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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工业废水的处理装置及

其处理方法，包括储水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的

沉降罐、反应罐、电解罐和过滤罐；沉降罐包括罐

体，所述罐体下底面与侧面活动连接，用于打开

和闭合下底面；反应罐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搅

拌装置包括电机，与电机连接的搅拌杆，连接在

搅拌杆底部的搅拌桨；电解罐包括填充区和设置

在填充区上部的电解区；过滤罐从上到下依次设

有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层。本发

明通过连续的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及方法，处理工

艺简单、处理装置造价低，易于操作，可应用化

工、医药、食品等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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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包括储水池（1）、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的沉降罐

（2）、反应罐（3）、电解罐（4）和过滤罐（5）；

所述沉降罐（2）包括罐体，所述罐体下底面与侧面活动连接，用于打开和闭合下底面；

所述反应罐（3）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搅拌装置包括电机（8），与电机（8）连接的搅拌杆

（9），连接在搅拌杆（9）底部的搅拌桨（10）；

所述电解罐（4）包括填充区（42）和设置在填充区（42）上部的电解区（41），所述填充区

（42）和电解区（41）之间设有扩散板（413），所述填充区（42）和电解区（41）通过扩散板隔开；

所述电解区（41）包括阳极隔室和阴极隔室；

所述过滤罐（5）从上到下依次设有第一过滤层（51）、第二过滤层（52）和第三过滤层

（5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沉降罐（2）罐体下底

面与侧面一端通过圆柱扭簧（21）连接，另一端通过卡扣（22）与设置在侧面上的半圆柱扭簧

（21）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沉降罐（2）内装有填

料和脱色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填料为分子筛，所述

脱色剂为活性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反应罐（3）顶部通过

管道连接药箱（12），所述药箱（12）设有进药口（13）；所述反应罐（3）底部设有出料口，所述

出料口管道上设有阀门（7）；所述反应罐筒体内侧设有加热层（1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填充区（42）内为玻璃

微球，所述玻璃微球的直径为1mm，所述电解区（41）各隔室之间设有扩散板（41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扩散板（413）为多孔

聚四氟乙烯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阳极隔室内设有阳极

（411），所述阴极隔室内设有阴极（412），所述阴极（412）和阳极（411）通过直流电源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第一过滤层（51）为石

英砂层，所述第二过滤层（52）为反渗透膜，第三过滤层（53）为后置活性炭层。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的工业废水方法，其特征

是，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工业废水储存在储水池（1）中，通过泵（6）传送至沉降罐（2）中，经填料和脱色剂；

S2，将步骤S1得到的工业废水，通入到反应罐（3）中，打开反应罐（3）顶部药箱（12），滴

加药箱（12）内的浓度为5~10g/L的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罐（3）内溶液在30~50℃下，搅拌1~
2h；

S3，步骤S2得到的溶液经泵（6）输送到电解罐（4），经填充区（42）输送到电解区（41）；

S4，步骤S3得到的溶液经泵（6）输送到过滤罐（5），经过滤层过滤后得到处理后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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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废水的处理装置及其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具体涉及工业废水的处理装置及其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废水（industrial  wastewater），指工艺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和废液，其中

含有随水流失的工业生产用料、中间产物、副产品以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是造成环

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的重要原因。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废水越来越多，尤其是含有

有机物的酸性废水，如果得不到有效地处理，对环境、饮用水源、农业生态等都会造成直接

的危害。

[0003] 现有的工业废水处理方式包括即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物理化学处理法和生

物处理法四大类。传统的工业废水处理方法存在着处理单一、处理不彻底的缺陷。公告号为

CN108373200B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化工废水处理装置，包括箱体本体和设于所述箱体本

体一侧的药剂存储室，箱体本体从上至下依次连通有厌氧池、好氧池及沉淀池，好氧池底板

内设有搅拌电机，搅拌电机输出轴连接有第一搅拌杆，第一搅拌杆顶端连接有第一搅拌叶，

所述搅拌电机输出轴末端连接有第二搅拌杆，所述第二搅拌杆设于沉淀池内，所述第二搅

拌杆上设有第二搅拌叶，所述第二搅拌叶上开设有喷料孔。虽然可以实现废水的处理，但是

每一步的过滤处理不到位，容易造成反应不彻底，且前期废水中的大分子物质，在每一步中

都会掺杂，这无疑增加了沉淀物的量，降低了反应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工业废水的处理装

置及其处理方法，达到处理方法简单、处理废物全面的优点。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包括储水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的沉降罐、反应罐、电解罐和

过滤罐；

所述沉降罐包括罐体，所述罐体下底面与侧面活动连接，用于打开和闭合下底面；

所述反应罐内设有搅拌装置，所述搅拌装置包括电机，与电机连接的搅拌杆，连接在搅

拌杆底部的搅拌桨；

所述电解罐包括填充区和设置在填充区上部的电解区，所述填充区和电解区之间设有

扩散板，所述填充区和电解区通过扩散板隔开；所述电解区包括阳极隔室和阴极隔室；

所述过滤罐从上到下依次设有第一过滤层、第二过滤层和第三过滤层。

[0006] 优选地，所述沉降罐罐体下底面与侧面一端通过圆柱扭簧连接，另一端通过卡扣

与设置在侧面上的半圆柱扭簧连接。

[0007] 优选地，所述沉降罐内装有填料和脱色剂。

[0008] 优选地，所述填料为分子筛，所述脱色剂为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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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反应罐顶部通过管道连接药箱，所述药箱设有进药口；所述反应罐底

部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管道上设有阀门；所述反应罐筒体内侧设有加热层。

[0010] 优选地，所述填充区内为玻璃微球，所述玻璃微球的直径为1mm，所述电解区各隔

室之间设有扩散板。

[0011] 优选地，所述扩散板为多孔聚四氟乙烯板。

[0012] 优选地，所述阳极隔室内设有阳极，所述阴极隔室内设有阴极，所述阴极和阳极通

过直流电源连接。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一过滤层为石英砂层，所述第二过滤层为反渗透膜，第三过滤层为

后置活性炭层。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利用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的工业废水处理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S1，将工业废水储存在储水池中，通过泵传送至沉降罐中，经填料和脱色剂；

S2，将步骤S1得到的工业废水，通入到反应罐中，打开反应罐顶部药箱，滴加药箱内的

浓度为5~10g/L的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罐内溶液在30~50℃下，搅拌1~2h；

S3，步骤S2得到的溶液经泵输送到电解罐，经填充区输送到电解区；

S4，步骤S3得到的溶液经泵输送到过滤罐，经过滤层过滤后得到处理后的水。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设置储水池、通过管道依次连接

的沉降罐、反应罐、电解罐和过滤罐，利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有效地实现了工业废水的全

面处理，通过不同的罐体，处理不同的工业废水中的污染物，实现连续处理；本发明通过沉

降罐底部的活动连接，可以及时更换填料，防止管道堵塞，实现有效沉降；本发明通过设置

反应罐，有效实现酸性物质的中和，改变工业废水的酸性；本发明通过设置电解罐的填充区

和电解区，有效实现过滤后的电解，提高电解效率；本发明的过滤罐设置三层过滤，通过石

英砂层过滤掉大粒径的废物，通过反渗透膜过滤掉盐类废物，通过后置活性炭层改善调节

出水的pH值；本发明通过连续的工业废水处理方法，处理工艺简单、处理装置造价低，易于

操作，可应用化工、医药、食品等多领域。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的示意图；

图2是本发明的反应罐的底部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的反应罐底部A的局部示意图。

[0017] 图中：1、储水池；2、沉降罐；21、扭簧；22、卡扣3、反应罐；4、电解罐；41、电解区；

411、阳极；412、阴极；413、扩散板；42、填充区；  5、过滤罐；51、第一过滤层；52、第二过滤层；

53、第三过滤层；6、泵；7、阀门；8、电机；9、搅拌杆；10、搅拌桨；11、加热层；12、药箱；13、进药

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地说明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9] 如图1所示，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包括储水池1、通过管道依次连接的沉降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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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罐3、电解罐4和过滤罐  5。沉降罐2包括罐体，所述罐体下底面与侧面活动连接，用于打

开和闭合下底面，通过沉降罐底部与侧面的活动连接，可以及时更换填料，防止管道堵塞，

实现有效沉降。反应罐3内设有搅拌装置，搅拌装置包括电机8，与电机8连接的搅拌杆9，连

接在搅拌杆9底部的搅拌桨10，通过设置反应罐及其搅拌装置，有效实现酸性物质的中和，

改变工业废水的酸性。电解罐4包括填充区42和设置在填充区42上部的电解区41，填充区42

和电解区41之间设有扩散板413，填充区42和电解区41通过扩散板413隔开，电解区41包括

阳极411隔室和阴极412隔室。过滤罐  5从上到下依次设有第一过滤层51、第二过滤层52和

第三过滤层53，通过三层过滤，实现水的充分净化。

[0020] 如图1~图3所示，作为实施例方式之一，沉降罐2罐体下底面与侧面一端通过圆柱

扭簧21连接，另一端通过卡扣22与设置在侧面上的半圆柱扭簧21连接。通过扭簧的弹性连

接，使得下底面在打开卡扣22时，可以打开，及时更换填料，防止管道堵塞，实现有效沉降。

沉降罐2内装有填料和脱色剂。填料可以为分子筛，脱色剂可以为活性炭。

[0021] 如图1所示，反应罐3顶部通过管道连接药箱12，所述药箱12设有进药口13，反应罐

3底部设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管道上设有阀门7，反应罐3筒体内侧设有加热层11。

[0022] 电解罐4内的填充区42内为玻璃微球，玻璃微球的直径为1mm，电解区41各隔室之

间设有扩散板413，扩散板413为多孔聚四氟乙烯板。通过填充区42内的玻璃微球过滤掉反

应罐3内流出的部分沉淀，进入电解区41.

电解区41的阳极隔室内设有阳极411，阴极隔室内设有阴极412，阴极412和阳极411通

过直流电源连接，实现有机物的电解。

[0023] 如图1所示，作为进一步实施例，第一过滤层51为石英砂层，第二过滤层52为反渗

透膜，第三过滤层53为后置活性炭层。过滤罐5设置有三层过滤，通过石英砂层过滤掉大粒

径的废物，通过反渗透膜过滤掉盐类废物，通过后置活性炭层改善调节出水的pH值。

[0024] 同时，本发明利用上述的一种工业废水处理装置的工业废水处理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S1，将工业废水储存在储水池1中，通过泵6传送至沉降罐2的入口处，经沉降罐2内的填

料和脱色剂作用后，经沉降罐2的出口处管道流出；

S2，打开沉降罐2的出口管道上的阀门7将步骤S1得到的工业废水，通入到反应罐3中，

打开反应罐3顶部药箱12，滴加药箱12内的浓度为8g/L的氢氧化钠溶液，反应罐3内溶液在

40℃下，搅拌2h；

S3，步骤S2得到的溶液经泵6输送到电解罐4，经填充区42输送到电解区41，电解区41内

阴极412为碳，阳极411为铁，阴极412和阳极411通过直流电源连接；

S4，步骤S3得到的溶液经泵6输送到过滤罐  5，经过石英砂层，反渗透膜，后置活性炭层

过滤后得到处理后的水。

[0025] 通过连续的工业废水处理方法，处理工艺简单、处理装置造价低，易于操作，可应

用化工、医药、食品等多领域。

[002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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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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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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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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