反应器4；所述催化氧化系统包括第二加药箱6、第二加药泵7、催化氧化反应器  8；所

述固液分离系统包括固液分离器10；所述第一加药箱1经第一加药泵2与设在管道混合器3

进水端的主管道连接，通过第一加药泵2控制氧化剂的投加量，所述管道混合器3的出水端

与氧化反应器4下部的进水口连接，所述氧化反应器4内设有第一光源5，氧化反应器4上部

的出水口与所述催化氧化系统中催化氧化反应器8下部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第二加药箱6经

第二加药泵7与催化氧化反应器8进水口端的主管道连接，通过第二加药泵7控制催化剂的

投加量，催化氧化反应器8内设有第二光源9，第二光源9的下方设有叶轮11，催化氧化反应

器8内壁涂覆反光层用于反射来自第二光源9的光线，所述催化氧化反应器8上部的出水口

与固液分离系统中固液分离器10中部的进口连接，固液分离器10顶部的固体出口与第二加

药箱6的进口连接，固液分离器10底部设有液体出口。

[0043] 所述氧化反应器4和催化氧化反应器8均是立式反应器，下端进水上端出水。

[0044] 所述氧化反应器4内固定有第一光源5，第一光源5由3根功率为14W的紫外灯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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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紫外灯管呈三角形排布，其主波长为265纳米。

[0045] 所述第二加药箱6具有搅拌功能。

[0046] 所述催化氧化反应器8内固定有第二光源9；所述第二光源9光源由4根功率为14W 

的紫外灯组成，并呈矩形分布，其主波长为265纳米。

[0047] 所述固液分离器10带有磁性阀门，中间进水，分离出水经下端出口排出，磁性催化

剂经上端出口回到加药箱6，完成一次循环。

[0048] 实施例1

[0049] 如图1流程，结合图2和图3的装置说明去除废水中络合有机物的方法。

[0050] 经过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去除高浓度电镀废水中较大悬浮颗粒物，处理后的废

水浊度小于40个NTU，主要络合有机物EDTA和CODcr的含量分别为1679和2830ppm；废水与第

一加药箱1中经加药泵2泵入的浓度为30％的双氧水进行接触，质量投加比(以  H2O2计)为

1.6倍的CODcr，并在管道混合器3中混合均匀，随后送入氧化反应器4经第一光源5的辐照发

生氧化反应，废水中的络合有机物发生首次氧化分解；废水的进水流量为  10L/min，接触时

间为3min，氧化后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分别为966和1754  ppm。

[0051] 经过预氧化处理后的废水与第二加药箱6中经加药泵7泵入的浓度为100g/L的磁

性壳核光催化剂TiO2@Fe3O4(催化剂中TiO2与Fe3O4的摩尔比为1:4)溶液混合，进入催化氧化

反应器8，在催化氧化反应器8中，废水随叶轮11绕第二光源9流动，在第二光源9的激发下

TiO2@Fe3O4发生催化氧化反应；此时废水的流量为10L/min，TiO2@Fe3O4投加量为2.25L/h，叶

轮11的转速为90r/min，经过5min的催化氧化，废水中的有机物络合物得到进一步分解，经

催化氧化后中水中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分别降为211和342  ppm。

[0052] 处理过后的中水进入固液分离器10，在磁力作用下，磁性壳核光催化剂TiO2@Fe3O4

颗粒被截流并经固液分离器10顶部管道重新回到第二加药箱6；此时磁性壳核光催化剂 

TiO2@Fe3O4的回收率接近99％；分离后的出水从固液分离器10底部离开装置并进入下一处

理单元，各项指标达标后可回用或直接排放。

[0053] 实施例2

[0054] 经过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去除低浓度化镀废水中较大悬浮颗粒物，处理后的废

水浊度小于40个NTU，主要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为405和721ppm。

[0055] 其他处理条件均与实施例1相同，经过前处理、预氧化处理和催化氧化后的络合有

机物和CODcr的含量见表1。

[0056] 实施例3

[0057] 氧化剂采用浓度为30％的双氧水，氧化剂质量投加比(以H2O2计)为2.1倍的CODcr；

废水的流量为10L/min，TiO2@Fe3O4投加量为1.5L/h。废水来源和其他处理条件均与实施例1

相同。经过前处理、预氧化处理和催化氧化后的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变化见表1。

[0058] 表1不同浓度含络合有机物的废水处理前后CODcr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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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对比例1

[0061] 实验装置与流程均与实施例1相同，经过混凝沉淀、超滤和微滤去除高浓度电镀废

水中较大悬浮颗粒物，处理后的废水浊度小于40个NTU，主要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分

别为1679和2830ppm；废水与第一加药箱1中经加药泵2泵入的浓度为30％的H2O2进行接触，

质量投加比为1.6倍的CODcr，并在管道混合器3中混合均匀，随后送入氧化反应器  4，废水

的进水流量为10L/min；第一光源5未开启，废水与H2O2在氧化反应器4中发生预氧化反应，接

触时间为3min，氧化后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为1620和2809ppm；经过预氧化处理后的

废水进入催化氧化处理段，所用磁性壳核光催化剂TiO2@Fe3O4的浓度、投加量与实施例1相

同；废水流量、光源构成和功率、叶轮转速均与实施例1相同；经过5  min的催化氧化，废水中

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分别降为937和1546ppm；处理过后的中水进入固液分离器10，在

磁力作用下，磁性TiO2@Fe3O4颗粒被截流并经分离器11顶部管道重新回到第二加药箱6，分

离后的出水从固液分离器10底部离开装置并进入下一处理单元。

[0062] 对比例2

[0063] 实验装置与流程均与实施例1中相同，经过沉淀和过滤去除较大悬浮颗粒物后，废

水中的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为1679和2830ppm；废水与第一加药箱1中经加药泵2泵入

的浓度为30％的H2O2进行接触，质量投加比为1.6倍的CODcr，并在管道混合器3中混合均匀，

随后送入氧化反应器4，废水的进水流量为10L/min；开启第一光源5，废水与H2O2经光源5辐

照，在氧化反应器4中发生预氧化反应，接触氧化时间为3min，氧化后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

含量为945和1702ppm；经过预氧化处理后的废水进入催化氧化处理段，所用磁性壳核光催

化剂TiO2@Fe3O4的浓度、投加量与实施例1相同；废水流量、光源构成和功率均与实施例1相

同；叶轮11未开启，废水与光催化剂TiO2@Fe3O4混合后在紫外光照射下接触氧化时间减为

3min，废水中络合有机物和CODcr的含量分别降为561和983  ppm；处理过后的中水进入固液

分离器10，在磁力作用下，磁性TiO2@Fe3O4颗粒被截流并经分离器11顶部管道重新回到第二

加药箱6，分离后的出水从固液分离器10底部离开装置并进入下一处理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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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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