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313605.3

(22)申请日 2020.07.07

(73)专利权人 长沙工研院环保有限公司

地址 410100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楠竹园路59号研发楼4楼

(72)发明人 曾木平　邱敬贤　陈帅奇　何曦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市融智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43114

代理人 谢浪

(51)Int.Cl.

C02F 9/14(2006.01)

C02F 101/20(2006.01)

C02F 101/10(2006.01)

C02F 101/30(2006.01)

C02F 101/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

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

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电催化处理单元

和微藻处理单元；所述电催化处理单元包括电催

化反应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设有阳极板和阴

极板，所述阳极板和阴极板分别与电催化电源的

正极和负极连接；所述微藻处理单元包括设置在

所述电催化反应器下游且透明的光生物反应器，

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种植有微藻并通过管道与

所述电催化反应器的排液口连通。该处理系统可

以弥补电催化氧化处理污水过程中对于营养元

素处理不稳定性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13596101 U

2021.07.02

CN
 2
13
59
61
01
 U



1.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电催化处理单

元和微藻处理单元；

所述电催化处理单元包括电催化反应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设有阳极板和阴极板，

所述阳极板和阴极板分别与电催化电源的正极和负极连接；

所述微藻处理单元包括设置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下游且透明的光生物反应器，所述光

生物反应器内种植有微藻并通过管道与所述电催化反应器的排液口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曝气系统，所述曝气系统包括设置于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的第一曝气器以及设置于所

述光生物反应器外并通过曝气管与所述第一曝气器连接的气泵。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曝气系统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的第二曝气器，所述第二曝气器通过所述曝

气管与所述气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曝气管上设有流量计和调节阀。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设有吸附阳极和吸附阴极，所述吸附阳极和吸附阴极分别与

吸附电源的正极和负极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阳极板和阴极板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竖直交替设置多组。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吸附阳极和吸附阴极在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竖直交替设置多组。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催化反应器的顶部敞开设置，所述排液口设置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的底部，所述管道

上设有二级进液阀。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催化反应器的顶端侧部设有一级进液阀。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光生物反应器的顶部敞开设置，底部设有排液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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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

污水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活动也日益频繁，与此同时产生的生活废水

与工业废水也随之增多。如果排放过量污水或处理不当直接排入河流，则会使周边环境与

河流下游居民区的水资源受到严重的污染。如果人、牲畜和其他动物摄入过多的受到污染

的水，则会造成严重的疾病，甚至死亡。

[0003] 工业废水的种类繁多。例如，电解盐工业废水中的汞元素浓度很高；重金属冶炼工

业废水具有很高浓度的铅、镉离子；电镀工业废水中含氰化物与铬离子浓度较高；石油炼制

工业废水中含有的高浓度的酚。由于工业废水种类繁多，其组分十分复杂并含有多种有毒

物质，影响人类健康。因此，工业污水需要综合处理与利用方可排放。

[0004] 电催化氧化技术是通过在反应过程中产生羟基自由基对有机污染物进行不断地

进攻，使其降解为二氧化碳、水和其他小分子有机物。但是电催化氧化技术在处理氮磷方面

上并不稳定，大部分电催化氧化体系无法同时兼备氮磷的高去除效果。

[0005] 综上，现有电催化氧化技术在处理污水的过程中存在营养元素处理不稳定性的问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该

处理系统可以弥补电催化氧化处理污水过程中对于营养元素处理不稳定性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电催化处理单元和微藻处

理单元；

[0009] 所述电催化处理单元包括电催化反应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设有阳极板和阴极

板，所述阳极板和阴极板分别与电催化电源的正极和负极连接；

[0010] 所述微藻处理单元包括设置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下游且透明的光生物反应器，所

述光生物反应器内种植有微藻并通过管道与所述电催化反应器的排液口连通。

[0011] 具体的，还包括曝气系统，所述曝气系统包括设置于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的第一

曝气器以及设置于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外并通过曝气管与所述第一曝气器连接的气泵。

[0012] 具体的，所述曝气系统还包括设置于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的第二曝气器，所述第

二曝气器通过所述曝气管与所述气泵连接。

[0013] 具体的，所述曝气管上设有流量计和调节阀。

[0014] 具体的，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设有吸附阳极和吸附阴极，所述吸附阳极和吸附阴

极分别与吸附电源的正极和负极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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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具体的，所述阳极板和阴极板在所述电催化反应器内竖直交替设置多组。

[0016] 具体的，所述吸附阳极板和吸附阴极板在所述光生物反应器内竖直交替设置多

组，形成类似于气升式反应器。

[0017] 具体的，所述电催化反应器的顶部敞开设置，所述排液口设置在所述电催化反应

器的底部，所述管道上设有二级进液阀。

[0018] 具体的，所述电催化反应器的顶端侧部设有一级进液阀。

[0019] 具体的，所述光生物反应器的顶部敞开设置，底部设有排液阀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该处理系统包括电催化和微藻处理两个处理单元，污水首先在电催化反应器内进

行电催化处理，可沉淀大部分的重金属离子与磷元素，与此同时也氧化分解了大部分的有

机污染物，电催化处理后的污水直接进入光生物反应器内，光生物反应器内种植的微藻在

污水中发生生化反应，吸收大量的氮磷等营养元素和部分金属元素，从而使得出水的富营

养化风险大幅度降低。

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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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一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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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3]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的结

构示意图；

[0024] 其中：1‑电催化反应器；2‑电催化反应器；3‑阴极板；4‑电催化电源；5‑光生物反应

器；6‑管道；7‑第一曝气器；8‑第二曝气器；9‑曝气管；10‑气泵；11‑流量计；12‑调节阀；13‑

吸附阳极；14‑吸附阴极；15‑吸附电源；16‑排液阀门；17‑二级进液阀；18‑一级进液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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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参见图1，一种耦合微藻净化和电催化氧化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电催化处理单

元、微藻处理单元和曝气系统；其中，

[0027] 电催化处理单元包括电催化反应器1，电催化反应器1内设有阳极板2和阴极板3，

阳极板2和阴极板3分别与电催化电源4的正极和负极连接，微藻处理单元包括透明的光生

物反应器5，光生物反应器5内种植有微藻并通过管道6与电催化反应器1的排液口连通，光

生物反应器5设置在电催化反应器1下游，经过电催化反应器1处理后的废水可以自动流动

至光生物反应器5内。曝气系统包括设置于光生物反应器5内的第一曝气器7、设置于电催化

反应器1内的第二曝气器8以及设置于污水处理系统外并通过曝气管9与第一曝气器7和第

二曝气器8连接的气泵10，在曝气管9上设有流量计11和调节阀12。其中，第一曝气器7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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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曝气器8可以采用陶瓷曝气器。

[0028] 利用本申请实施例处理系统处理污水时，污水首先进入电催化反应器1内，电催化

反应器1底部装有第一曝气器7，通过控制流量计11、调节阀12与气泵10，为电催化反应器1

内部提供合理的曝气环境，使电催化反应器1能充分电解污水，可沉淀大部分的重金属离子

与磷元素，与此同时也氧化分解了大部分的有机污染物，这使得处理过后的工业废水可进

一步地进行微藻生化处理，电催化处理后的污水直接进入光生物反应器5内，光生物反应器

5处于曝气环境，并暴露在阳光下，光生物反应器5内的微藻可在污水中进行生化反应，吸收

大量的氮磷元素等营养元素和部分金属元素，从而使得出水的富营养化风险大幅度降低。

[0029] 参见图1，在实际设计中，在光生物反应器5内设有吸附阳极13和吸附阴极14，吸附

阳极13和吸附阴极14分别与吸附电源15的正极和负极连接。

[0030] 在本申请实施例中，当微藻生长到一定程度时，将一部分含有微藻的废水进行储

存，剩余的废水通过光生物反应器5内部的几组阴阳极板，通入直流电进行阳极吸附与气浮

收集；完成气浮与阳极吸附的步骤后，可打开光生物反应器5的排液阀门16，将深度处理过

的废水直接排出；深度处理过的废水排出后，关上光生物反应器5的排液阀门16，将吸附在

阳极的微藻进行回收，并将储存的带有微藻的废水重新倒入光生物反应器5用作下一轮处

理。

[0031] 参见图1，具体的，为提高处理效率，阳极板2和阴极板3在电催化反应器1内竖直交

替设置多组，吸附阳极13和吸附阴极14在光生物反应器5内竖直交替设置多组。

[0032] 参见图1，在实际应用中，电催化反应器1的顶部直接敞开设置，光生物反应器5的

顶部也直接敞开设置，排液口直接设置在电催化反应器1的底部，在连接电催化反应器1和

光生物反应器5的管道6上设有二级进液阀17，通过二级进液阀17可以调节进入光生物反应

器5内的废水的流量，电催化反应器1的顶端侧部设有一级进液阀18，通过一级进液阀18可

以调节进入电催化反应器1内废水的流量，排液阀门16则直接设置在光生物反应器5的底

部，经过二级处理后的废水可以通过排液阀门16排出。

[0033] 利用本申请实施例污水处理系统处理污水的过程如下：

[0034] 打开一级进液阀18和调节阀12，并关闭二级进液阀17和排液阀门16，使工业废水

和藻液分别进入电催化反应器1和光生物反应器5，且两者通过装在设备底部的曝气器进行

曝气。

[0035] 然后，关闭一级进液阀18，电催化电源4为电催化处理单元提供电解环境使工业污

水进行降解。

[0036] 随后，打开二级进液阀17，使经过电催化的污水自然流进光生物反应器5中并与藻

液混合，打开一级进液阀18，并关闭二级进液阀17，使下一批工业污水进入电催化处理单

元。

[0037] 在自然光与曝气的环境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微藻生化处理，打开排液阀门16，将一

部分含有微藻的废水进行收集。

[0038] 关闭排液阀门16，吸附电源15为光生物反应器5提供电场，将剩余污水中的微藻进

行阳极吸附以及气浮收获，其中，吸附电源15与电催化电源4均为直流电源。

[0039] 打开排液阀门16，将生化处理完毕的废水直接排出，并将吸附在阳极的微藻进行

回收，再将收集的含藻废水重新倒入光生物反应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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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关闭排液阀门16，打开二级进液阀17，将已经完成电催化处理的污水进入下一批

微藻生化处理，如此循环操作。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实施例具有以下优势：1)该体系可弥补电催化氧化技术

对于营养元素处理的不稳定性；2)由于该体系拥有电催化以及微藻生化处理的两级处理步

骤，因此最终的出水的污染物浓度水平是十分低的；3)在微藻生化过程中所收集的微藻具

有一定的经济效应，例如可以用于重金属回收与脂质回收；4)该体系可连续操作，使其处理

效率一直处于高水平。

[0042]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举例，而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

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

或变动。这里也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例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

或变动仍处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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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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