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481261.X

(22)申请日 2017.12.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19114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6.22

(73)专利权人 赣州龙源环保产业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 341000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西工

业园冶金大道11号

(72)发明人 刘桐妍　王旺　张爱群　蔡向鲲　

陶晨　肖丁铭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7

代理人 张春水　唐京桥

(51)Int.Cl.

C02F 9/1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291509 A,2015.01.21

CN 1308723 A,2001.08.15

CN 103449501 A,2013.12.18

CN 101774724 A,2010.07.14

CN 101759321 A,2010.06.30

CN 101054247 A,2007.10.17

CN 101456637 A,2009.06.17

JP 2006328537 A,2006.12.07

EP 1804150 B1,2010.01.13

US 2010144021 A1,2010.06.10

CN 103086569 A,2013.05.08

刘文伟.“浅探印制线路板生产中含CU废水

的处理技术”.《海峡科学》.2010,(第06期),

审查员 易小莹

 

(54)发明名称

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

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本发

明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包

括：废水检测单元、控制单元、废水收集单元、离

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

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废

水检测单元将待净化废水的检测结果传输至控

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流至离子置换

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或pH调整单元，控制单元

控制待净化废水在各单元的反应时间。本发明还

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本发明提供的

技术方案中，通过废水检测单元分析废水中铜元

素的组成，控制单元控制废水的流向以及废水在

各单元的处理时间，实现了废水的高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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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包

括：废水检测单元、控制单元、废水收集单元、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

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

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分别与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以及pH调整单元连接，

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

沉淀单元依次连接；

所述废水检测单元设置于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内部，所述废水检测单元将待净化废水的

检测结果传输至所述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流至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

络合单元或pH调整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在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

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的反应时间；

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还包括：生物降解单元；

所述生物降解单元设置于所述第二沉淀单元的后方，第二沉淀单元的上清液进入所述

生物降解单元；

所述生物降解单元包括：pH调节部以及生物氧化部；

待净化废水依次流经所述pH调节部以及生物氧化部；

所述pH调节部的数量大于两个，所述生物氧化部包括：厌氧氧化部、兼氧氧化部以及接

触氧化部，待净化废水依次流经所述厌氧氧化部、兼氧氧化部以及接触氧化部；

所述生物降解单元的排水口与所述废水收集单元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焦铜废水的自

动化净化系统还包括：固液分离单元，所述固液分离单元与所述第二沉淀单元的排水口连

接。

3.一种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方法为：

废水检测单元检测废水收集单元中，焦铜废水中是否含有Cu、铜络合物或Cu2+，并将检

测结果传输至控制单元；

若检测结果含有Cu、铜络合物以及Cu2+，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依次经离子置换、第

一次沉淀、电解破络合、pH调整、加碱混合以及第二次沉淀后，净化完成；

或，

若检测结果含有铜络合物以及Cu2+，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依次经电解破络合、pH调

整、加碱混合以及沉淀后，净化完成；

或，

若检测结果只含有Cu2+，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依次经pH调整、加碱混合以及第二次

沉淀后，净化完成；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上述每一步反应的反应时间；

所述净化方法还包括：生物降解，待净化废水在沉淀完成后，沉淀所得上清液经过生物

降解后，排放；

所述净化方法还包括：固液分离，待净化废水在沉淀完成后，沉淀所得固体经固液分

离，分别收集分离固体和分离滤液，所述分离滤液流至所述废水收集单元；

所述生物降解的方法为：所述上清液调节pH两次以上，待上清液调pH至7～8后，依次经

过厌氧氧化、兼氧氧化以及接触氧化后，生物降解处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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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厌氧氧化的菌种为厌氧菌，所述兼氧氧化的菌种为兼氧菌，所述接触氧化的菌种

为好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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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早化工、印染、电镀、有色冶炼、有色金属矿山开采、电子材料漂洗废水、染料生产

等领域，常产生含有大量铜离子的废水，称之为焦铜废水。在焦铜废水中，主要的污染物为

铜离子、未反应的铜单质以及含铜络合物。焦铜废水中的铜含量很高，直接排放不仅对坏境

造成污染，而且浪费资源，因此，焦铜废水的处理方法，便成为了废水处理领域的热点话题。

[0003] 目前，焦铜废水处理的方法主要包括：化学沉淀法、离子交换法、电解法、膜分离

法；然而，化学沉淀法存在着无法沉淀完全以及所加化学试剂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离

子交换法存在着投资成本高以及不易控制反应进度的问题，膜交换法存在着净化不完全的

问题。

[0004] 因此，研发出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用于解决现有技术中，

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存在着净化成本高以及净化效果差的技术缺陷，成为了本领域技术

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用于解决

现有技术中，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存在着净化成本高以及净化效果差的技术缺陷。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

包括：废水检测单元、控制单元、废水收集单元、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

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

[0007] 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分别与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以及pH调整单元连

接，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

二沉淀单元依次连接；

[0008] 所述废水检测单元设置于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内部，所述废水检测单元将待净化废

水的检测结果传输至所述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流至离子置换单元、电

解破络合单元或pH调整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在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

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的反应时间。

[0009] 优选地，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还包括：生物降解单元；

[0010] 所述生物降解单元设置于所述第二沉淀单元的后方，第二沉淀单元的上清液进入

所述生物降解单元。

[0011] 优选地，所述生物降解单元包括：pH调节部以及生物氧化部；

[0012] 待净化废水依次流经所述pH调节部以及生物氧化部。

[0013] 优选地，所述pH调节部的数量大于两个，所述生物氧化部包括：厌氧氧化部、兼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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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部以及接触氧化部，待净化废水依次流经所述厌氧氧化部、兼氧氧化部以及接触氧化

部。

[0014] 优选地，所述第二沉淀单元和/或生物降解单元的排水口与所述废水收集单元连

接。

[0015] 优选地，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还包括：固液分离单元，所述固液分离单

元与所述第二沉淀单元的排水口连接。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所述净化方法为：

[0017] 废水检测单元检测废水收集单元中，焦铜废水中是否含有Cu、铜络合物或Cu2+，并

将检测结果传输至控制单元；

[0018] 若检测结果含有Cu、铜络合物以及Cu2+，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依次经离子置

换、第一次沉淀、电解破络合、pH调整、加碱混合以及第二次沉淀后，净化完成；

[0019] 或，

[0020] 若检测结果含有铜络合物以及Cu2+，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依次经电解破络合、

pH调整、加碱混合以及沉淀后，净化完成；

[0021] 或，

[0022] 若检测结果只含有Cu2+，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依次经pH调整、加碱混合以及第

二次沉淀后，净化完成；

[0023] 所述控制单元控制上述每一步反应的反应时间。

[0024] 优选地，所述净化方法还包括：生物降解，待净化废水在沉淀完成后，沉淀所得上

清液经过生物降解后，排放。

[0025] 优选地，所述净化方法还包括：固液分离，待净化废水在沉淀完成后，沉淀所得固

体经固液分离，分别收集分离固体和分离滤液，所述分离滤液流至所述废水收集单元。

[0026] 优选地，所述生物降解的方法为：所述上清液调pH至7～8后，依次经过厌氧氧化、

兼氧氧化以及接触氧化后，生物降解处理完成；

[0027] 所述厌氧氧化的菌种为厌氧菌，所述兼氧氧化的菌种为兼氧菌，所述接触氧化的

菌种为好氧菌。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

化净化系统包括：废水检测单元、控制单元、废水收集单元、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

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分别与

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以及pH调整单元连接，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

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依次连接；所述废水检

测单元设置于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内部，所述废水检测单元将待净化废水的检测结果传输至

所述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流至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或pH调

整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在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

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的反应时间。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焦铜废

水的净化方法。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通过废水检测单元分析废水中铜元素的组成，控

制单元控制废水的流向以及废水在各单元的处理时间，实现了废水的高效处理，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存在着净化成本高以及净化效果差的技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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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中，生物降解单元的

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解决了现有技

术中，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存在着净化成本高以及净化效果差的技术缺陷。

[0033]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34] 为了更详细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

化系统及净化方法，进行具体地描述。

[0035]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包括：废

水检测单元、控制单元、废水收集单元、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

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废水收集单元分别与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

合单元以及pH调整单元连接，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

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依次连接；废水检测单元设置于废水收集单元内部，废水

检测单元将待净化废水的检测结果传输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流至离子置

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或pH调整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在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

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的反应时间。

[003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中，设置于废水收集单元中的废水检测单元，对待

净化的废水中，铜元素的含量做出准确分析，既检测铜元素的类型，如：铜单质、络合铜或者

是Cu2+等，又检测各类型铜元素的相对含量。根据铜元素的类型，决定待净化废水是从废水

收集单元流向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还是pH调整单元连接，有效确保了各种类型

的铜元素都可以得到有效的净化，确保了良好的净化效果。

[0037] 同时，本发明中，由于待净化废水的净化路径是由待净化废水自身的元素组成决

定的，因此，可避免净化所使用的化学原料的浪费，以及时间的浪费，有效降低了净化成本。

[003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及净化方法，解决了现有技

术中，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存在着净化成本高以及净化效果差的技术缺陷。

[0039] 下面，结合处理方法对于整个处理流程以及装置的工作作出简单说明。

[0040] 第一种情况，待净化废水1中含有Cu、铜络合物以及Cu2+，此时，废水检测单元检测

到待净化废水1含有三种类型的铜元素，将该检测结果传输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待净

化废水从废水收集单元流至离子置换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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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离子置换单元中，Cu单质被氧化成为Cu2+后，待净化废水1再流入第一沉淀单元；

在第一沉淀单元中，待净化废水1中的Cu2+与OH‑结合形成Cu(OH)2沉淀后，待净化废水1进入

电解破络合单元。

[0042] 在电解破络合单元中，铜络合物被氧化成Cu2+，此时，待净化的废液中只含有Cu2+。

由于待净化废水1中，主要的待净化元素为Cu2+，在第一沉淀单元中，是无法实现对于Cu2+的

完全净化的。因此，为了实现对于Cu2+，的有效处理，此时，对于待净化的废水1还需进行二次

的沉淀处理。

[0043] 在前述的破络合电解中单元以及离子置换单元中，待净化废水1需要一个酸性的

环境，为使得待净化废水1中的Cu2+可以被沉淀完全，在实际处理时，待净化废水1需先在pH

调整单元调节pH至碱性后，再与OH‑在混合反应单元中进行充分的混合，以确保Cu2+可以与

OH‑充分碰撞后，进行沉淀。

[0044] 进一步地，为确保沉淀完全，待净化废水1从混合反应单元中进入第二沉淀单元，

使得Cu(OH)2充分沉淀，净化完成。

[0045] 第二种情况，待净化废水2中含有铜络合物以及Cu2+，此时，废水检测单元检测到待

净化废水2含有2种类型的铜元素，将该检测结果传输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

水从废水收集单元直接流至破络合电解单元。

[0046] 在待净化废水2的净化过程中，后续净化处理过程与待净化废水1的步骤均相同，

在此不再赘述。

[0047] 第三种情况，待净化废水3中只含有Cu2+，此时，废水检测单元检测到待净化废水3

含有1种类型的铜元素，将该检测结果传输至控制单元，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从废水收

集单元直接流至pH调整单元。

[0048] 在待净化废水3的净化过程中，后续净化处理过程与待净化废水1的步骤均相同，

在此不再赘述。

[0049] 同时，在整个净化过程中，根据废水检测单元的传输至控制单元的待净化废水的

检测结果，控制单元控制上述每一步反应的反应时间，既确保了各净化步骤的净化完全，又

可避免净化时间的浪费，有效提高了净化效率。

[0050] 进一步地优化技术方案，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还

包括：生物降解单元；生物降解单元设置于第二沉淀单元的后方，第二沉淀单元的上清液进

入生物降解单元。

[0051] 在生物降解单元中，第二沉淀单元流出的上清液可通过生物降解净化作用，进一

步地提升废水的净化效果。本发明中，由于待净化废水已经经过了前述的净化步骤，此时，

需要生物降解单元净化的净化离子的量并不会太多，因此，即使是通过生物降解单元净化

步骤，也不会影响装置的整体净化效率。

[0052] 为确保生物降解单元良好的净化效果，给生物降解过程提供一个良好的净化环

境，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中，生物降解单元包括：pH调节部以及生物氧化部；待净

化废水依次流经pH调节部以及生物氧化部。

[0053] pH调节部将待净化废水调节至生物氧化部适宜的pH，既可以确保生物氧化部的良

好净化效果，同时还可以防止待净化废水的pH不是以造成生物氧化部菌种的失活。

[0054] 进一步地，为确保pH调节部良好的pH调节效果，pH调节部的数量大于两个，采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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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调节的方式，确保待净化废水在进入生物氧化部之前，可以调整到最适宜的pH。在具体的

净化时，所需pH大致为7～8。

[0055] 同理，为确保生物氧化部最佳的净化效果，生物氧化部包括：厌氧氧化部、兼氧氧

化部以及接触氧化部，待净化废水依次流经厌氧氧化部、兼氧氧化部以及接触氧化部，实现

了待净化废水的高效净化。在具体的净化时，厌氧氧化的菌种为厌氧菌，兼氧氧化的菌种为

兼氧菌，接触氧化的菌种为好氧菌。

[0056] 为防止待净化废水净化不完全，在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中，第二沉淀单元

和/或生物降解单元的排水口与废水收集单元连接。将待净化废水再进行二次净化，进一步

地确保了良好的净化效果。

[0057] 更好地优化技术方案，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还包

括：固液分离单元，固液分离单元与第二沉淀单元的排水口连接。固液分离单元将第二沉淀

单元流出的废水分离，分别收集分离固体和分离滤液，分离滤液流至废水收集单元。

[0058] 将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应用于工业生产，经实际应用可得，对于常规废液，本

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单日可处理焦铜废水900吨，每吨焦铜废水的处理成本为12元；所处

理的废液经检测符合国家标准。

[0059] 与现有技术相比，焦铜废水的处理效率提高了35％，处理成本降低了20％。

[006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焦铜废水的自动化净化系统，所述焦铜废水的自动

化净化系统包括：废水检测单元、控制单元、废水收集单元、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

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分别与

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以及pH调整单元连接，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

元、电解破络合单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依次连接；所述废水检

测单元设置于所述废水收集单元内部，所述废水检测单元将待净化废水的检测结果传输至

所述控制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流至离子置换单元、电解破络合单元或pH调

整单元，所述控制单元控制待净化废水在所述离子置换单元、第一沉淀单元、电解破络合单

元、pH调整单元、混合反应单元以及第二沉淀单元的反应时间。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焦铜废

水的净化方法。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中，通过废水检测单元分析废水中铜元素的组成，控

制单元控制废水的流向以及废水在各单元的处理时间，实现了废水的高效处理，解决了现

有技术中，焦铜废水的净化方法，存在着净化成本高以及净化效果差的技术缺陷。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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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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