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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装置领域，
具体的
该装置
说是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采用催化还原技术，
利用附着纳米催化剂的反渗
透结构膜处理单元，
层叠构成膜处理装置，
将氢
气与含硝酸盐氮的废水充分氧化还原反应，
生成
无污染的氮气，
且膜处理装置通过采用低进高出
的进出水结构，
使装置适用于大规模应用，
同时
保证氢气与废水充分接触，
延长反应时间，
有效
提高废水中氮的去除效率。

说明书3页

附图2页

CN 211471036 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1 .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包括废水池、水泵、气体混合器、氢气发生器和
出水池，
所述废水池、所述水泵、所述气体混合器和所述出水池通过液体管道依次串联连
通，
所述氢气发生器并排连通在所述气体混合器上，
其特征为：
还包括膜处理装置，
所述膜
处理装置串联在所述气体混合器和所述出水池之间，
所述膜处理装置包括多组膜处理单
元，
所述膜处理单元沿竖直方向层叠放置，
所述膜处理装置一侧壁对应最低层膜处理单元
处设置第一进水口，
所述膜处理装置另一侧壁对应最高层膜处理单元处设置第一出水口。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其特征为：
所述膜处理单
元包括膜组件、膜壳和膜连接件，
所述膜壳为中空的圆柱形腔体，
其一端设置第二进水口，
另一端设置第二出水口，
所述第二进水口连通第一进水口，
第二出水口连通第一出水口；
所
述膜组件通过膜连接件串联连接，
固定于膜壳内部。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其特征为：
所述膜组件包
括膜和中心管道，
所述中心管道上设置若干个通孔，
所述膜采用碳纤维布，
所述碳纤维布附
着纳米催化剂，
所述膜环绕所述中心管道卷绕多层形成反渗透结构。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其特征为：
所述纳米催化
剂采用Pd-Cu双金属催化剂。
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其特征为：
所述膜组件与
所述膜壳的第二出水口连通，
所述第二进水口连通所述膜壳的腔体。
6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其特征为：
所述膜组件与
所述膜壳的第二进水口连通，
所述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膜壳的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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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装置领域，
具体的说是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中的硝酸盐是在有氧环境下，
各种形态的含氮化合物中最稳定的氮化合物，
亦
是含氮有机物经无机化作用最终阶段的分解产物。硝酸盐本身毒性很低，
但是它进入人体
后可被还原为亚硝酸盐，
毒性加大，
是硝酸盐毒性的11倍。
[0003]
硝酸盐氮是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之一，
同时也是地表水体富
营养化的“罪魁祸首”。世界上每年的固氮量远远超过通过反硝化作用所释放的氮元素量，
从而导致硝酸盐氮在水环境中的积累，
使自然界中各种水体的含氮量大大超标。
[0004] 针对硝酸盐氮超标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环保局USEPA都在饮用水水质标
准中规定饮用水中NO_3-N浓度不得超过10mg/L。我国对污水厂总氮排放也提出了严格要
求，
从原来一级B到一级A再到准四类水排放标准，
层层加码，
将总氮排放标准推上一个新高
度，
引起各大水厂广泛关注，
如何环保有效处理水中的硝酸盐成为一个难题。
[0005] 目前硝酸盐氮去除技术主要包括生物脱氮法、
蒸馏、
电渗析、反渗透、离子交换以
及化学还原剂法。生物脱氮需要足够的碳源，
进水的C/N直接影响生物脱氮除氮效果，
物理
法也只局限于小规模生产，
并且费用较高，
离子交换法反应条件苛刻，
且设备复杂，
采用化
学还原剂法脱除水中的硝酸盐氮，
该技术反应效率高，
无二次污染，
装置简单，
因此是国内
外研究的热点。
[0006] 中国专利文件CN108911266A公开了一种反渗透膜法处理高硬度污水的装置及方
法，
该专利中通过对高硬度污水加酸调节pH值后，
进入反渗透膜系统进行污染物去除，
该装
置采用物理法过滤渗透，
适用于水中杂质污染物去除，
而对水中的化学离子无法进行有效
清除。
[0007] 美国专利文件US8980104B2公开了一种活性炭布支撑的双金属Pd-Cu纳米催化剂
以及应用该催化剂的装置，
该装置采用加氢还原技术，
利用活性炭布负载的双金属Pd-Cu纳
米催化剂催化氢气与硝酸盐的反应生成无污染的N 2 ，
解决了水中硝酸盐氮的去除，
该装置
包括催化布反应器，
该反应器在一中心管道上环绕多层催化布，
含氢气的硝酸盐废水与催
化布上的催化剂接触，
加速还原反应，
生成N2 ，
该装置虽有效去除了水中硝酸盐，
但其反应
时间短，
氮去除效率低，
无法适用大规模应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公布了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
的装置，
该装置通过利用附着纳米催化剂的反渗透结构膜处理单元，
层叠构成膜处理装置，
将氢气与含硝酸盐氮的废水充分氧化还原反应，
生成无污染的氮气，
适用于大规模应用，
且
膜处理装置通过采用低进高出的进出水结构，
保证氢气与废水充分接触的同时，
延长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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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有效提高废水中氮的去除效率。
[0009]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具体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
包括废水池、
水泵、气体混合器、
氢气发生器和出水池，
所述废水池、
所述水泵、
所述气体混
合器和所述出水池通过液体管道依次串联连通，
所述氢气发生器并排连通在所述气体混合
器上，
该装置还包括膜处理装置，
所述膜处理装置串联在所述气体混合器和所述出水池之
间，
所述膜处理装置包括多组膜处理单元，
所述膜处理单元沿竖直方向层叠放置，
所述膜处
理装置一侧壁对应所述最低层膜处理单元处设置第一进水口，
所述膜处理装置另一侧壁对
应所述最高层膜处理单元处设置第一出水口。
[0010] 进一步的，
所述膜处理单元包括膜组件、
膜壳和膜连接件，
所述膜壳为中空的圆柱
形腔体，
其一端设置第二进水口 ，另一端设置第二出水口 ，
所述第二进水口连通第一进水
口，
第二出水口连通第一出水口；
所述膜组件通过膜连接件串联连接，
固定于膜壳内部。
[0011] 进一步的，
所述膜组件包括膜和中心管道，
所述中心管道上设置若干个通孔，
所述
膜采用碳纤维布，
所述碳纤维布附着纳米催化剂，
所述膜环绕所述中心管道卷绕多层形成
反渗透结构。
[0012] 进一步的，
所述纳米催化剂采用Pd-Cu双金属催化剂。
[0013] 进一步的，
所述膜组件与所述膜壳的第二出水口连通，
所述第二进水口连通所述
膜壳腔体。
[0014] 进一步的，
所述膜组件与所述膜壳的第二进水口连通，
所述第二出水口连通所述
膜壳腔体。
[0015] 采用本实用新型装置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 .由若干个膜组件串联连接构成膜处理单元，
再将膜处理单元层叠堆放，
可同时
容纳更大容量的废水进行氧化还原反应，
提高废水去除效率，
便于大规模应用。
[0017] 2 .膜处理装置采用低进高出的进水结构，
充分保证废水充满膜壳腔体，
并满足更
长的反应时间，
进一步提高了废水中硝酸盐氮的去除效率。
[0018] 3 .膜组件采用反渗透结构，
将催化剂附着膜上，
增大了废水与催化剂的接触面积，
进一步增强了催化效率。
[0019] 4 .通过设置模组件与膜壳进出水口的不同连通方式，
也进一步保证废水充满膜壳
腔体，
充分接触催化剂，
提高催化效率。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中实施例的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氮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中一种膜处理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中膜组件与膜壳的另一种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中标记的具体含义：
[0024] 1废水池、
2水泵、3氢气发生器、4气体混合器、5膜处理装置、6出水池、7第一进水
口、8第一出水口、200膜处理单元、201第二进水口、202膜、203中心管道、204连接件、205膜
壳、
206第二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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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
应当理解，
此处所描述的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
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6] 如图1所示，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快速去除水中硝酸盐
氮的装置，
包括废水池1、
水泵2、气体混合器4、
氢气发生器3和出水池6，
所述废水池1、
所述
水泵2、
所述气体混合器4和所述出水池6通过液体管道依次串联连通，
所述氢气发生器3并
排连通在所述气体混合器4上，
该装置还包括膜处理装置5，
所述膜处理装置5串联在所述气
体混合器4和所述出水池6之间，
所述膜处理装置5包括多组膜处理单元200，
所述膜处理单
元200沿竖直方向层叠放置，
所述膜处理装置5一侧壁对应所述最低层膜处理单元处设置第
一进水口7，
所述膜处理装置5另一侧壁对应所述最高层膜处理单元处设置第一出水口8。
[0027] 如图2所示，
所述膜处理单元200包括膜组件、膜壳205和膜连接件204，
所述膜壳
205为中空的圆柱形腔体，
其一端设置第二进水口201，
另一端设置第二出水口206，
所述第
二进水口201连通第一进水口7，
第二出水口206连通第一出水口8；
所述膜组件通过膜连接
件204串联连接，
固定于膜壳205内部。
[0028] 所述膜组件包括膜202和中心管道203，
所述中心管道203上设置若干个通孔，
所述
膜202采用碳纤维布，
所述碳纤维布附着纳米催化剂，
所述纳米催化剂优选采用Pd-Cu双金
属催化剂，
所述膜202环绕所述中心管道203卷绕多层形成反渗透结构。
[0029] 进一步的，
所述膜组件与所述膜壳205的第二出水口206连通，
所述第二进水口201
连通所述膜壳205腔体；
如图3所示，
作为另一种替代方式，
所述膜组件与所述膜壳205的第
二进水口201连通，
所述第二出水口206连通所述膜壳205腔体。两种连接方式的产生的反应
效果基本一致，
其不同在于：
第一种连接方式由于含氢气的混合废水从膜壳205腔体向中心
管道203渗透，
液体与催化剂初始接触面积较大，
反应更迅速；
第二种连接方式由于从中心
管道203向膜壳205腔体渗透，
初始接触面积较小，
反应速度较第一种连接方式缓慢，
但反应
产生的氮气在水压作用下更容易排出膜组件。
[0030] 进一步的，
所述膜处理装置5顶部还设置有出气孔(图中未画出) ，
连通各膜处理单
元200的膜壳205，
用于将反应后产生的氮气排出，
以防堵塞膜处理装置5。
[0031] 为保证膜处理装置5可依据不同的生产规模以及不同速率的废水处理要求，
所述
膜处理单元200可依据不同规模需要增加或减少层叠数量，
也可依据不同的处理速率要求
增加或减少串联膜组件的数量，
以满足不同生产需要，
满足生产的同时，
节省投资成本。
[0032] 当装置工作时，
水泵2启动产生负压，
将废水池1中含硝酸盐的废水泵入管道中，
经
气体混合装置3与氢气发生器4提供的氢气进行充分混合，
流入膜处理装置5中，
进行氧化还
原反应，
去除水中氮元素，
转化为无害的氮气，
排出到外界环境中。
同时当废水流入膜处理
装置时，
由膜处理装置上的第一进水口7流入，
依次从低层向高层充入废水，
废水完全充满
整个膜处理装置5，
使废水始终与催化剂保持接触，
保证催化效率。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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