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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及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

素的装置及方法，所述装置包括盛水容器、与盛

水容器相连的蠕动泵、通过管线与蠕动泵相连的

电解池、溢流井、与溢流井连接的循环泵及出料

桶。所述方法是将含雌激素的废水通过蠕动泵流

入电解池的底部填充区，流经扩散板进入到电解

区；雌激素在直流电流作用下在阳极发生聚合反

应被降解；在设定水力停留时间后处理水排出到

溢流井中；溢出部的水进入出料桶，剩余部的水

经循环泵回流至电解池；玻璃碳阳极经过电化学

反应产生臭氧，进行电极再生反应。通过该去除

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及方法可以解决现

阶段存在的处理不彻底、处理时间长、处理成本

高等问题，实现对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有效去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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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其特征是，包括盛水容器、与盛水容器连接

的蠕动泵、通过管线与蠕动泵连接的电解池、与电解池连接的溢流井、与溢流井连接的循环

泵及出料桶，所述电解池包括底部填充区、位于底部填充区上端的电解区，所述底部填充区

与电解区采用扩散板隔开；所述电解区包括阳极隔室、阴极隔室，所述隔室均采用扩散板隔

开；所述阳极隔室内包括阳极，所述阳极外接直流电源，所述阴极隔室内包括阴极，与所述

阳极、直流电源构成闭合回路；所述循环泵经管线连接电解池，所述底部填充区填充玻璃微

珠，所述玻璃微珠直径平均为3  mm，所述阳极隔室内填充玻璃碳颗粒，所述阴极隔室内填充

玻璃微珠，所述阳极材料为玻璃碳，所述阴极材料为铂/钛，所述扩散板为多孔聚四氯乙烯

板，电解池壁的材料为不锈钢，内涂聚四氟乙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溢流井

入口处通过管线连接电解区，所述溢流井包括溢出部、剩余部，所述剩余部出口处通过管线

连接循环泵，所述溢出部出口通过管线连接出料桶。

3.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2任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

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1）含雌激素的废水通过蠕动泵流入电解池的底部填充区，流经扩散板进入到电解区；

（2）在电化学作用下，雌激素在直流电流作用下在阳极发生聚合反应被降解；

（3）在设定水力停留时间后处理水排出到溢流井中；

（4）溢出部的水进入出料桶，剩余部的水经循环泵回流至电解池；

（5）玻璃碳阳极经过电化学反应产生臭氧，40~60天后阳极进行电极再生反应。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直流电流

为0.5  mA或1  mA。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水力停留

时间为180~240  min。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电极再生

反应如下式：

O
  3+e ¯  →O3

¯，O3
 ̄ +H2O→·OH+  OH ¯  +  O2

产生的·OH和阳极表面聚合物发生反应，使聚合物层分解，电极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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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及方法，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雌激素属于内分泌干扰物，包括天然雌激素和人造雌激素。生活污水中的天然雌

激素(包括雌酮(E1)、17β‑雌二醇(E2)等)主要来源于人体和哺乳动物的分泌物，人造雌激

素(17α‑炔雌二醇(EE2))主要来自于更年期治疗药物及避孕药等。因其在污水处理过程中

的浓度相比N/P而言较低，容易被忽略。但近年来，很多研究证明当其浓度达到1ng/L时便会

污染环境。据报道，E2和EE2的浓度范围在0.2～10ng/L时便会对青鳉鱼、斑马鱼和黑头呆鱼

造成生态学影响。由于常规及深度处理能力有限，致使污水厂出水中仍有雌激素存在，这些

剩余的雌激素进入到受纳水体中会对水生生物造成毒害，因此对雌激素的去除需要引起我

们的重视。

[0003] 目前所提出的去除雌激素的方法主要有膜生物反应器、生物膜、活性污泥、吸附、

过滤和酶处理等。但这些方法具有以下一些缺点：处理过程中会将E2转化为雌酮(E1)，导致

污水厂出水中存在较高浓度的E1，生物降解固然好，但是其中也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包括

转化机制的模糊性和降解的不彻底性；处理时间较长：微生物对污染物的降解都是需要一

定周期，且周期较长；处理成本较高：运用生物膜处理，虽然处理效果较好，但是一定处理周

期后对其清洗比较麻烦，并且资金投入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去除的处理

不彻底、处理时间长、处理成本高等缺陷，提供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及方

法，实现对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有效去除。

[0005]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包括盛水容器、与盛水容器

连接的蠕动泵、通过管线与蠕动泵连接的电解池、与电解池连接的溢流井、与溢流井连接的

循环泵及出料桶，所述电解池包括底部填充区、位于底部填充区上端的电解区，所述底部填

充区与电解区采用扩散板隔开；所述电解区包括阳极隔室、阴极隔室，所述隔室均采用扩散

板隔开；所述阳极隔室内包括阳极，所述阳极外接直流电源，所述阴极隔室内包括阴极，与

所述阳极、直流电源构成闭合回路；所述循环泵经管线连接电解池。

[0006] 优选地，所述溢流井入口处通过管线连接电解区，所述溢流井包括溢出部、剩余

部，所述剩余部出口处通过管线连接循环泵，所述溢出部出口通过管线处连接出料桶。

[0007] 优选地，所述底部填充区填充玻璃微珠，所述玻璃微珠直径平均为3mm。

[0008] 优选地，所述阳极隔室内填充玻璃碳颗粒，所述阴极隔室内填充玻璃微珠。

[0009] 优选地，所述阳极材料为玻璃碳，所述阴极材料为铂/钛。

[0010] 优选地，所述扩散板为多孔聚四氯乙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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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利用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

激素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含雌激素的废水通过蠕动泵流入电解池的底部填充区，流经扩散板进入到电

解区；

[0013] (2)在电化学作用下，雌激素在直流电流作用下在阳极发生聚合反应被降解；

[0014] (3)在设定水力停留时间后处理水排出到溢流井中；

[0015] (4)溢出部的水进入出料桶，剩余部的水经循环泵回流至电解池；

[0016] (5)玻璃碳阳极经过电化学反应产生臭氧，40～60天后阳极进行电极再生反应。

[0017] 优选地，所述直流电流为0.5mA或1mA。

[0018] 优选地，所述水力停留时间为180～240min。

[0019] 优选地，所述电极再生反应如下式：

[0020] O3+e
‑
→O3

‑，O3
‑+H2O→HO·+HO‑+O2

[0021] 产生的HO·和阳极表面聚合物发生反应，使聚合物层分解，电极再生。

[0022] 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电化学聚合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解

决了现有技术中的处理不彻底、处理时间长及成本高的问题。电解池壁的材料为不锈钢，内

涂聚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的摩擦系数极低，具有抗酸抗碱、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几乎

不溶于所有的溶剂，因此不会吸附污水中的有机质。电解池底部空间及阴极隔室内填充玻

璃微珠，玻璃微珠具有质轻、低导热、较高的强度、电绝缘性和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等优点，因

此可以起到均匀分散污水的效果，并且在阴极隔室内填充玻璃微珠，借助其电绝缘性以及

玻璃碳颗粒的良好导电性能，使得阳极表面的聚合反应效果更好。底部填充区与电解区间

设置多孔聚四氯乙烯板，使得电解池内液体更加均匀。阳极采用的玻璃碳电极具有导电性

好、化学稳定性高、热胀系数小、质地坚硬、气密性好、电势适用范围宽(约从‑1～1V，相对于

饱和甘汞电极)等优点，并且玻璃碳在电化学产生臭氧过程中的稳定性高、产率较高，因此

可无需外加臭氧或者提高电压来进行电极再生，降低能耗。玻璃碳比表面积大，可以提高雌

激素的去除率。设置回流管道以保证电解池内液体完全混合。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示意图。

[0024] 其中，1盛水容器、2蠕动泵、3电解池、31底部填充区、32电解区、4阳极、5阴极、6扩

散板、7溢流井、71剩余部、72溢出部、8循环泵、9出料桶。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6] 实施例1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包括盛水容器1、与盛水容器1

连接的蠕动泵2、通过管线与蠕动泵2连接的电解池3、与电解池连接的溢流井7、与溢流井连

接的循环泵8及出料桶9。电解池3的池壁材料为不锈钢，不锈钢内涂聚四氟乙烯，电解池包

括底部填充区31、位于底部填充区31上端的电解区32，底部填充区31与电解区32采用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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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6隔开，扩散板6为多孔聚四氯乙烯板。底部填充区31填充玻璃微珠，玻璃微珠直径平均为

3mm。电解区32包括阳极隔室、阴极隔室，隔室均采用扩散板6隔开。阳极隔室内填充玻璃碳

颗粒，阳极隔室内包括阳极4，阳极4的材料为玻璃碳，阳极4外接直流电源。阴极隔室内填充

玻璃微珠，阴极隔室内包括阴极5，阴极5的材料为铂/钛，阴极5与电解液、阳极4、直流电源，

构成闭合回路。溢流井7入口处通过管线连接电解区32，溢流井7包括溢出部72、剩余部71，

剩余部71通过管线连接循环泵8，溢出部72通过管线连接出料桶9，循环泵8经管线连接电解

池3，实现循环使用。

[0028] 下面说明本发明的一种利用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去除污水厂尾水中

雌激素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1)含雌激素的废水通过蠕动泵2流入电解池3的底部填充区31，流经扩散板6进入

到电解区32，电解池内液体总体积为800mL，电解池内电解液为Na2SO4，浓度为10mmol/L；

[0030] (2)在电化学作用下，雌激素分别在0.5mA(处理1μg/L  E1和E2)和1mA(处理1μg/L 

EE2)的直流电流作用下在阳极4发生聚合反应被降解，阳极总表面积为3000cm2；

[0031] (3)180min水力停留时间后处理水排出到溢流井7中；

[0032] (4)溢出部72的水进入出料桶9，剩余部71的经循环泵8回流至电解池3；

[0033] (5)玻璃碳阳极4经过电化学反应产生臭氧，40天后阳极进行电极再生反应，电极

再生反应为：

[0034] O3+e
‑
→O3

‑，O3
‑+H2O→HO·+HO‑+O2

[0035] 产生的HO·和阳极表面聚合物发生反应，使聚合物层分解，电极再生，可以继续去

除雌激素。

[0036] 实施例2

[0037]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使用相同的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的条件下，一种

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1)含雌激素的废水通过蠕动泵2流入电解池3的底部填充区31，流经扩散板6进入

到电解区32，电解池内液体总体积为800mL，电解池内电解液为Na2SO4，浓度为10mmol/L；

[0039] (2)在电化学作用下，雌激素分别在0.5mA(处理1μg/L  E1和E2)和1mA(处理1μg/L 

EE2)的直流电流作用下在阳极4发生聚合反应被降解，阳极总表面积为3000cm2；

[0040] (3)210min水力停留时间后处理水排出到溢流井7中；

[0041] (4)溢出部72的水进入出料桶9，剩余部71的经循环泵8回流至电解池3；

[0042] (5)玻璃碳阳极4经过电化学反应产生臭氧，50天后阳极进行电极再生反应，电极

再生反应为：

[0043] O3+e
‑
→O3

‑，O3
‑+H2O→HO·+HO‑+O2

[0044] 产生的HO·和阳极表面聚合物发生反应，使聚合物层分解，电极再生，可以继续去

除雌激素。

[0045] 实施例3

[0046] 在实施例2的基础上，使用相同的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装置的条件下，一种

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7] (1)含雌激素的废水通过蠕动泵2流入电解池3的底部填充区31，流经扩散板6进入

到电解区32，电解池内液体总体积为800mL，电解池内电解液为Na2SO4，浓度为10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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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2)在电化学作用下，雌激素分别在0.5mA(处理1μg/L  E1和E2)和1mA(处理1μg/L 

EE2)的直流电流作用下在阳极4发生聚合反应被降解，阳极总表面积为3000cm2；

[0049] (3)240min水力停留时间后处理水排出到溢流井7中；

[0050] (4)溢出部72的水进入出料桶9，剩余部71的经循环泵8回流至电解池3；

[0051] (5)玻璃碳阳极4经过电化学反应产生臭氧，60天后阳极进行电极再生反应，电极

再生反应为：

[0052] O3+e
‑
→O3

‑，O3
‑+H2O→HO·+HO‑+O2

[0053] 产生的HO·和阳极表面聚合物发生反应，使聚合物层分解，电极再生，可以继续去

除雌激素。

[0054] 本发明通过电化学聚合去除污水厂尾水中雌激素，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的处理不彻

底、处理时间长及成本高的问题。电解池壁的材料为不锈钢，内涂聚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

的摩擦系数极低，具有抗酸抗碱、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几乎不溶于所有的溶剂，因此不

会吸附污水中的有机质。电解池底部空间及阴极隔室内填充玻璃微珠，玻璃微珠具有质轻、

低导热、较高的强度、电绝缘性和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等优点，因此可以起到均匀分散污水的

效果，并且在阴极隔室内填充玻璃微珠，借助其电绝缘性以及玻璃碳颗粒的良好导电性能，

使得阳极表面的聚合反应效果更好。底部填充区与电解区间设置多孔聚四氯乙烯板，使得

电解池内液体更加均匀。阳极采用的玻璃碳电极具有导电性好、化学稳定性高、热胀系数

小、质地坚硬、气密性好、电势适用范围宽(约从‑1～1V，相对于饱和甘汞电极)等优点，并且

玻璃碳在电化学产生臭氧过程中的稳定性高、产率较高，因此可无需外加臭氧或者提高电

压来进行电极再生，降低能耗。玻璃碳比表面积大，可以提高雌激素的去除率。设置回流管

道以保证电解池内液体完全混合。

[0055]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形，这些改进和变形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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