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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

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及方法，包括电絮凝装置和

微滤膜装置，用NaOH调节工业废水的PH值为7.5，

然后调整稳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30V，接通稳压

直流电源，对重工业废水处理35min，使工业废水

中的重金属转化为絮体，经电解槽的出水口的滤

网过滤后滤液进入管式微滤膜内，依次经过管式

微滤膜和卷式纳滤膜的过滤，通过净水出口排出

净水。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将工业废水

经电絮凝后去除工业废水中的大部分重金属离

子，然后再经管式微滤膜过滤电絮凝后滤液中残

留的较大颗粒金属离子，最后经卷式纳滤膜滤去

更小的纳米成分，最终得到净水，本发明对COD的

去除率达到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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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絮凝装置和

微滤膜装置，所述电絮凝装置包括存放工业废水的电解槽，所述电解槽内设有垂直浸没在

工业废水中的阴极和阳极，阳极与设置于电解槽外的稳压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连，阴极与稳

压直流电源的负极相连，电解槽中设有用于搅拌重金属离子废水的磁力搅拌器，磁力搅拌

器位于阳极和阴极之间；所述微滤膜装置包括设有管式微滤膜和卷式纳滤膜的筒体，卷式

纳滤膜设置在管式微滤膜外圈，电解槽底部设有出水口，出水口内设有滤网，出水口与管式

微滤膜的内部连通，筒体底部设有净水出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阴极和阳极均采用白色铁板制成，阴极和阳极之间的距离为4cm，稳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

30V。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管式微滤膜采用面积为1.5m2，Ф40mm×600mm材料为氧化锆的管式微滤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卷式纳滤膜采用面积为9m2，Ф70mm×1280mm材料为聚酰胺的卷式纳滤膜。

5.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如权利要求1-4

任一所述的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具体步骤如下：

用NaOH调节工业废水的PH值为7.5，然后调整稳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30V，接通稳压直

流电源，对重工业废水处理35min，使工业废水中的重金属转化为絮体，经电解槽的出水口

的滤网过滤后滤液进入管式微滤膜内，依次经过管式微滤膜和卷式纳滤膜的过滤，通过净

水出口排出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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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废水回收再利用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

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进步和发展迅速的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的逐渐攀升，地球

上的资源供应变得越来越紧张，其中水资源问题较为突出。如今水资源问题已经引起了各

国的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水，水体质量的好坏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存条件有着

重要的影响。据统计，我国的水资源极其缺乏，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0.22×104m3，大概只是

世界水资源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淡水资源在我国的分布区域差异很大，南方的水资

源比北方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比西部多，导致我国有110多个城市存在重度缺水的问题。

水资源供应紧张已变成了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其中一个极其重要因素。

[0003] 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我们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就

是水污染越来越严重。经国家相关部门的检测数据得知，我国很多城市的供水水源污染问

题呈现出逐年加重的趋势，严重降低了水资源的回用功能，危害到老百姓的饮水安全和健

康。其中工业污染对水源的危害是最主要的，而工业污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是罪魁祸首。很多

地方的水源被工业排放出来的重金属污水所污染，影响了人们的饮水水源和农作物的灌

溉。人类的正常生命活动离不开某些种类的金属元素，适量的某些种类金属元素对人体是

有好处的，但如果过量的金属元素进入人体的话就会影响到人类的健康问题。

[0004] 含有重金属的污水主要是来自于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矿产金属冶炼、医药等工

业，而很多相关类型的企业不重视环境的保护，长期偷排含有重金属的污水，因此威胁到人

们的身体健康。污水中的重金属在天然的环境下需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才能进行相态上的转

移，但不能自然地变成无危害物质，必须要通过外界的作用，如果不对重金属污水进行有效

处理的话，重金属污染物的毒性就在自然界中造成了影响。很多种类的重金属如铬、汞、铅、

镉、镍、锌、锡和类金属砷等，若大量进入人体内，就会造成人体的慢性中毒，严重的话会导

致人体致癌、致畸、致突变，威胁到人的生命。因此解决含重金属污水问题已显得越来越迫

切。

[0005] 为了解决重金属污水的污染问题，各种污水处理方法应运而生，主要有生物降解

法，物理法、化学吸附法、物理吸附法，从开始的混凝法发展到电絮凝法、物化吸附法等。但

这些处理重金属污水的手段方法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从而限制了其应用。化学吸附法相

对其它方法虽是比较成熟的污水处理方法，但是由于加入其它化学物质来辅助反应，会产

生大量废物，且工艺手段复杂，对自动化的要求比较高；近年来，电絮凝法作为传统化学混

凝吸附手段的一种替代工艺，由于其设备体积比较小、不需要另外添加化学试剂、操作容

易、处理效率高、产生的废渣量少、后续处理容易，所以是一种被人们应用广泛和大量研究

的电化学重金属污水处理技术。

[0006] 但是，现有技术中的电絮凝技术应用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如下面介绍的五方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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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0007] (1)电絮凝在进行污水处理的时候，其电极的阴极很容易出现钝化现象，导致在电

极表面生成致密的氧化膜，这样不但提高处理能耗，而且会阻碍电絮凝的反应，最终降低使

污水的净化能力。

[0008] (2)电絮凝技术需要较高的耗能的电力，在供电设施比较落后的地区，电絮凝技术

很难得到推广和应用。

[0009] (3)污水的电导率是影响电絮凝反应的重要因素，含有溶解性不高的固体的污水

通过应用电絮凝技术来处理的效率就不高，因为其电导率较弱。

[0010] (4)金属阳极因反应被溶解成金属离子，要经常替换。

[0011] (5)有些氢氧化物絮体在某些情况下被溶解于污水中，不能够完全通过凝聚作用

去除掉。

[0012] 微滤也可以叫做微孔过滤属于精细过滤的一种，它的过滤范围一般都是在0.1微

米以上，同时可以过滤微米级别的颗粒和细菌，在0.1-0.3MPa的压力作用下可以滤掉溶液

中的沙砾、淤泥、粘土等其它细小颗粒、隐胞子虫、藻类和少许细菌等，而大部分溶剂、小分

子及大分子溶质透过膜的这种分离过程，但是，微滤膜技术也存在着污垢形成后毛孔的堵

塞的问题，无机膜的价格偏高，有机膜的防菌性和耐热性差，设备较昂贵，采用单一微滤膜

处理印染废水无法达到排放标准等制约因素。

[0013] 因此，本发明要寻求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及方法。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

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及方法。

[001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按照以下技术方案实施的：

[0016] 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包括电絮凝装置和微滤膜装

置，所述电絮凝装置包括存放工业废水的电解槽，所述电解槽内设有垂直浸没在工业废水

中的阴极和阳极，阳极与设置于电解槽外的稳压直流电源的正极相连，阴极与稳压直流电

源的负极相连，电解槽中设有用于搅拌重金属离子废水的磁力搅拌器，磁力搅拌器位于阳

极和阴极之间；所述微滤膜装置包括设有管式微滤膜和卷式纳滤膜的筒体，卷式纳滤膜设

置在管式微滤膜外圈，电解槽底部设有出水口，出水口内设有滤网，出水口与管式微滤膜的

内部连通，筒体底部设有净水出口。

[0017] 进一步，所述阴极和阳极均采用白色铁板制成，阴极和阳极之间的距离为4cm，稳

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30V。

[0018] 进一步，所述管式微滤膜采用面积为1.5m2，Ф40mm×600mm材料为氧化锆的管式

微滤膜。

[0019] 进一步，所述卷式纳滤膜采用面积为9m2，Ф70mm×1280mm材料为聚酰胺的卷式纳

滤膜。

[0020]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方法，使用上

述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具体步骤如下：

[0021] 用NaOH调节工业废水的PH值为7.5，然后调整稳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30V，接通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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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直流电源，对重工业废水处理35min，使工业废水中的重金属转化为絮体，经电解槽的出

水口的滤网过滤后滤液进入管式微滤膜内，依次经过管式微滤膜和卷式纳滤膜的过滤，通

过净水出口排出净水。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通过将工业废水经电絮凝后去除工业废水中的大部分重

金属离子，然后再经管式微滤膜过滤电絮凝后滤液中残留的较大颗粒金属离子，最后经卷

式纳滤膜滤去更小的纳米成分，最终得到净水，本发明对COD的去除率达到95％以上。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电絮凝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微滤膜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电絮凝装置对废水CODCr去除率随反应时间的变化。

[0026]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电絮凝装置对废水CODCr去除率随废水PH值的变化。

[0027]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电絮凝装置对废水CODCr去除率随极板电压的变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

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发明。

[0029]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包

括电絮凝装置和微滤膜装置，所述电絮凝装置包括存放工业废水的电解槽1，所述电解槽1

内设有垂直浸没在工业废水中的阴极2和阳极3，阳极3与设置于电解槽1外的稳压直流电源

4的正极相连，阴极2与稳压直流电源4的负极相连，电解槽1中设有用于搅拌重金属离子废

水的磁力搅拌器6，磁力搅拌器6位于阳极3和阴极2之间；所述微滤膜装置包括设有管式微

滤膜10和卷式纳滤膜11的筒体，卷式纳滤膜11设置在管式微滤膜10外圈，电解槽1底部设有

出水口7，出水口7内设有滤网8，出水口7与管式微滤膜的内部连通，筒体底部设有净水出口

12。

[0030] 使用上述将电絮凝和微滤膜结合处理工业废水的装置，具体步骤如下：

[0031] 用NaOH调节工业废水的PH值为7.5，然后调整稳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30V，接通稳

压直流电源，对重工业废水处理35min，使工业废水中的重金属转化为絮体，经电解槽的出

水口的滤网过滤后滤液进入管式微滤膜内，依次经过管式微滤膜和卷式纳滤膜的过滤，通

过净水出口排出净水。

[0032] 为了验证本实施例的可行性，选择佛山市某印染厂的废水，废水成分复杂，主要是

活性染料，当中包括各种添加剂。废水CODCr(化学耗氧量)为1450～1600mg/L，SS(悬浮物)

为400mg/L，色度600倍左右，pH值9～11。

[0033] 首先，验证只使用电絮凝装置处理废水效果，具体如下：

[0034] 使阴极2和阳极3的距离为5cm，把阴极2和阳极3电压设为25V，调节废水的pH值大

约为10，测量在不同的反应时间上废水CODCr去除率的效果，实验结果见图3。如图3所示，在

开始的25分钟内，废水电解反应速率较快，CODCr去除率显著升高，之后CODCr去除率的升高

逐渐减慢，35分钟后基本不变。这说明开始时阳极溶解相对要快，产生大量的Fe(OH)2或Fe

(OH)3絮体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能够迅速发挥絮凝作用。随着时间的延长，阳极表面会被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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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导致废水导电能力减弱，使电解反应速率减慢。

[0035] 使阴极2和阳极3的距离为5cm，把阴极2和阳极3电压设为30V，控制反应时间在30

分钟，用NaOH溶液或HCL调节废水的pH值，测量废水不同pH值对CODCr去除率的效果，实验结

果见图4。如图4所示，在pH值过低时，溶液酸度过高时，尽管电极溶解更快，但不易产生Fe

(OH)或Fe(OH)3絮体，因此，CODCr去除率相对要低。当PH值是中性或弱碱性时，CODCr去除率

显著升高，但当继续升高pH值，CODCr去除率增幅会降低，甚至当PH值太大时，CODCr去除率

会下降。这是因为pH值过大时，阳极表面有机会被钝化，导致电解反应速度下降。

[0036] 使阴极2和阳极3的距离为5cm，控制反应时间在30分钟，调节废水pH值大约为9，测

量在不同的阴极2和阳极3电压下废水CODCr去除率的效果，实验结果见图5。如图5所示，在

极板电压相对低时，随着电压值的升高，CODCr去除率显著升高，随后逐渐减慢，当极板电压

升高到30V时，CODCr去除率几乎不再变化。这说明电压相对低时，随着电压的增大，电极反

应速率显著提高，不过随着电压的增大，电极的表面会被钝化，导致电解反应速度下降，导

致废水的CODCr去除率将不再随电压的增大而上升。

[0037] 通过上述实验证实了所述阴极2和阳极3均采用白色铁板制成，阴极2和阳极3之间

的距离为4cm，稳压直流电源的电压为30V，电絮凝效果最佳。在该条件下试验，印染废水的

CODCr去除率可达到88.45％。

[0038] 其次，将经电絮凝装置处理后的废水经滤网8过滤后滤液通入管式微滤膜10内，依

次经过管式微滤膜10和卷式纳滤膜11的过滤，本实施例中所述管式微滤膜10采用面积为

1.5m2，Ф40mm×600mm材料为氧化锆的管式微滤膜，所述卷式纳滤膜11采用面积为9m2，Ф

70mm×1280mm材料为聚酰胺的卷式纳滤膜，通过净水出口12排出净水，经测试，再次经过微

滤膜装置的处理后，最终本实施例对废水的COD的去除率达到95％以上。

[003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不限于上述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

出的技术变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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