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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Title:

(54) 发明名称 ：一种纳米催化 电解 絮凝气浮装置

(57) Abstract: A nano catalyst electrolysis flocculation
air flotation device. Disposed in a shell i s a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tank, a primary air flotation tank, an elec
trolysis air flotation tank, and a slag discharging tank.
Provided on top of the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tank are
a water inlet and a mixer. The bottom of the coagulation
sedimentation tank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rimary
air flotation tank. A side waste discharging outlet i s con
nected to a waste discharging pipe. Disposed on the side
of the primary air flotation tank i s a dissolved air release
pipe, a waste discharging outlet i s connected to a waste
discharging pipe, and the upper part inside of the primary
air flotation tank i s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lectrolys -
i s air flotation tank. The electrolysis air flotation tank i s
divided into an upper layer and a lower layer by a up
per-lower layer divider. A n air-liquid separation chamber
in the upper layer i s disposed with a slag scraping device.

< A n electrolysis groove i s disposed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layer; the bottom of the electrolysis groove i s fixed
to the bottom of the shell; the top of the electrolysis
groove i s open and flush with the top of the upper-lower
layer divider; electrodes are disposed inside of the elec

l / Fig.- trolysis groove, and the space between the anode and
cathode of the electrodes forms a water passage. The
present invention integrates electrolysis, flocculation sed
imentation, and air flotation into one, and i s highly auto

matic, efficient in waste removal, low in operation cost, and easy to operate and maintain.

O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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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包括关于请求恢复一项或多项优先权要求的信息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细贝IJ 26之二.3和 48.2(b)(vii)) 。
- 在修改权利要求的期限届满之前进行，在收到该

修改后将重新公布(细则 48.2(h)) 。

一种纳米催化 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在其壳体 内设有混凝沉淀池、一级气浮池、电解气浮池、排渣池 ，混凝沉
淀池顶部设有进水 口和搅拌器 ，混凝沉淀池底部与一级气浮池相通 ，边部排污 口与排污管连接；在一级气浮
池边部设有溶气释放管，排污 口与排污管连接 ，一级气浮池 内侧上部与电解气浮池相通；电解气浮池 由上下
层隔板分为上下二层 ，上层气液分离室设有刮渣装置 ，上下层之间装有 电解槽，电解槽的底部固定在壳体 内
底部，电解槽的顶部敞开并与上下层隔板顶部水平 ，电解槽 内安装有 电极 ，其阳极和阴极之间的间距为过水
通道 。本发 明集 电解 、絮凝沉淀、气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自动化程度高，除污效率高，运行成本低 ，操作
和维护方便。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纳米催化 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涉及一种 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 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集 物理处理法

、物化处理法、生化处理法于一体，以表面覆盖有纳米级的具有 良好催化特性

贵金属化合物涂层材料的钛电极为阳极的 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

背景技术

[2] 目前，治理湖泊富营养 化及废水的技术可分为物理处理法 、物化处理法和生

化处理法三大类。物理处理法主要是釆用沉淀、过滤、浮选、蒸发等方法去除

较大颗粒的杂质等，其中浮选也叫 气浮法，是最简便的一种废水处理法之一，

其原理是设法使水中产生大量的微气泡，以形成水、气及被去除物质的三相混

合体，在界面张力、气泡上升浮力和静水压力差等多种力的共同作用下，促进

微细气泡粘附在被去除的微小油滴及其它污染物上后，因粘合体密度小于水而

上浮到水面，从而使水中油粒及其它污染物被分离去除。 物化处理法主要是釆

用氧化还原、萃取、吸附、离子交换、混凝沉淀、中和、电渗析等方法去除细

小悬浮物、胶体和水溶解物质，或者将有毒物质改性成为无毒物质。生化处理

法主要是通过生物作用将废水中胶体的和溶解的有机物质分解破坏而分离去除

，主要有厌氧 法、好氧法、兼氧发酵法等。

[3] 近年来， 电气浮法 是物化处理技术中发展较为活跃的废水处理技术，该法在

水中设置正负电极，当通上直流电后，一个电极 （阴极）上即产生微小气泡，

同吋，还产生电解混凝等效应。当前，有各种类型的电气浮法装置， 已应用于

生活 污水、工业有机废水、电镀废水、油田废水等的处理中。但是，现有的 电

气浮法 装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电极消耗大，电极材料污染水

体；二是电极的电密度小，过电位高，工作电压较高，产生的 初生态的强氧化

性物质与微小气泡的数量有限，电能应用效率不高，能耗大；三是电解后，固

液分离效果不理想，需要进行二次固液分离，处理工艺流程长。

[4] 中国专利： 201010202356 . 5 公开了一种电絮凝 - 电气浮净化洗浴及洗衣废水



的分级回用装置， 其特征是设置集水槽的出水通过三通一路作为前端出水直接

输出 ， 另一路串接文丘里管 ，文丘里管的出水口接电解槽，文丘里管的喉管与

带有滤罩的进气管连通；设置电解槽为铁促双阳极氧化单元，是以 Ti/Sn0 2 阳极

和 Fe 阳极分处在阴极的两侧构成组合阳极，阴极釆用空气扩散电极；在电解槽

的出水口串联设置两级过滤单元，在两级过滤单元的一级过滤室上设置一级出

水阀；在两级过滤单元的二级过滤室上设置二级出水阀；能有效减少或去除洗

浴 I 洗衣废水中的表面活性剂及其他有机污染物，使得洗浴 I 洗衣废水得到分级

回用。

[5] 中国专利 CN02248009.9 公开 一种电气浮法处理污水的装置 ，该 电气浮反应

器由若干管式反应单元构成，单元管式反应由阴极棒、短管、绝缘管套、阳极

外管和绝缘销 构成 ，阳极外管和阴极棒同轴安装，两极之间的环形间隙构成污

水通道，阴极棒另一端附有的短管与阴极棒共同构成阴极，数个反应单元相互

串联并水平安装在装置本体内，单元之间通过金属导电条相连，解决了现有污

水处理设备集水比小、传质条件差、电流分布不均、单位体积处理能力低等问

题，具有结构简单、有利于增强传质，缩短处理吋间，提高污水处理效率等优

点，广泛适合于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及生活用水处理。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6] 本发明是针对现有的电气浮装置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集气浮技术、絮凝沉淀

技术、纳米技术、电催化技术和电化学技术于一体，以表面覆盖有纳米级的具

有良好催化特性贵金属化合物涂层材料的钛电极为阳极，集电解、固液分离和

气液分离功能为一体的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本发明釆用二级气浮处理

，第一级釆用物理气浮，使污染物粘附在气泡上，使其密度小于水，从而实现

悬浮分离；第二级是在物理气浮基础上釆用集纳米技术、催化技术相结合的电

化学方法进行二次气浮处理。与传统的电解装置相比，本发明具有工作电压极

低、电流密度大、能耗小、电效率较高、没有电极消耗等特征，并集电解、絮

凝沉淀、气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7] 本发明设有壳体，壳体内用隔板分隔成混凝沉淀池、一级气浮池、电解气浮池

、排渣池等四个功能池。所述混凝搅拌池顶部设有进水口和安装有搅拌器，所

述进水口通过管道与废水进水管道连接，在混凝沉淀池底部设有废水出口，所

述废水出水口与一级气浮池连通。所述一级气浮池底部设有溶气释放器、溶气

释放管，溶气释放管与溶气释放器、空压机管道连接，一级气浮池顶部与电解

气浮池相通。所述电解气浮池底部与上部之间由档板隔开，分为上下二层，上

层为气液分离室，设有刮渣装置，出渣口与排渣池相通，下层为排水沉淀室，

上下层之间有电解槽，设有至少一个电解槽，电解槽的底部固定在壳体内底部

，电解槽的顶部敞开并与上下层隔板顶部水平，电解槽内安装有电极，电极包

括阳极和阴极，阳极和阴极之间的间距为过水通道。所述阳极与直流电源的阳

极联接，所述阴极与直流电源的阴极联接；排污口设置在排水沉淀室底部，集

水出水管设置在排水沉淀室中间偏上位置，与电解出水管道连接。排渣池设有

排渣口，排渣口与排渣管连接。

[8] 所述壳体设有内层和外层，内层釆用环氧沥青漆处理，外层釆用钢板外层。

[9] 所述电解气浮池分为排水沉淀室与气液分离室。

[10] 所述电解槽为长方体电解槽或正方体电解槽。

[11] 电解槽内安装有电极，电极包括阳极和阴极，阳极和阴极之间的间距为2mm ~

4mm, 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空隙做为水流通道。

[12] 所述电解槽内阳极与阴极顶部与电解槽顶部之间留有 150mm 〜200mm 高度的间

隙。

[13] 所述阳极釆用表面覆盖有晶粒为10〜35nm 的金属氧化物涂层的钛基板阳极，

所述阳极为平板状、圆弧状、圆筒状、网状中的一种形状；所述阴极是以钛、

铁、铝、不锈钢、锌、铜、镍、铅或石墨为材料的阴极，所述阴极为平板状、

圆弧状、圆筒状、网状中的一种形状。

[14] 所述阳极与阴极间的工作电压为2~8V ，电流密度为10〜250mA/cm2 ，阳极与

阴极间的工作电压最好为3〜5V ，最佳电流密度为100〜150mA/cm 2 。

[15] 所述的混凝沉淀池中加入的絮凝剂为铝盐、铁盐、聚铝、聚铁中的一种或多种



的组合，加入量为2〜500g/m3; 所述的助凝剂为聚丙烯酰胺，加入量为2〜300g/

m 3

[16] 在对淡水、海水和苦咸水、废水、市政污水进行处理吋，首先通过装置内的混

凝沉淀池，在搅拌作用下加入适量的絮凝剂和助凝剂，加快水中固体颗粒物质

(如化学沉淀物、混凝处理所形成的絮体和生物处理的污泥等）相互凝聚，形

成粒径和质量较大的颗粒固体物，并快速沉淀下来而从水中去除，同吋通过沉

淀作用去除水中的砂粒；然后，进入一级气浮池，溶气释放器产生的微小气泡

粘附水中大量的轻质悬浮物 （如细小固体颗粒、油、苯等）上浮，达到固液分

离或液液分离的效果，从而降低水中的COD 、氨氮、色度、浊度等；一级气浮

池的出水进入电解气浮池，电解产生的强氧化性物质杀灭水中的微生物、细菌

、藻类和浮游生物，并氧化分解水中的有机物，使得水中的COD 、色度、浊度

、氨氮、臭味等污染指标大幅度降低；最后通过排渣池收集沉淀物和浮渣，使

得水体获得净化。

[17] 所述的电解气浮池在对淡水进行消毒净化吋，通过覆盖于阳极表层的纳米涂层

的电催化作用，降低电解的过电位，从而使淡水在较低的电压条件下电解产生

游离基，如初生态的氧、初生态的氯、羟基和氢，并发生以下四个作用：

[18] 1、电解产生的游离基如初生态的氧、初生态的氯、羟基等强氧化物质可以杀

灭水中的微生物、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产生的尸体可以与阴极产生的大量

微小气泡结合上浮去除，消除微生物、藻类和浮游生物的污染并降低浊度；

[19] 2、电解产生的强氧化物质可以氧化分解水中的有机物，降低水中的COD 、色

度、臭味等污染指标；

[20] 3、在电场作用下，一方面使得水中的悬浮物、胶体、带电微粒等物质脱稳，

另一方面水中的阳离子、阴离子分别向阴极和阳极移动，在阴极和阳极发生双

电层作用和多电层作用，形成沉淀诱发絮凝作用，促使细小的悬浮物、胶体、

带电微粒等物质形成粗大的絮凝体，加速杂质沉降，有效降低ss、浊度等污染

指标；

[21] 4、电解吋阴极产生的大量初生态的氢可形成氢气小气泡，具有气浮效果，随

着气泡的上浮，会粘附大量的轻质悬浮物，达到固液分离或液液分离的效果，



从而进一步降低水中的COD 、色度、浊度等。

[22] 所述的电解气浮池在对海水和苦咸水净化消毒吋，是通过覆盖于阳极表层的涂

层的电催化作用，降低电解的过电位，从而使一级气浮后的海水、苦咸水在较

低的电压条件下电解，产生初生态的氯 [C1]和初生态的氢 [H] ，并发生以下四个

作用：

[23] 1、电解产生的初生态的氯 [C1]具有强氧化性，可以杀灭水中的微生物、藻类和

浮游生物，产生的尸体可以与阴极产生的大量微小气泡结合上浮去除，彻底消

除微生物、藻类和浮游生物的污染并降低浊度；

[24] 2、电解产生的初生态的氯 [C1]能氧化分解水中的有机物，降低水中的COD 、色

度、臭味等污染指标；

[25] 3、在电场作用下，一方面使得水中的悬浮物、胶体、带电微粒等物质脱稳，

另一方面水中的阳离子、阴离子分别向阴极和阳极移动，在阴极和阳极发生双

电层作用和多电层作用，形成沉淀诱发絮凝作用，促使细小的悬浮物、胶体、

带电微粒等物质形成粗大的絮凝体，加速杂质沉降，有效降低SS、浊度等污染

指标；

[26] 4、电解吋阴极产生的大量初生态的氢可形成氢气小气泡，具有气浮效果，随

着气泡的上浮，会粘附大量的轻质悬浮物，达到固液分离或液液分离的效果，

从而进一步降低水中的COD 、色度、浊度等。

[27] 所述的电解气浮池在对废水、市政污水进行处理吋，是通过覆盖于阳极表层的

涂层的电催化作用，降低电解的过电位，从而使一级气浮后废水、市政污水在

较低的电压条件下电解，产生初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在有大量氯离子存在吋

，产生的是初生态的氯 [C1]和初生态的氢 [H] ; 在没有氯离子存在吋，产生的是

初生态的氧 [0] 、羟基 [OH] 和初生态的氢 [H] ，并发生以下七个作用：

[28] 1、电解产生的初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杀灭水中的微生物、细菌、藻类和浮游

生物并与阴极产生的大量微小气泡结合上浮去除，消除微生物、细菌、藻类、

浮游生物的污染并降低浊度；

[29] 2、电解产生的初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快速氧化分解废水中的有机物，使得大

分子物质分解为小分子物质，降低废水中的COD, 同吋提高B/C值，改善可生化



性，为后续处理创造更好的生化条件；

[30] 3、电解产生的初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快速氧化分解残留在废水中有色物质的

发色基团和助色基团，使其发生断链或开环，使废水脱色，并结合阴极产生的

大量微小气泡的气浮作用，有效降低废水色度，达到脱色的目的；

[31] 4、电解产生的初生态的强氧化性物质快速氧化分解废水中的氨氮，降低水中

的氨氮指标；

[32] 5、电解产生的多种游离基 （强氧化性物质）可以氧化分解废水中的发臭基团

，去除废水中的恶臭；

[33] 6、在电场作用下，一方面使得水中的悬浮物、胶体、带电微粒等物质脱稳，

另一方面水中的阳离子、阴离子分别向阴极和阳极移动，在阴极和阳极发生双

电层作用和多电层作用，形成沉淀诱发絮凝作用，促使细小的悬浮物、胶体、

带电微粒等物质形成粗大的絮凝体，加速杂质沉降，有效降低SS、浊度等污染

指标；

[34] 7、电解吋阴极产生的大量初生态的氢可形成氢气小气泡，具有气浮效果，随

着气泡的上浮，会粘附大量的轻质悬浮物，达到固液分离或液液分离的效果，

从而进一步降低水中的COD 、色度、浊度等。

[35] 综上所述，本发明是集气浮技术、絮凝沉淀技术、纳米技术、催化技术和电化

学技术的新型水处理装置，集电解、絮凝沉淀、气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能快

速、有效地降低水中的COD 、氨氮、色度、臭味、浊度、SS等，并杀灭水中的

微生物、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使得水体获得净化。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36] 釆用 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对水进行净化处理，具有如下显著优点：

[37] 1、它 集电解、絮凝沉淀、气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自动化程度高，除污效率

高，运行成本低，操作和维护方便；

[38] 2、加入絮凝剂和气浮剂等化学物质只有传统工艺的五分之一，不仅大幅度降

低化学物质消耗，节省水处理成本，而且减少了二次污染；

[39] 3、产生的污泥量只有传统技术的 五分之一，大幅度降低污泥排放，并减少固



体废物处理成本 ；

[40] 4、装置运行稳定 ，能快速 、有效地处理水 中的细菌 、藻类、微生物 、浮游动

物 、COD 、氨氮 、色度 、臭味、浊度 、SS等 ，出水水质 良好。

对附图的简要说 明

附图说明

[41] 图 1 为本发明实施例 的结构组成示意 图。

[42] 图 2 为 图 1 的俯视 图。

[43] 图 3 为 图 1 的侧视 图。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4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 的说明：

[45] 如 图 1〜 3 所示 ，本发明实施例设有 壳体 1 、混凝沉淀池2、一级气浮池3、电

解气浮池 4 、排渣池5、进水 口6、搅拌器 7 、溶气释放管 8、电解槽 9、电极 10

、刮渣装置 11、排渣 口12、排污 口13、上下层隔板 14、集水管 15、排污 口16、

排水沉淀室 17、气液分离室 18、集水 出水 口19、溶气释放器20、阳极接线柱 2 1

和 阴极接线柱22 。

[46] 在壳体 1 用隔板分隔成混凝沉淀池 2、一级气浮池 3 、电解气浮池 4 、排渣池

5 四个池 ，混凝沉淀池 2 顶部设有进水 口 6 和搅拌器 7，进水 口 6 通过管道与废

水进水管道连接 ，混凝沉淀池底部与一级气浮池 3 相通 ，边部排污 口 16 与排污

管连接 ；一级气浮池 3 边部设有溶气释放管 8 ，溶气释放管 8 与溶气释放器 20

、外部气源连接 ，排污 口16 与排污管连接 ，在一级气浮池 3 内侧上部与电解气

浮池 4 相通 ；电解气浮池 4 被隔板 14 分为上下二层 ，上层为气液分离室 18 ，

设有浮渣刮板 、出渣 口，上下层之间装有 电解槽 ，设有至少一个电解槽 9 ，电

解槽 9 的底部 固定在壳体 1 内底部 ，电解槽 9 的顶部敞开并与上下层隔板 14 顶

部水平 ，电解槽 9 内安装有 电极 10 ，电极 10 包括阳极和 阴极 ，阳极和 阴极之

间的间隙为过水通道 ，所述阳极通过阳极接线柱 2 1与直流电源 的阳极联接 ，所

述 阴极通过 阴极接线柱 22 与直流电源 的阴极联接 ，排污 口 16 设置在排水沉淀

室 17 底部 ，集水管 15 设置在排水沉淀室 17 中间偏上位置 ，与电解 出水管道连



接；排渣池 5 设有排渣口 12 ，排渣口 12 与排渣管连接。

[47] 所述壳体 1 由内、外两层构成，内层釆用环氧沥青漆处理，外层为钢板。

[48] 所述电解槽 9 内安装有电极 10 ，电极 10 包括阳极和阴极，阳极和阴极之间的

间距为2mm~4mm °

[49] 所述电解槽 9 内阳极与阴极顶部与电解槽 9 顶部之间留有 150mm 〜200mm 高

度的间隙。

[50] 所述阳极是以钛为基板，表面覆盖有晶粒为 10 〜35nm 的金属氧化物涂层的惰

性阳极，阳极为平板状、圆弧状、圆筒状、网状中的一种形状；所述阴极是以

钛、铁、铝、不锈钢、锌、铜、镍、铅或石墨为材料的阴极，阴极为圆弧状、

圆筒状、网状中的一种形状。

[51] 所述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工作吋电解槽 9

中阳极与阴极间的工作电压为2~8V ，电流密度为 10〜250mA/cm2 ; 两极间的最

佳工作电压为3〜5V ，最佳电流密度为 100〜150mA/cm 2 。

[52] 在对淡水、海水、苦咸水、废水和市政污水进行处理吋，首先通过装置内的混

凝沉淀池，在搅拌作用下加入2〜500g/m3 的絮凝剂和2〜300g/m3 助凝剂，加快

水中固体颗粒物质 （如化学沉淀物、混凝处理所形成的絮体和生物处理的污泥

等）相互凝聚，形成粒径和质量较大的颗粒固体物，并快速沉淀下来而从水中

去除，同吋通过沉淀作用去除水中的砂粒；然后，进入一级气浮池，溶气释放

器产生的微小气泡粘附水中大量的轻质悬浮物 （如细小固体颗粒、油、苯等）

上浮，达到固液分离或液液分离的效果，从而降低水中的COD 、氨氮、色度、

浊度等；一级气浮池的出水进入电解气浮池，电解产生的强氧化性物质杀灭水

中的微生物、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并氧化分解水中的有机物，使得水中的C

OD 、色度、浊度、氨氮、臭味等污染指标大幅度降低；最后通过排渣池收集沉

淀物和浮渣，使得水体获得净化。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

[53] 实施例 1

[54] 对富营养化湖水的处理效果



[55] 将湖水泵入纳米催化 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在混凝沉淀池2中按20〜500g/m3 加入

絮凝剂PAC, 利用搅拌器7进行搅拌 ，加速沉淀 ；同吋幵通一级气浮池3中的溶气

释放器20，并调节适 当的气体流量 ；电解气浮池4中电解槽9两极 间的电压为3〜

8V, 电流密度为 10〜150mA/cm2 的状态 ，保持湖水在一级气浮池3中的停 留吋间

为 1~2分钟 ，且在 电解槽9极板之间停 留吋间为0.3~1 分钟 ，处理前后 的效果见表 1

[56] 表 1 对富营养化湖水净化 的处理效果

[57] [Table 1]

[58] 实施例 2

[59] 对海水 的处理效果

[60] 将海水泵入纳米催化 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在混凝沉淀池2中按加入2〜100g/m3

絮凝剂PAC, 利用搅拌器7进行搅拌 ，加速沉淀 ；同吋幵通一级气浮池3中的溶气

释放器20，并调节适 当的气体流量 ；电解气浮池4中电解槽9两极 间的电压为3〜

5V, 电流密度为 10〜200mA/cm2 的状态 ，保持海水在一级气浮池3中的停 留吋间

为 1~2分钟 ，且在 电解槽9极板之间停 留吋间为0.3~1 分钟 ，处理前后 的效果见表2

[61] 表 2 对海水净化 的处理效果

[62]



[Table 2]

[63] 实施例 3

[64] 对印染深度处理废水的处理效果

[65] 将经过生化处理的二沉池印染深度处理废水泵入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

在混凝沉淀池 2 中加入絮凝剂 PAC ，每吨废水加入 800g 的 PAC ，利用搅拌器

7 进行搅拌，加速沉淀；同吋幵通一级气浮池3中的溶气释放器20 ，并调节适当

的气体流量；电解气浮池4 中电解槽 9 两极间的电压为3〜5V

，电流密度为 10〜250mA/cm 2

的状态，保持废水在一级气浮池3中的停留吋间为5~10分钟，且在电解槽9极板

之间停留吋间为 2 ~5 分钟，处理前后的效果见表 3 。

[66] 表3对印染深度处理废水的处理效果

[67] [Table 3]

[68] 实施例 4



[69] 对制革废水的处理效果

[70] 制革废水进入粗格栅过滤机过滤除去大颗粒固体物后流入调节池混合，再将调

节池的废水泵入水力筛过滤脱毛发等杂质后流入脱硫反应池，脱硫废水流入纳

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在混凝沉淀池 2 中加入絮凝剂 FeS0 4 ，每吨废水加入

800g 的 FeS0 4 ，利用搅拌器 7 进行搅拌，加速沉淀；同吋幵通一级气浮池 3 中

的溶气释放器 20 ，并调节适当的气体流量；电解气浮池 4 中电解槽 9 两极间的

电压为3〜5V ，电流密度为 10〜250mA/cm 2 的状态，保持废水在一级气浮池 3

中的停留吋间为5~15 ，且在电解槽 9 极板之间停留吋间为2~5 钟，处理前后的

效果见表 3 。

[71] 表4对制革废水的处理效果

[72] [Table 4]

工业实用性

[73] 本发明集电解、絮凝沉淀、气浮等多种功能为一体，自动化程度高，除污效率

高，运行成本低，操作和维护方便 ，具有良好的工业实用性。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其特征在于设有壳体，在壳体

内设有混凝沉淀池、一级气浮池、电解气浮池、排渣池四个池，

混凝沉淀池顶部设有进水口和搅拌器，进水口通过管道与废水进

水管道连接，混凝沉淀池底部与一级气浮池相通，边部排污口与

排污管连接；在一级气浮池边部设有溶气释放管，溶气释放管与

溶气释放器、外部气源连接，排污口与排污管连接，一级气浮池

内侧上部与电解气浮池相通；电解气浮池由上下层隔板分为上下

二层，上层气液分离室设有刮渣装置，上下层之间装有电解槽，

设有至少一个电解槽，电解槽的底部固定在壳体内底部，电解槽

的顶部敞开并与上下层隔板顶部水平，电解槽内安装有电极，电

极包括阳极和阴极，阳极和阴极之间的间距为过水通道，所述阳

极通过阳极接线柱与直流电源的阳极联接，所述阴极通过阴极接

线柱与直流电源的阴极联接，排污口设置在排水沉淀室底部，集

水管设置在排水沉淀室中间偏上位置，与电解出水管道连接；排

渣池设有排渣口，排渣口与排渣管连接。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壳体由内、外两层构成，内层釆用环氧沥青漆处理，外层

为钢板。

[权利要求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电解槽内安装有电极，电极包括阳极和阴极，阳极和阴极

之间的间距为 2mm~4mm ，电解槽内阳极与阴极顶部与电解槽顶

部之间留有150mm 〜200mm 高度的间隙。

[权利要求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阳极是以钛为基板，表面覆盖有晶粒为 10 〜 35nm 的金属

氧化物涂层的形稳阳极，阳极为平板状、圆弧状、圆筒状、网状

中的一种形状；所述阴极是以钛、铁、铝、不锈钢、锌、铜、镍

、铅或石墨为材料的阴极，阴极为平板状、圆弧状、圆筒状、网



状中的一种形状。

[权利要求 5]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工作吋电解槽中阳极与阴极间

的工作电压为 2~8V ，电流密度为10〜250mA/cm 2 。

[权利要求 6]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纳米催化电解絮凝气浮装置工作吋电解槽中两极间的最佳

工作电压为3〜5V ，最佳电流密度为100〜150mA/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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