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97990.6

(22)申请日 2018.12.26

(71)申请人 东华大学

地址 201600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北路2999

号

(72)发明人 刘艳彪　徐辉　张晓冉　杨波　

卫瑞红　丁建杰　李方　沈忱思　

马春燕　田晴　柳建设　宋新山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申汇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1001

代理人 翁若莹

(51)Int.Cl.

C02F 3/28(2006.01)

C02F 3/34(2006.01)

C02F 103/30(2006.01)

 

(54)发明名称

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

耦合厌氧反应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

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特征在

于，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连接的布水混合区、第一

反应区、铁炭微电解反应区、铁炭微电解缓冲区、

一级集气区、第二反应区、二级集气区、沉淀区和

出水区；所述第一反应区和第二反应区内部均接

种厌氧颗粒污泥；所述的一级集气区和二级集气

区内分别设置一级三相分离器和二级三相分离

器。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占地面积小、处

理效率高、反应速率快、产生沼气能源，特别是在

高浓度、难降解的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方面具

有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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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由下至上依次连接的布水混合区、第一反应区、铁炭微电解反应区、铁炭微电解缓冲区、一

级集气区、第二反应区、二级集气区、沉淀区和出水区；所述第一反应区和第二反应区内部

均接种厌氧颗粒污泥；所述的一级集气区和二级集气区内分别设置一级三相分离器和二级

三相分离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铁炭微电解反应区包括柱体填料架和设于柱体填料架上的铁炭填料层。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布水混合区、第一反应区、铁炭微电解反应区、铁炭微电解缓冲区、一级集

气区、第二反应区、二级集气区、沉淀区和出水区均设于圆柱形外壳中，所述的柱体填料架

的横截面面积与圆柱形外壳的横截面面积相等。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柱体填料架为封闭式不锈钢网筐，其中不锈钢网筐的孔径为1.5mm；所述铁

炭填料层由铁屑和柱状活性炭组成，其中铁屑粒径为2～3mm，柱状活性炭粒径为6mm。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铁炭填料层的铁屑和柱状活性炭的质量比为1:1～3: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反应区与铁炭微电解缓冲区高度比为3:1～5: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反应区和第二反应区的高度比为2:1～4:1。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铁炭微电解厌氧反应器外壁侧设有5个取样口，第一反应区1个，铁炭微电

解反应区1个、铁炭微电解缓冲区1个、第二反应区1个以及沉淀区1个，一级三相分离器和二

级三相分离器的顶部连接沼气收集管，沼气收集管连接湿式气体流量计以计量产生气体

量。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应器的布水混合区连接进水管，进水管连接外循环系统的回流管，所述

的回流管连接沉淀区，反应器进水和来自回流管的回流水混合后一并经进水管进入布水混

合区。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循环系统还包括加热系统、回流泵和液体流量控制器，所述的回流泵和

液体流量控制器连接于回流管上，所述的加热系统内设有不锈钢管，不锈钢管的进出口均

和回流管相连接，通过加热系统对不锈钢管进行加热来提高反应器的运行温度，所述的液

体流量控制器能够根据反应器上升流速的要求调控外循环量；可根据外循环量和加热系统

设置的温度来控制反应器的运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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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

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印染行业是工业废水排放大户，全国印染废水每天排放量为3×106～4×106m3。印

染废水的主要特点是有机物含量高、色度深、碱性高、BOD5/COD比值小、水质波动大等特点，

属难处理的工业废水之一。印染行业排放的废水一般为退浆废水、煮练废水、漂白废水、丝

光废水、染色废水、印花废水、清洗废水、整理废水等工艺的混合废水。退浆废水作为前处理

废水，产生的废水量相对较少，但污染物浓度较高，其中含有各种浆料、浆料分解物、纤维

屑、碱以及各种助剂等。废水呈碱性(pH>12)，含有的大量的难以生物降解的化学浆料聚乙

烯醇成分，其可生化性较差，成为印染行业污水处理的难点和重点。

[0003] 含聚乙烯醇的退浆废水的处理关键在于聚乙烯醇的去除，聚乙烯醇的去除一般是

利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将废水中的聚乙烯醇从水相中分离出来或使聚乙烯醇大分子转化为

小分子物质，并进一步将其去除。目前国内外对含聚乙烯醇的退浆废水的方法主要有物化

法和生物法。物化法主要有化学混凝法、电絮凝法、铁炭微电解法以及高级氧化技术，其中

高级氧化技术包括Fenton氧化法、电化学氧化法、臭氧氧化法、光催化氧化法和超临界水氧

化法等，但存在处理成本较高等问题。生物法主要通过微生物的新陈代谢作用来降解聚乙

烯醇浆料，对反应条件要求低，较物化法具有处理费用低、污染物降解彻底等特点。目前实

际工程中聚乙烯醇退浆废水的处理工艺主要为厌氧-好氧组合工艺，其中厌氧反应池只利

用其前段的水解和酸化过程来提高可生化性，而产甲烷阶段较少应用，水力停留时间(HRT)

较长，降解效率相对较低；好氧反应器去除废水中的大部分有机污染物，而产生大量剩余污

泥，曝气能耗高。因此研发出一种高效的厌氧生物处理方法，提高废水可生化性、促进产甲

烷效率，实现聚乙烯醇和COD的高效降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结合现有的高效厌氧反应器(强化外循环厌氧反应

器)的优点以及它们处理印染废水时的缺陷，提出一种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生物处理的

铁炭微电解高效厌氧反应器，在强化外循环厌氧反应器的基础上引入铁炭微电解系统，即

保留高效厌氧反应器分段处理的优点，也弥补了单独使用强化外循环厌氧反应器处理退浆

废水处理效率差、产甲烷效率低、HRT长的缺陷，在处理聚乙烯醇退浆废水方面有着独特的

优势。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

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连接的布水混合区、第一反应区(颗

粒污泥膨胀区)、铁炭微电解反应区、铁炭微电解缓冲区、一级集气区、第二反应区(精处理

区)、二级集气区、沉淀区和出水区；所述第一反应区和第二反应区内部均接种厌氧颗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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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所述的一级集气区和二级集气区内分别设置一级三相分离器和二级三相分离器。

[0006] 优选地，所述铁炭微电解反应区包括柱体填料架和设于柱体填料架上的铁炭填料

层。

[0007] 更优选地，所述的布水混合区、第一反应区(颗粒污泥膨胀区)、铁炭微电解反应

区、铁炭微电解缓冲区、一级集气区、第二反应区(精处理区)、二级集气区、沉淀区和出水区

均设于圆柱形外壳中，所述的柱体填料架的横截面面积与圆柱形外壳的横截面面积相等。

[0008] 更优选地，所述柱体填料架为封闭式不锈钢网筐，其中不锈钢网筐的孔径为

1.5mm。

[0009] 更优选地，所述铁炭填料层由铁屑和柱状活性炭组成，其中铁屑粒径为2～3mm，柱

状活性炭粒径为6m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铁炭填料层的铁屑和柱状活性炭的质量比为1:1～3:1。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一反应区(颗粒污泥膨胀区)与铁炭微电解缓冲区高度比为3:1～

5:1。

[0012] 优选地，所述第一反应区(颗粒污泥膨胀区)和第二反应区(精处理区)的高度比为

2:1～4:1。

[0013] 优选地，所述的铁炭微电解厌氧反应器外壁侧设有5个取样口，第一反应区1个，铁

炭微电解反应区1个、铁炭微电解缓冲区1个、第二反应区1个以及沉淀区1个，一级三相分离

器和二级三相分离器的顶部连接沼气收集管，沼气收集管连接湿式气体流量计以计量产生

气体量。

[0014] 优选地，所述的反应器的布水混合区连接进水管，进水管连接外循环系统的回流

管，所述的回流管连接沉淀区，反应器进水(原水)和来自回流管的回流水混合后一并经进

水管进入布水混合区。

[0015] 更优选地，所述的外循环系统还包括加热系统、回流泵和液体流量控制器，所述的

回流泵和液体流量控制器连接于回流管上，所述的加热系统内设有不锈钢管，不锈钢管的

进出口均和回流管相连接，通过加热系统对不锈钢管进行加热来提高反应器的运行温度，

所述的液体流量控制器能够根据反应器上升流速的要求调控外循环量；可根据外循环量和

加热系统设置的温度来控制反应器的运行温度。

[0016] 本发明实现了厌氧反应器与铁炭微电解的有机耦合，从而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

性，加快了厌氧反应速率、提高了有机物的去除效率等技术问题。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具体内容包括改良厌氧反应器结构，增加

外循环回流管、增设铁炭填料层、设置两级三相分离器等，利用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生物处

理工艺，避免了单一降解方法处理效果差处理效率低等缺陷。

[0017] 本发明采用厌氧代谢四阶段理论(水解阶段、酸化阶段、产氢产乙酸阶段和产甲烷

阶段)与电化学原理的结合，集成了水力学、微生物学、电化学以及厌氧反应器工程应用技

术原理，解决了厌氧反应器与铁炭微电解的有机耦合问题，为可生活性较低的废水(聚乙烯

醇退浆废水)的高效处理开发了新的处理途径。

[0018] 所述的集气区设置两个三相分离器将厌氧反应器从空间上分为第一反应区(污泥

膨胀区)和精处理区，有效实现了微生物功能分区；两个三相分离器的设置有效的防止污泥

发生互混现象，实现了良好的污泥截留；同时，厌氧反应器沉淀区经循环管道和回流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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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反应器下部的进水管，强化了反应器的平推流态，从而使反应器具有局部完全混合模式、

整体推流模式的特点。

[0019] 所述的铁炭微电解系统，利用铁炭微电解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的大量初生态

的Fe2+和新生态的[·H]，他们具有的极高的化学活性，能够使难降解的有机物(聚乙烯醇分

子)发生断链、开环等作用，大大提高了废水的可生化性；同时铁炭微电解系统可以降低氧

化还原电位，强化厌氧环境，从而为厌氧微生物代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强化了厌氧生物处

理；铁炭微电解中的铁单质可以与代谢中间产物有机酸反应，减少中间产物抑制，防止反应

器出现酸化现象；铁单质可以作为嗜氢产甲烷菌电子供体，发生CO2+8e-+8H+—CH4+2H2O反

应，减少温室气体CO2的排放，同时，提高了嗜氢产甲烷菌的丰度，改变产甲烷的代谢途径，

缓解了厌氧代谢系统容易酸化的现象；产生的大量初生态的Fe2+可起到絮凝作用，加快颗粒

污泥的颗粒化，促进厌氧消化。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1)通过设置外循环系统，使得第一反应室的水力负荷比进水时的水力负荷增加

0.5～10倍，在较高的水力负荷下，第一反应室的污泥达到充分的流化状态，加强传质过程，

提高了反应器的生化反应速度。

[0022] (2)外循环过程的存在使得反应器进水水质得到改善，废水的可生化性得到了提

高，从而大大提高了厌氧消化速率和有机负荷。

[0023] (3)两个三相分离器设置有效实现了微生物功能分区；同时，外循环系统强化了反

应器的平推流态，结合着两个三相分离器设置，从而使反应器具有局部完全混合模式、整体

推流模式的特点。

[0024] (4)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占地面积小、处理效率高、反应速率快、产生沼气

能源，特别是在高浓度、难降解的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降解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厌氧反应器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1.进水泵，2.进水管，3.第一反应区，4.厌氧颗粒污泥，5.铁炭填料层，

6.柱体铁炭填料架，7.铁炭微电解缓冲区，8.一级三相分离器，9.取样口，10.第二反应区，

11.二级三相分离器，12.沉淀区，13.沼气收集管，14.湿式气体流量计，15.出水口，16.温控

加热系统，17.不锈钢管，18.回流泵，19.液体流量控制器，20.回流管，21.布水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讲授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定

的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用于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处理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

如图1所示，具体结构如下，包括由下至上依次连接的布水混合区、第一反应区3(颗粒污泥

膨胀区)、铁炭微电解反应区、铁炭微电解缓冲区7、一级集气区、第二反应区(精处理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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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集气区、沉淀区12和出水区；所述第一反应区3和第二反应区10内部均接种厌氧颗粒污

泥4；所述的一级集气区和二级集气区内分别设置一级三相分离器8和二级三相分离器11。

[0030] 所述反应器具有上下两个反应室，即第一反应区3(颗粒污泥膨胀区)和第二反应

区10(精处理区)，第一反应区3和第二反应区10之上分别设置一级三相分离器8和二级三相

分离器11，在第一反应区3上方靠近一级集气区下侧设有铁炭微电解反应区。

[0031] 所述的反应器的布水混合区连接进水管2，进水管连接外循环系统的回流管20和

反应器进水管路，回流管20连接沉淀区12；来自反应器进水管路的反应器进水(原水)和来

自回流管的回流水混合后一并经进水管进入布水混合区。所述的反应器进水管路纱管设有

进水泵1。所述的布水混合区内设有布水器21，布水器21连接进水管2。

[0032] 所述的铁炭微电解反应区包括柱体填料架6和设于柱体填料架6上的铁炭填料层

5，所述的布水混合区、第一反应区3(颗粒污泥膨胀区)、铁炭微电解反应区、铁炭微电解缓

冲区7、一级集气区、第二反应区(精处理区)10、二级集气区、沉淀区12和出水区均设于圆柱

形外壳中，所述的柱体填料架6的横截面面积与圆柱形外壳的横截面面积相等；柱体填料架

6为封闭式不锈钢网筐，其中不锈钢网筐的孔径为1.5mm；铁炭填料层5由铁屑和柱状活性炭

组成，其中铁屑粒径为2～3mm，柱状活性炭粒径为6mm。所述铁炭填料层的铁屑和柱状活性

炭的质量比为1:1～3:1。

[0033] 所述第一反应区(颗粒污泥膨胀区)3与铁炭微电解缓冲区7高度比为3:1～5:1。所

述第一反应区(颗粒污泥膨胀区)3和第二反应区(精处理区)10高度比为2:1～4:1，内部均

接种厌氧颗粒污泥4。

[0034] 所述的铁炭微电解厌氧反应器外壁侧设有5个取样口，第一反应区(颗粒污泥膨胀

区)1个，铁炭微电解反应区1个、铁炭微电解缓冲区1个、第二反应区1个以及沉淀区1个，一

级三相分离器8和二级三相分离器11的顶部连接沼气收集管13，沼气收集管13连接湿式气

体流量计14以计量产生气体量。

[0035] 所述的布水混合区包括反应器进水(原水)和外循环系统回流水的混合，混合的废

水一并进入反应器进水管道。

[0036] 所述的外循环系统包括回流管20、回流泵18、温控加热系统16(内设有不锈钢管

17)和液体流量控制器19，所述的回流泵18和液体流量控制器19连接于回流管20上，所述的

温控加热系统16内设有不锈钢管17，不锈钢管17的进出口均和回流管20相连接，通过温控

加热系统16对不锈钢管17进行加热来提高反应器的运行温度，所述的液体流量控制器16能

够根据反应器上升流速的要求调控外循环量；可根据外循环量和加热系统设置的温度来控

制反应器的运行温度。

[0037] 所述的沉淀区12的上部设有出水口15。

[0038] 高效降解聚乙烯醇退浆废水的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9] 需要处理的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和外循环回流水由进水管2进入第一反应区3，经与

第一反应区3内的厌氧颗粒污泥4充分接触反应后，在连续进水推动下，废水经由铁炭填料

层5进行微电解处理，大部分污染物在该区域进行微电解处理，大分子污染物质很大程度上

被降解，废水中的有机物被微生物降解产生沼气，沼气被一级三相分离器8收集，废水携带

颗粒污泥通过一级三相分离器8，大部分颗粒污泥被截留，保留了污泥量。

[0040] 经过铁炭填料层5的处理过的废水经铁炭微电解缓冲区7进入第二反应区10，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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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解缓冲区7能够有效地延长铁炭微电解系统处理废水的反应时间，强化废水处理效果，

有利于后续废水的处理，废水中剩余的有机物可被第二反应区10内的厌氧颗粒污泥进一步

降解，产生的沼气由二级三相分离器11收集。处理过的上清液进入沉淀区，部分由出水口15

排走，部分进入回流管20，通过回流泵18(蠕动泵)进入进水管2，实现外循环。

[0041] 使用上述装置处理聚乙烯醇退浆废水，反应器有效容积为15L，反应器内接种厌氧

颗粒污泥5L,其中，第一反应区8.1L，第二反应区2.7L，约占反应器有效容积的30％，厌氧颗

粒污泥粒径约为3.0mm。采用小流量、低负荷的进水方式启动反应器，刚启动时保持水力停

留时间HRT为24h，用增加进水流量的方式来提高反应器的容积负荷，每次在原有的进水流

量基础上增加30％的流量，40天达到设计的容积负荷，反应器运行稳定。聚乙烯醇退浆废水

经过铁炭微电解耦合厌氧反应器出水水质如表1。

[0042] 表1使用本实施例反应器处理某较高浓度综合印染废水效果

[0043]

指标 pH CODCr(mg/L) PVA(mg/L) BOD5(mg/L) SS(mg/L) 色度

原水 7～9 8500～12000 200～500 900～1000 2000～4500 200～300倍

出水 7.5～8 1000～2000 50～120 100～200 500～1000 50～100

平均去除率 / 80％ 75％ 85％ 8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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