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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

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主要步骤包括：1)用

于去除藻华污水中悬浮的蓝藻的电絮凝过程；2)

用于降解上清液中的有机污染物的电芬顿过程，

将絮凝步骤沉淀底泥排出后，保留上清液，将石

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与Ti/IrO2金属板通

过外电路接通，Ti/IrO2金属板作为阳极，石墨-

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作为阴极，在300rpm的磁

力搅拌辅助下进行电芬顿降解水中藻毒素实验。

电絮凝技术与电芬顿技术所需的铁离子与过氧

化氢无需外界投加，全部由系统内部原位生成，

只需控制电路的接通和电流的大小即可调整系

统处理模式、处理效率与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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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采用可切换三电极反应

器，所述可切换三电极反应器主要由有机玻璃容器、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铁板、

Ti/IrO2复合金属板以及连接线路组成，所述有机玻璃容器在侧壁上开设圆孔用以固定所

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在顶部与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平行方向分别

开两个槽口，分别插入Ti/IrO2金属板以及铁板，三个电极均引出导线用于接通电路，所述

有机玻璃容器底部开孔设置排泥孔；

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由催化层、扩散层和不锈钢网组成的叠层结构：催化

层是由质量比5：1的石墨和炭黑，用无水乙醇溶解，经超声搅拌、滴加聚四氟乙烯悬浮液、超

声搅拌，最后水浴蒸发多余无水乙醇成面团状，经辊压机层层辊压制成的；扩散层是由炭黑

同样经以上步骤制成，煅烧后，与催化层分别辊压在钢网的两面，最后制成石墨-炭黑混合

空气扩散阴极，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用于去除藻华污水中悬浮的蓝藻的电絮凝过程：

将铁板与Ti/IrO2金属板通过外电路接通，铁板作为阳极，Ti/IrO2金属板作为阴极，阴

阳极板浸入藻液中的面积为4cm×5cm＝20cm2，在300rpm的磁力搅拌辅助下进行电絮凝实

验，断电并停掉磁力搅拌后静置沉降；

2)用于降解上清液中的有机污染物的电芬顿过程：

将絮凝步骤沉淀底泥排出后，保留上清液，将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与Ti/IrO2金

属板通过外电路接通，Ti/IrO2金属板作为阳极，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作为阴极，在

300rpm的磁力搅拌辅助下进行电芬顿降解水中藻毒素实验。

2.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选取电流为100mA。

3.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选取电絮凝时间为30～60min。

4.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选取pH＝4～10。

5.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优选曝气。

6.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最佳工艺条件：当初始pH＝8，施加100mA电流，通电40min，通入空气

曝气1.5L/min,断电后沉降30min。

7.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选取电流为7～35mA。

8.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选取pH  3。

9.根据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最佳工艺条件：当初始pH＝3，施加35mA电流，通电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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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化学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将电絮凝技术以及电芬顿技术联用

的可切换三电极反应器及其构建方法，以及在处理富含悬浮污染物以及难降解有机污染物

的水体(以藻华污水为例)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水资源储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我国属

于严重缺水国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加，水体富营养化日趋严

重，蓝藻水华频繁发生。受蓝藻水华污染的水体除了会产生颜色和异味外，还会使得饮用水

水源受到威胁，蓝藻细胞分泌的次生代谢物微囊藻毒素，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严重威胁着

人类的健康。目前，针对蓝藻水华的控制，已有多种方式，如物理法(微滤机法、气浮法、直接

过滤法、黏土除藻法、微电解法、紫外光照射法等)，生物法(微生物控藻、植物控藻、动物控

藻等)和化学法(混凝沉淀、氧化杀藻、非氧化型杀藻)。

[0003] 目前，电絮凝技术逐步受到了学者以及技术人员的关注，其去除污染物主要包括

絮体产生、污染物聚集、污染物与水体的分离及去除3个步骤(包括气浮和沉淀)。将金属板

(铁或铝)作为牺牲阳极，接入电路后，阳极通电溶出的金属离子在水中形成羟基水合物胶

体，其通过静电吸附以及网捕作用将水中污染物捕获并聚集，使水体中的悬浮污染物易于

与水分离。电絮凝技术结合了电化学、化学混凝、气浮3种技术，实现了较短的电解时间内高

效去除污染物。

[0004] 但是电絮凝过程可能由于电流的刺激造成蓝藻细胞的破损，释放胞内物质，尤其

是微囊藻毒素的大量释放，严重威胁了水质安全。同时，随絮体进入底泥中的蓝藻细胞，由于

生存环境的改变，及底泥在处理处置过程对其造成的影响，可能会造成藻细胞的细胞破损化

及死亡分解，释放出大量的藻毒素，造成二次污染，影响水质安全。同时，电絮凝方法无法有效

去除水体中已经存在的藻毒素。因此单纯应用电絮凝技术无法彻底处理受水华污染的水体。

[0005] 高级氧化技术(advanced  oxidation  process，AOPs)是处理难降解有机废水最具

有应用前景的方法之一。AOPs的核心是通过外界能量(光能、电能等)和物质(O3、H2O2等)的

持续输入，经过一系列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产生具有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OH)，将废

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氧化成CO2、H2O和无机盐等。由于羟基自由基氧化电位高达2.8V，几乎可

以氧化废水中的各种有机物，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其中电芬顿法将高级氧化技术应

用于电化学系统中，在阴极持续生产出的过氧化氢在溶液中的亚铁离子的催化下变成羟基

自由基和三价铁离子，羟基自由基将溶液中的有机物矿化，三价铁在阴极还原成为二价铁

离子继续进行催化反应。电芬顿技术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显著优势：(1)作为芬顿试剂的

H2O2可在反应过程中产生，避免了运输和贮存药剂时可能产生的危险；(2)控制参数仅有电

压和电流，便于实现自动化控制；(3)有机物矿化程度高，且能耗相对较低；(4)铁离子可以

不断循环，无需持续添加药剂并避免了底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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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将电絮凝技术和电芬顿技术联用

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即通过不同电路的切换将电絮凝与电芬顿技术相耦合在同一反应

器中，用于去除水中的悬浮污染物(蓝藻)以及难降解有机污染物(藻毒素)，达到藻华污染

水体的清洁处理。

[0007] 本发明为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出的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将电絮凝和

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方法，采用可切换三电极反应器，所述可切换三电极反

应器主要由有机玻璃容器、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铁板、Ti/IrO2复合金属板以及连接

线路组成，所述有机玻璃容器在侧壁上开设圆孔用以固定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

在顶部与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平行方向分别开两个槽口，分别插入Ti/IrO2金属

板以及铁板，三个电极均引出导线用于接通电路，所述有机玻璃容器底部开孔设置排泥孔；

[0008] 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由催化层、扩散层和不锈钢网组成的叠层结构：

催化层是由质量比5：1的石墨和炭黑，用无水乙醇溶解，经超声搅拌、滴加聚四氟乙烯悬浮

液、超声搅拌，最后水浴蒸发多余无水乙醇成面团状，经辊压机层层辊压制成的；扩散层是

由炭黑同样经以上步骤制成，煅烧后，与催化层分别辊压在钢网的两面，最后制成石墨-炭

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用于去除藻华污水中悬浮的蓝藻的电絮凝过程：

[0010] 将铁板与Ti/IrO2金属板通过外电路接通，铁板作为阳极，Ti/IrO2金属板作为阴

极，阴阳极板浸入藻液中的面积为4cm×5cm＝20cm2，在300rpm的磁力搅拌辅助下进行电絮

凝实验，断电并停掉磁力搅拌后静置沉降；

[0011] 2)用于降解上清液中的有机污染物的电芬顿过程：

[0012] 将絮凝步骤沉淀底泥排出后，保留上清液，将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与Ti/

IrO2金属板通过外电路接通，Ti/IrO2金属板作为阳极，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作为阴

极，在300rpm的磁力搅拌辅助下进行电芬顿降解水中藻毒素实验。

[0013] 所述步骤1)中选取电流为100mA。

[0014] 所述步骤1)中选取电絮凝时间为30～60min。

[0015] 所述步骤1)中选取pH＝4～10。

[0016] 所述步骤1)中优选曝气。

[0017] 所述步骤1)中最佳工艺条件：当初始pH＝8，施加100mA电流，通电40min，通入空气

曝气1.5L/min,断电后沉降30min。

[0018] 所述步骤2)中选取电流为7～35mA。

[0019] 所述步骤2)中选取pH  3。

[0020] 所述步骤2)中最佳工艺条件：当初始pH＝3，施加35mA电流，通电30min。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电絮凝技术与电芬顿技术所需的铁离子与过氧化氢无需外界投加，全部由系统

内部原位生成，只需控制电路的接通和电流的大小即可调整系统处理模式、处理效率与速度。

[0023] 2、电絮凝技术处理水中悬浮污染物所残余的铁离子可以得到进一步利用，在电芬

顿系统中发挥催化作用。

[0024] 3、系统造价低廉，有机玻璃、铁板、石墨-炭黑混合空气阴极均廉价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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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4、系统对于藻华污水的处理速度及强度可通过控制电流的大小调控，操作简单方便。

[0026] 5、单纯应用电絮凝技术，对于蓝藻的最高去除率可达96±1.2％，但是絮凝技术无

法有效去除水中的藻毒素(去除率最高15％)；单纯应用电芬顿技术对水华藻液实施无差别

矿化处理，最佳条件下(pH＝3，投入Fe2+0.4mM施加电流140mA，运行时间120min) ,水体中藻

细胞去除94.4±2.5％，藻毒素去除率达100％，但是TOC降解率仅为74.3±1.1％，纯电芬顿

技术无法将溶液内所有有机物完全矿化，同时能耗非常高(5.6±0.2kWh  m-3)；将两种电化

学技术联用，不仅可去除藻华污水中的蓝藻与藻毒素，同时相比于纯电芬顿技术，时间短

(完成一批操作共需100min)能耗低(仅需0.49±0.04kWh  m-3)。

[0027] 6、本系统所具备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藻华污水的处理，将电絮凝与电芬顿技术联

用可应用于其他富含悬浮污染物与可溶性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水体处理(例如造纸废水，

皮革废水等)。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浓度的复合复杂污染物，可通过调节电流大小和pH等实验

参数优化去除效果。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处理有机污染物的装置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1-有机玻璃容器，2-磁力搅拌器，3-磁子，4-排泥孔，5-石墨-炭黑混合

空气扩散阴极，6-钛基复合金属电极，7-铁板，8-导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1] 如图1所示，本发明是基于一种将电絮凝和电芬顿技术联用的可切换三电极反应

器处理悬浮物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包括有机玻璃容器1和搅拌装置(磁力搅拌器2和磁

子3)。

[0032] 所述有机玻璃容器1的侧壁设有一个通孔，所述有机玻璃容器1的顶部设有两个长

形槽口，所述有机玻璃容器的底部设置排泥孔4，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设置在所述有机玻璃容

器1内的磁子3和设置在所述机玻璃容器1下方的磁力搅拌器2。

[0033] 所述通孔内嵌装有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5，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

阴极5是由依次层叠压合的扩散层、不锈钢网片和催化层构成的复合层结构；所述扩散层是

由导电炭黑与聚四氟乙烯混合物构成的薄片，所述不锈钢网片为60目、0.1mm厚度的不锈钢

网片，所述不锈钢网片内嵌有催化层材料，所述催化层材料是由粉末状石墨和粉末状导电

炭黑构成的碳粉混合物；所述催化层与所述不锈钢网片的一面贴合，通过辊压使催化层嵌

入到所述不锈钢网片中，形成0.5mm的薄片；扩散层与所述不锈钢网片的另一面贴合，通过

辊压使所述扩散层与所述不锈钢网片紧密压合；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5的扩散

层朝向所述有机玻璃容器1的外侧。

[0034] 两个长形槽口按照与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5的板面平行布置、且与所

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5的距离分别为2cm和4cm；两个长形槽口内分别插装有钛基

复合金属电极6和铁板7，所述钛基复合金属电极是Ti/IrO2复合金属板、Ti/Pt复合金属板

和Ti/Ru/Ir复合金属板中的一种。所述钛基复合金属电极6位于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

散阴极5与所述铁板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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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5、钛基复合金属电极6和铁板7均设有引出导

线；引出导线的连接通过切换具有下述两种情形之一：

[0036] 情形一、所述铁板7的引出导线与所述钛基复合金属电极6的引出导线分别连接至

一恒流稳压电源的两极，所述铁板7为电絮凝阶段的阳极用于释放铁离子；

[0037] 情形二、所述钛基复合金属电极6的引出导线与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

5的引出导线分别连接至一恒流稳压电源的两极，所述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5为电

芬顿阶段的阴极用于催化产生过氧化氢。

[0038] 实施例：

[0039] 实验选取铜绿微囊藻(FACHB-905)作为污染藻源，将藻密度达到5×106cell/mL的

藻溶液作为实验污染水体，添加50mM硫酸钠溶液作为辅助电解质。溶液的pH值通过氢氧化

钠溶液和稀硫酸溶液调控酸碱度。

[0040] 阶段一，电絮凝技术去除藻华污水中悬浮的蓝藻

[0041] 将铁板与Ti/IrO2金属板通过恒流稳压电源接通，铁板作为阳极，Ti/IrO2金属板作

为阴极。阴阳极板浸入藻液中的面积为4cm×5cm＝20cm2，在300rpm的磁力搅拌辅助下进行

电絮凝实验，断电并停掉磁力搅拌后静置30min沉降,取液面下2cm处水样做藻浓度和藻毒

素浓度分析。通过实验不断优化实验条件参数。

[0042] 对于阶段一，反应器中发生的主要化学反应如下：

[0043] Fe→Fe2++2e-

[0044] Fe2++2OH-→Fe(OH)2

[0045] 4Fe2++O2+2H2O→4Fe3++4OH-

[0046] Fe3++3OH-→Fe(OH)3

[0047] 对于铜绿微囊藻藻华污水处理，电絮凝技术去除蓝藻参数选取如下：

[0048] 电流为100mA；电絮凝时间为30min,40min,60min三个取值；选取pH  4,6,8,10四个

取值；选取曝气/不曝气两个控制因素。将以上条件一一搭配进行正交试验，确定电絮凝技

术除藻最佳效果参数，实施效果如表1。

[0049] 表1

[0050]

[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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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经正交试验确定：当初始pH＝8，施加100mA电流，通电40min，通入空气曝气(1.5L/

min)断电后沉降30min,水体中蓝藻去除率达到96±1.2％。

[0053] 阶段二，电芬顿技术降解上清液中的有机污染物

[0054] 将絮凝步骤沉淀底泥排出后，保留上清液，pH值调节至3，将石墨-炭黑混合空气阴

极与Ti/IrO2金属板通过恒流稳压电源接通，Ti/IrO2金属板作为阳极，石墨-炭黑混合空气

扩散阴极作为阴极，在300rpm的磁力搅拌辅助下进行电芬顿降解水中藻毒素实验。

[0055] 对于阶段二，反应器中发生的主要化学反应如下：

[0056] O2+2H++2e-→H2O2(E°＝0.68V/SHE)

[0057] Fe2++H2O2→Fe3++·OH+OH-

[0058] Fe3++e-→Fe2+(E°＝0.77V/SHE)

[0059] 电芬顿技术去除水体中藻毒素参数选取如下：

[0060] 选取pH为3，电流为7mA，14mA，21mA，28mA，35mA五个取值，将以上条件一一搭配进

行正交试验，确定电芬顿技术除藻毒素最佳效果参数，实施效果如表2。

[0061] 表2

[0062]

[0063]

[0064] 经不断优化实验条件参数，确定：当初始pH＝3，施加35mA电流，通电30min，对于水

中藻毒素降解率达到100％，TOC去除率达到100％。

[0065] 综上，本发明是将电絮凝技术与电芬顿技术整合到同一反应器中并通过电路的切

换实现功能的转换，最终实现蓝藻和藻毒素等难降解有机物的完全去除。通过连接铁板和

Ti/IrO2复合金属板或者石墨-炭黑混合空气扩散阴极和Ti/IrO2复合金属板实现电絮凝或

者电芬顿技术，并且处理的速度可以通过调节供电电流的强度进行调整。其中的钛基复合

金属电极(如Ti/IrO2复合金属板，Ti/Pt复合金属板Ti/Ru/Ir复合金属板等)作为对电极，

在电絮凝阶段充当阴极进行析氢反应，在电芬顿阶段充当阳极进行析氧反应，同一电极可

实现不同功能，从而实现了在同一反应器中处理不同类型的污染水体。本发明还可以用于

处理富含悬浮污染物以及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水体(以藻华污水为例且不仅限于藻华污染

水体，还可应用于造纸废水，制革废水等)。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502705 A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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