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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一种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反应槽内设有电

絮凝出水堰板将反应槽分隔成电絮凝反应腔和

电催化反应腔，反应槽的侧壁设有与电絮凝反应

腔相连通的进水管，电絮凝反应腔内设有电絮凝

电极组，电絮凝反应腔一侧上方通过第一隔板分

隔出集渣腔，反应槽的侧壁上方设有与集渣腔相

连通的排渣管，位于电絮凝反应腔上方反应槽上

设有刮渣机，电絮凝反应腔的底部设带有第一排

泥管的电絮凝沉降槽，电催化反应腔的进水口处

设有整流板、中部设有电催化氧化电极组、底部

设有电催化氧化沉降槽、出水口处通过第二隔板

分隔出出水集水腔，反应槽的侧壁上设有与出水

集水腔相连通的出水管，电催化氧化沉降槽的底

部设有第二排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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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反应槽(15)内设置有电絮凝出水堰板(6)将

反应槽(15)分隔成电絮凝反应腔和电催化反应腔，电絮凝出水堰板(6)的高度低于反应槽

(15)的高度，反应槽(15)的侧壁下方设置有与电絮凝反应腔相连通的进水管(1)，电絮凝反

应腔内中部设置有电絮凝电极组(5)，电絮凝电极组(5)的电源为具有自动换向功能的高频

高压脉冲电源，电絮凝反应腔一侧上方通过第一隔板(3)分隔出集渣腔，第一隔板(3)的高

度小于反应槽(15)的高度使集渣腔与电絮凝反应腔相连通，反应槽(15)的侧壁上方设置有

与集渣腔相连通的排渣管(2)，位于电絮凝反应腔上方反应槽(15)上设置有刮渣机(4)，电

絮凝反应腔的底部设置的电絮凝沉降槽(14)，电絮凝沉降槽(14)的底部设置有第一排泥管

(13)，电催化反应腔的进水口处设置有整流板(7)、中部设置有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底部

设置有电催化氧化沉降槽(12)、出水口处通过第二隔板(9)分隔出出水集水腔，第二隔板

(9)的高度小于反应槽(15)的高度，反应槽(15)的侧壁上设置有与出水集水腔相连通的出

水管(10)，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的电源为具有自动换向功能的直流电源，电催化氧化沉降

槽(12)的底部设置有第二排污管(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絮凝电极组(5)

的数量为1～5组，每组电絮凝电极组(5)为卡槽式支架上竖直设置有至少2块电絮凝电极

板，相邻两电絮凝电极板间的间距为10～30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絮凝电极板的厚

度为2～6mm，电絮凝电极板为铝板或铁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催化氧化电极组

(8)为卡槽式支架上倾斜安装有至少2块相互平行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相邻两电催化氧化

电极板间的间距为10～30m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

的厚度为0.1～0.3mm，电催化氧化电极板为镀有铱、钌的钛基极板。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催化氧化电

极板的倾斜角度为3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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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水处理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印染、造纸、化工和农药等行业，在生产中都会产生高含盐﹑高COD﹑高悬浮物﹑重金

属离子超标的废水。这类污水由于含盐量高，有机物浓度高，可生化性很低，常规的生化、物

化处理方法难以处理，化学絮凝法不但效果不好同时又产生大量化学污泥。

[0003] 电化学水处理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清洁处理工艺，与其它水处理工艺相比，具有

无二次污染、效率高、可控性好、经济性好的特点，并且可于其它传统水处理工艺联用等优

点，对不同种类污染物的去除具有一定的选择性，适用于高盐废水及高悬浮物废水。因此，

在国外电化学水处理技术因其环境兼容性好又被称为环境友好技术，具有一些水处理技术

无法比拟的优点，在水处理工艺术方面极具潜力，已成为国内外一个极大的关注点。

[0004] 电絮凝法为近年来颇有竞争力的一种污水处理工艺，可以被用于生活污水﹑电镀

废水﹑重金属废水﹑造纸废水﹑含油污水处理中，但是现有电絮凝技术存在易板结、结垢、堵

塞、电耗大、效率低的缺点，推广应用受到较大的限制；电催化氧化法是利用阳极材料的高

电位及高催化活性来直接降解水中的污染物，或者利用电极表面产生具有强氧化性的中间

产物(羟基自由基)降解水中的有毒有害物质，由于电催化氧化法由于造价高、运行费用高

的缺点，在水处理领域应用不多。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操作方便、工作效率高、集电絮凝

与电催化氧化一体化的废水处理装置。

[0006] 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反应槽内设置有电絮凝出水堰板将反应

槽分隔成电絮凝反应腔和电催化反应腔，电絮凝出水堰板的高度低于反应槽的高度，反应

槽的侧壁下方设置有与电絮凝反应腔相连通的进水管，电絮凝反应腔内中部设置有电絮凝

电极组，电絮凝电极组的电源为具有自动换向功能的高频高压脉冲电源，电絮凝反应腔一

侧上方通过第一隔板分隔出集渣腔，第一隔板的高度小于反应槽的高度使集渣腔与电絮凝

反应腔相连通，反应槽的侧壁上方设置有与集渣腔相连通的排渣管，位于电絮凝反应腔上

方反应槽上设置有刮渣机，电絮凝反应腔的底部设置的电絮凝沉降槽，电絮凝沉降槽的底

部设置有第一排泥管，电催化反应腔的进水口处设置有整流板、中部设置有电催化氧化电

极组、底部设置有电催化氧化沉降槽、出水口处通过第二隔板分隔出出水集水腔，第二隔板

的高度小于反应槽的高度，反应槽的侧壁上设置有与出水集水腔相连通的出水管，电催化

氧化电极组的电源为具有自动换向功能的直流电源，电催化氧化沉降槽的底部设置有第二

排污管。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电絮凝电极组的数量为1～5组，每组电絮凝电

极组为卡槽式支架上竖直设置有至少2块电絮凝电极板，相邻两电絮凝电极板间的间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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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mm。

[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电絮凝电极板的厚度为2～6mm，电絮凝电极板

为铝板或铁板。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电催化氧化电极组为卡槽式支架上倾斜安装有

至少2块相互平行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相邻两电催化氧化电极板间的间距为10～30mm。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的厚度为0.1～0.3mm，电催

化氧化电极板为镀有铱、钌的钛基极板。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的倾斜角度为30°～  60°。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本实用新型的反应槽内设置有电絮凝出水堰板将反应槽分隔成电絮凝反应腔和

电催化反应腔，电絮凝反应腔内中部设置有电絮凝电极组，电催化反应腔的中部设置有电

催化氧化电极组，集电絮凝﹑气浮﹑电催化氧化﹑斜板沉降为一体的高效水处理设备，针对脱

硫废水﹑重金属废水﹑含油废水﹑高盐难生化等污水能高效去除悬浮物﹑重金属离子﹑油﹑COD

等污染物。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下述

的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1

[0017] 在图1中，本实施例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由进水管1、排渣管2、第一隔板  3、刮渣

机4、电絮凝电极组5、电絮凝出水堰板6、整流板7、电催化氧化电极组  8、第二隔板9、出水管

10、第二排污管11、电催化氧化沉降槽12、第一排泥管  13、电絮凝沉降槽14、反应槽15。

[0018] 反应槽15内安装有电絮凝出水堰板6将反应槽15分隔成电絮凝反应腔和电催化反

应腔，电絮凝出水堰板6的高度低于反应槽15的高度使电絮凝反应腔与电催化反应腔相连

通，电絮凝反应腔内中部安装有3组电絮凝电极组5，每组电絮凝电极组5为卡槽式支架上竖

直插装有30块电絮凝电极板，相邻两电絮凝电极板间的间距为20mm，电絮凝电极板的厚度

为5mm，电絮凝电极板为铝板，电絮凝电极组5的电源为具有自动换向功能的高频高压脉冲

电源，防止水中的钙﹑镁等结垢型离子在电极表面结垢，造成极板板结，影响絮凝效率，反应

槽15的侧壁下方安装有与电絮凝反应腔相连通的进水管1，原始污水从进水管1进入反应槽 

15内，电絮凝反应腔左侧上方通过第一隔板3分隔出集渣腔，第一隔板3的高度小于反应槽

15的高度使集渣腔与电絮凝反应腔相连通，反应槽15的侧壁上方安装有与集渣腔相连通的

排渣管2，位于电絮凝反应腔上方，反应槽15上安装有刮渣机4，刮渣机4为安装架上安装有

电机和链轮链条机构，电机的动力端与链轮链条机构的链轮相联，链轮链条机构的的链条

上安装有刮板，电机通过链轮链条机构驱动刮板左右往复运动，由于电絮凝气产生的直径

为10～30μm的氢气泡和直径为20～60μm的氧气泡具有很好的破乳和气浮效果，结合刮渣机

4可以将悬浮物﹑重金属离子﹑油等污染物与水高效分离，位于电絮凝反应腔的底部安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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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形电絮凝沉降槽14，电絮凝沉降槽14的底部安装有第一排泥管13，电絮凝产生的絮体通

过重力沉积到底部，通过排泥管将污泥排出。

[0019] 电絮凝出水堰板6的右侧电催化反应腔的进水口处安装有整流板7，电絮凝反应腔

内经过电絮凝处理后的污水由电絮凝出水堰板6上方溢出，通过整流板7 的下方进入电催

化反应腔内，电催化反应腔的中部安装有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为卡槽

式支架上倾斜安装有30块相互平行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倾斜角度为50°，相邻两电催化氧

化电极板间的间距为20mm，电催化氧化电极板为镀有铱的钛基极板，厚度为0.2mm，电催化

氧化电极板不仅具有电催化氧化降解COD等污染物的作用，还有斜板沉降的功能，可以对电

絮凝区来水进行再次沉降，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的电源为具有自动换向功能的直流电源，防

止水质的钙镁等结垢型离子在电极表面结垢，影响催化效率，电催化反应腔的右上方通过

第二隔板9分隔出出水集水腔，第二隔板9的高度小于反应槽15的高度，使电催化反应腔与

出水集水腔相连通，电催化反应腔内经过电催化处理后的污水由第二隔板9上方进入出水

集水腔，电催化反应腔的底部安装有锥形电催化氧化沉降槽12，电催化氧化沉降槽12的底

部安装有第二排污管11。本实施例的反应槽  15、电絮凝出水堰板6、进水管1、电絮凝沉降槽

14、第一排泥管13、第一隔板  3、整流板7、电催化氧化沉降槽12、第二隔板9、排渣管2、第二

排污管11、出水管10均为绝缘体，减少了电能损失，提高了处理效率。

[0020] 实施例2

[0021] 在本实施例中，反应槽15内安装有电絮凝出水堰板6将反应槽15分隔成电絮凝反

应腔和电催化反应腔，电絮凝反应腔内中部安装有2组电絮凝电极组5，每组电絮凝电极组5

为卡槽式支架上竖直插装有60块电絮凝电极板，相邻两电絮凝电极板间的间距为10mm，电

絮凝电极板的厚度为3mm，电絮凝电极板为铝板，电催化反应腔的中部安装有电催化氧化电

极组8，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为卡槽式支架上倾斜安装有30块相互平行的电催化氧化电极

板，倾斜角度为30°，相邻两电催化氧化电极板间的间距为20mm，电催化氧化电极板为镀有

铱的钛基极板，厚度为0.1mm。其他零部件及零部件的连接关系与实施例1相同。

[0022] 实施例3

[0023] 在本实施例中，反应槽15内安装有电絮凝出水堰板6将反应槽15分隔成电絮凝反

应腔和电催化反应腔，电絮凝反应腔内中部安装有1组电絮凝电极组5，每组电絮凝电极组5

为卡槽式支架上竖直插装有2块电絮凝电极板，相邻两电絮凝电极板间的间距为30mm，电絮

凝电极板的厚度为6mm，电絮凝电极板为铁板，电催化反应腔的中部安装有电催化氧化电极

组8，电催化氧化电极组8为卡槽式支架上倾斜安装有2块相互平行的电催化氧化电极板，倾

斜角度为60度，相邻两电催化氧化电极板间的间距为30mm，电催化氧化电极板为镀有铱的

钛基极板，厚度为0.3mm。其他零部件及零部件的连接关系与实施例1相同。

[0024] 为了验证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实用新型人进行了如下试验：

[0025] 试验1

[0026] 应用实施例1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对某冶炼厂重金属冶炼废水进行处理，其中

电絮凝电极组5的电流密度为15mA/cm2，电催化氧化电板组的电流密度  25mA/cm2，处理效果

见下表1。

[0027] 表1重金属废水处理效果

[0028] 分析项目 PH Ni Co COD 电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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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mg/L mg/L mg/L ms/cm 

原水 8.05 231.0 22.0 124 80.1 

处理后 7.89 0.02 0.05 65 80.0 

去除率 / 99.99％ 99.77％ 47.58％ / 

[0029] 对重金属处理效果显著，对镍的去除率99.99％，对钴的去除率为99.77％，COD 的

去除率为47.58％，指标完全符合《铜、镍、钴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5467-2010)。

[0030] 试验2

[0031] 应用实施例2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装置对某油漆厂乳胶漆废水进行处理，其中电絮

凝电极组5的电流密度为5mA/cm2，电催化氧化电板组的电流密度20mA/cm2，处理效果见下表

2。

[0032] 表2乳胶漆废水处理效果

[0033]

[0034]

[0035] 对重金属永处理效果显著，对浊度的去除率大于99 .58％，对COD的去除率 

91.79％，对悬浮物的去除率为99.97％，COD的去除率为98.21％，出水满足《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16)》二级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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