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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

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包括壳体、阴极、阳

极、悬浮球填料、载体、磁铁。本发明可同时高效

进行电絮凝、电气浮和微生物降解过程，能够有

效去除多种难处理污染物，并且具有操作简单、

可长时间运行、便于维护的优点，解决了双电极

电絮凝法中牺牲电极利用效率低，极板间距较

大，能耗较高，以及氨氮去除效率低等问题，同时

也解决了生物膜方法中微生物难以处理的污染

物及生物膜污染的问题，特别适合处理老龄垃圾

渗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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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阴极

（4）、阳极（5）、悬浮球填料（6）、载体（7）、磁铁（8），所述壳体为柱状结构，壳体顶部设有排气

排渣口（9），壳体底部设有排泥口（10），且排泥口（10）设有阀门，壳体侧面下部设有进水口

（11），壳体侧面上部设有溢流出水口（12），所述阴极（4）设于壳体内的上部，所述阳极（5）设

于壳体内的下部，所述悬浮球填料（6）设于壳体内的中部，所述载体（7）装在悬浮球填料（6）

内，所述载体（7）内密封设置有磁铁（8），悬浮球填料（6）吸附有铁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壳体从上到下由第一壳体（1）、第二壳体（2）以及第三壳体（3）组成，第三壳体（3）为上

部圆柱且下部斗状的结构，第一壳体（1）与第二壳体（2）之间、第二壳体与第三壳体（3）之间

均是通过法兰可拆卸连接，所述阴极（4）位于第一壳体（1）内，溢流出水口（12）位于第一壳

体（1）侧面，所述阳极（5）位于第三壳体（3）内，进水口（11）位于第三壳体（3）侧面，所述悬浮

球填料（6）位于第二壳体（2）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阴极（4）位于溢流出水口（12）下方，所述阳极（5）位于进水口（11）下方。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壳体（2）为双层结构，两层之间为保温夹层，保温夹层一侧的下部设有循环水进水

口（13），另一侧的上部设有循环水出水口（14）。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壳体（1）侧面设有阴极插槽（15），阴极（4）由阴极插槽（15）插入第一壳体（1）内，所

述第三壳体（3）侧面设有阳极插槽（16），阳极（5）由阳极插槽（16）插入第三壳体（3）内。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壳体（1）内、第二壳体（2）内的顶部以及第三壳体（3）内分别设有卡台（17），阴极

（4）设在第一壳体（1）内的卡台上，阳极（5）设在第三壳体（3）内的卡台上，第二壳体（2）的卡

台上设有填料固定器（18），填料固定器（18）与悬浮球填料（6）之间通过连接杆或连接绳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卡台（17）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四分之一圆环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填料固定器（18）为网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悬浮球填料（6）有3个，且从上到下依次通过连接杆或连接绳连接，相邻两悬浮球填料

（6）的间距为1~3c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阴极（4）为石墨板，阳极（5）为镀有钌铱涂层的钛板，载体（7）为条状石墨毡（2），磁铁

（8）为钕铁硼磁铁。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390478 A

2



一种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

渗滤液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絮凝技术是通过电化学过程电解铝阳极产生氢氧化铝混凝剂，通过消除/中和

水中粒子的排斥力，使得粒子凝聚成更大的颗粒沉降下来，同时阴极板可以产生微小的氢

气气泡，将沉降性能不好的絮体气浮于液体表面。电絮凝技术同时结合了混凝、浮选和电化

学的优点，清洁环保，是一种有着巨大潜力的水处理技术。

[0003] 电絮凝根据电极的排列模式分为单电极模式及双电极模式。单电极是至少一对阴

阳极板且每个阴阳极板相互连接的一种排列模式，此模式的每个阴阳极的组合相当于一个

小型的电解池；双电极模式是由一对与电源直接连接的驱动电极及若干互不连接的牺牲电

极组成，牺牲电极在阴/阳极板电场下被分别感应为阳/阴极侧，对应侧分别发生与之相应

的电化学反应。双电极模式有着驱动电极使用时间长，处理效果比单电极模式好的优点，在

实际运用中有巨大潜力。

[0004] 电絮凝所处理不了的氨氮通常使用生物处理，生物膜法是一个良好的处理方法。

生物膜法具有污泥量小、水力停留时间长、微生物世代时间长、抗污染负荷能力强等优点，

常常被用于处理进水水质不稳定或流量不稳定的污染物。但是生物膜表面随着微生物的世

代更迭或污染水体中悬浮物的淤积等造成膜污染的缺点，所以定期去除生物膜污染是保持

生物膜正常运行的关键。

[0005] 老龄垃圾渗滤液中含有大量电絮凝无法去除的有机污染物及微生物难降解的重

金属，使老龄垃圾渗滤液变得难以处理，目前老龄垃圾渗滤液的处理是一个世界普遍面临

的难题。为此，研发一种适用于含有高浓度氨氮、难生物降解类有机物、重金属的老龄垃圾

渗滤液的处理装置是非常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生物膜与电絮凝高效处理老龄垃圾渗滤液的装置。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壳体、阴极、阳极、悬浮球填料、载体、磁铁，所述

壳体为柱状结构，壳体顶部设有排气排渣口，壳体底部设有排泥口，且排泥口设有阀门，壳

体侧面下部设有进水口，壳体侧面上部设有溢流出水口，所述阴极设于壳体内的上部，所述

阳极设于壳体内的下部，所述悬浮球填料设于壳体内的中部，所述载体装在悬浮球填料内，

所述载体内密封设置有磁铁，悬浮球填料吸附有铁粉。

[000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1、本发明可同时高效进行电絮凝、电气浮和微生物降解过程，能够有效去除多种难处

理污染物，并且具有操作简单、可长时间运行、便于维护的优点，解决了双电极电絮凝法中

牺牲电极利用效率低，极板间距较大，能耗较高，以及氨氮去除效率低等问题，同时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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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物膜方法中微生物难以处理的污染物及生物膜污染的问题，特别适合处理老龄垃圾渗

滤液；

2、对于电絮凝来说，由于铁粉以粉末状形式吸附于悬浮球填料，铁粉有很大的反应比

表面积，在相同时间下可以产生更多的活性絮凝剂，可以极大地减少铁粉的浪费；同时铁粉

产生的氢气可以有效地清除生物膜污染物质，降低了生物膜污染；

3、对于生物处理来说，电絮凝清除危害微生物生长的重金属及微生物难以降解的物

质，提高了生物可利用性；同时，微生物消耗电絮凝无法清除的物质，如氨氮，COD等；电絮凝

与生物处理两者相互作用，使得处理的污染物种类大大增多，扩大了本发明装置的适用范

围；

4、老龄垃圾渗滤液经本发明装置处理后，COD去除率在80  %以上，氨氮去除率在90  %以

上，浊度和磷酸根去除率在99  %以上，硫离子去除率在99  %以上，且由于作为牺牲阳极的铁

粉粒径小、比表面积大，产生活性絮凝剂速率快且不易受到阴极钝化的影响，所以节省阳极

材料且去除率高，相比于传统的电絮凝/电微生物技术，本发明的牺牲电极材料节省90  %，

适用范围比传统工艺更广泛，且处理1吨垃圾渗滤液仅为15.2025  kW·h，远远低于现有技

术的电化学处理的能耗。

附图说明

[0009] 图1为本发明主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右视剖面结构示意图；

图3为第二壳体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4为卡台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5为填料固定器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图中：1-第一壳体，2-第二壳体，3-第三壳体，4-阴极，5-阳极，6-悬浮球填料，7-载体，

8-磁铁，9-排气排渣口，10-排泥口，11-进水口，12-溢流出水口，13-循环水进水口，14-循环

水出水口，15-阴极插槽，16-阳极插槽，17-卡台，18-填料固定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限制，基

于本发明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1] 如附图1~图5所示本发明包括壳体、阴极4、阳极5、悬浮球填料6、载体7、磁铁8，所

述壳体为柱状结构，壳体顶部设有排气排渣口9，壳体底部设有排泥口10，且排泥口10设有

阀门，壳体侧面下部设有进水口11，壳体侧面上部设有溢流出水口12，所述阴极4设于壳体

内的上部，所述阳极5设于壳体内的下部，所述悬浮球填料6设于壳体内的中部，所述载体7

装在悬浮球填料6内，所述载体7内密封设置有磁铁8，悬浮球填料6吸附有铁粉，铁粉可以使

用800目铁粉。

[0012] 优选地，所述壳体从上到下由第一壳体1、第二壳体2以及第三壳体3组成，第一壳

体1内径10cm、高11cm，第二壳体2包括内径10cm的工作层，第三壳体3为上部圆柱且下部斗

状的结构，上部圆柱为沉淀区，下部斗状为储泥区，沉淀区圆柱结构的内径10cm，储泥区斗

状结构的上直径10cm，下直径5cm，第一壳体1与第二壳体2之间、第二壳体与第三壳体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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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是通过法兰可拆卸连接，法兰间可安装橡胶垫，增加密封性，法兰由12个螺丝固定，所述

阴极4位于第一壳体1内，溢流出水口12位于第一壳体1侧面，所述阳极5位于第三壳体3内，

进水口11位于第三壳体3侧面，所述悬浮球填料6位于第二壳体2内；壳体由三段壳体组成，

分体式可拆卸结构方便拆卸维护电极。

[0013] 本发明装置与外界连通处均可设置非金属阀门，悬浮球填料6可以是聚丙烯悬浮

球填料，直径8cm，悬浮球填料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生物填料。

[0014] 优选地，所述阴极4位于溢流出水口12下方，所述阳极5位于进水口11下方，由于进

水口11在阳极5上方，进水可以吹开阴极上的絮凝沉淀物，在进水的同时清洁阴极，减少影

响电絮凝效果的沉积物。

[0015] 优选地，所述阴极4与溢流出水口12平行，所述阳极5与进水口11平行。

[0016] 优选地，所述第二壳体2为双层结构，两层之间为保温夹层，保温夹层内径14cm，保

温夹层与工作层互不相通，保温夹层一侧的下部设有循环水进水口13，另一侧的上部设有

循环水出水口14；通过保温夹层的循环进出水，对第二壳体2内调控温度，利于进行反应。

[0017] 优选地，所述第一壳体1侧面设有阴极插槽15，阴极4由阴极插槽15插入第一壳体1

内，所述第三壳体3侧面设有阳极插槽16，阳极5由阳极插槽16插入第三壳体3内；插槽式结

构便于拆卸、维护。

[0018] 优选地，所述第一壳体1内、第二壳体2内的顶部以及第三壳体3内分别设有卡台

17，阴极4设在第一壳体1内的卡台上，阳极5设在第三壳体3内的卡台上，第二壳体2的卡台

上设有填料固定器18，填料固定器18与悬浮球填料6之间通过连接杆或连接绳连接。

[0019] 优选地，所述第三壳体3外侧设有支腿。

[0020] 优选地，所述卡台17由两个对称设置的四分之一圆环组成，既可以稳定地固定电

极和悬浮球填料，又易于更换。

[0021] 优选地，所述填料固定器18为网板，网状结构可以适应于各种连接方式，使得悬浮

球填料固定更加方便。

[0022] 优选地，所述悬浮球填料6有3个，且从上到下依次通过连接杆或连接绳连接，相邻

两悬浮球填料6的间距为1~3cm；纵向排布的悬浮球填料6能够在保障微生物正常处理的同

时，提高电絮凝效果。

[0023] 优选地，所述阴极4为石墨板，阳极5为镀有钌铱涂层的钛板，载体7为条状石墨毡

2，石墨毡2长12cm，宽3cm，磁铁8为钕铁硼磁铁。

[0024] 本发明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悬浮球填料6吸附铁粉前，将悬浮球填料6放入活性

污泥好氧池进行微生物的挂膜，驯化7~14天即可装入本装置进行使用；装置的极板间所施

加的电流不应过大，在10mA以下为宜；将老龄垃圾渗滤液（初始COD4000mg/L左右，氨氮浓度

800mg/L左右，浊度为300NUT，磷酸根浓度12.4mg/L，硫离子浓度10  mg/L）通过进水口11送

入壳体内并从阳极5附近进入本装置壳体内的主反应区，铁粉可以随进水口11的进水一起

进入本装置内，并通过磁力吸附在悬浮球填料6，也可在进水前，提前操作吸附在悬浮球填

料6；电絮凝过程中通电的电极包括阴极4、阳极5以及吸附在载体7外表面的铁粉，铁粉作为

牺牲阳极，其中阳极5发生氧化反应生成氧气，氧气供给微生物使用，铁粉颗粒靠近阳极5的

一侧在电场中被感应成阴极，产生氢气，用于吹脱悬浮球填料6的生物膜表面的膜污染沉积

物，降低膜污染；铁粉颗粒靠近阴极4的一侧在电场中被感应成阳极，产生铁活性絮凝剂，参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2390478 A

5



与电絮凝反应；生物膜填料上附着的微生物在电刺激下快速消耗COD及氨氮，而阴极4产生

氢气加速气浮；净化后的水从溢流出水口12排出；气浮的浮渣以及气体从排气排渣口9排

出，沉降的絮体堆积在壳体底部，可通过排泥口10排出；处理过程中，牺牲阳极无需更换，可

根据观察处理效果随进水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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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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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8

CN 112390478 A

8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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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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