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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碳纤维的矿山废水

处理系统及地下水去污工艺，矿山废水处理系统

包括依次相连的跌水曝气池、加药池、初沉池和

串联的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加药池用于添加

PH值调节剂，其中第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进

水口与初沉池出水口相连并设置有滗水器，最后

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出水口连接到河道或

者沟渠，碳纤维接触氧化池还设有排污泥管和闸

门，每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均设有碳纤维净

水系统，通碳纤维净水系统形成生物膜和藻场具

有截留、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和生物

酶催化氧化污水处理功能。本发明利用碳纤维净

水和处理产物铁锰氧化物作为催化剂，运行成本

低廉，除污效果好，适用于大规模的矿山废水和

地下水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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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碳纤维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相连的加药池、初沉池

和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所述加药池用于添加PH值调节剂，所述初沉池用于对污水进行

初步沉淀，所述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串联，其中第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进水口与初

沉池出水口相连并设置有滗水器，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出水口连接到河道或者沟

渠，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还设有通往污泥池的排污泥管，每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

中均设有碳纤维净水系统，通过碳纤维净水系统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形成生物膜和藻场

具有截留、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一级生物酶催化氧化污水处理功能，所述碳纤

维净水系统包括碳纤维生态带、碳纤维生态草以及碳纤维生态网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组

合。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药池前设有低能耗的污

水预处理装置，所述污水预处理装置包括设于河道或者沟渠上游用于抬高水位的雍水建筑

和设于雍水建筑下游的跌水曝气池，所述跌水曝气池为多级跌水，通过多级跌水对污水进

行预氧化处理。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初沉池或加药池内设有搅

拌机和曝气充氧设备，用于对药剂和污水进行充分的混合并对污水实现曝气充氧氧化。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净水系统均匀间隔

排列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对于同一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分布在碳纤维

净水系统的两端，以延长污水停留时间，相邻的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碳纤维净水系统呈相

互垂直方向排列。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生态网上设有光催

化剂，所述光催化剂为污水中自带被氧化的铁、锰离子或者石墨烯、黑磷烯和二氧化钛种的

任意一种或者几种组合。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加药池、初沉池和多级碳

纤维接触氧化池相互连接处均设有滗水器，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出水口处设有出

水井，所述出水井为半圆柱体形出水井，出水井中部设有出水管，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水流

通过滗水器溢流进入出水井内，出水井内的水通过出水管流到整个矿山废水处理系统之

外。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净水系统由碳纤维

生态带、碳纤维生态网、碳纤维生态草、碳纤维生态球和碳纤维毯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混编组

装而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净水系统由碳纤维

生态带、碳纤维生态网、碳纤维生态草通过固定绳或者扎带相连形成列状生态带，然后将列

状生态带两端通过支架固定形成面状的碳纤维净水系统。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生态草、碳纤维生

态带、碳纤维生态网、碳纤维生态球和碳纤维毯由碳纤维丝与高分子材料混编织成或由碳

纤维丝与防水布热压制造而成或与浮岛、吊环、pvc管连接而成，所述碳纤维丝由聚丙烯晴

基、沥青基或者黏胶基制成。

10.一种基于碳纤维的地下水去污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建立雍水建筑和多级跌水，形成自流和初步充氧，对污水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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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经过预处理后的污水进入加药池，调节PH值至微碱性，使得污水中金属离子沉

淀析出；

步骤3、污水调节PH值后经过初沉池进行初沉淀，然后通过滗水器进入碳纤维接触氧化

池；

步骤4、利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的碳纤维表面形成的生物膜、藻场对污水进行截留、

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光催化氧化以及生物酶催化氧化进一步除污处理；充分

利用处理产物-高价铁、高价锰以废治废，截留在碳纤维上的铁锰氧化物利用太阳自然光形

成光催化氧化作用，进一步加强铁锰从废水中转化去除；

步骤5、经过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处理后的干净水通过排水口排出，污泥通过排污泥管道

排到污泥处理装置，经污泥干化后外运，完成整个污水处理过程。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272167 A

3



一种基于碳纤维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及地下水去污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地下水或矿业废污水处理技术，具体涉

及一种基于碳纤维净水产品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及污水处理工艺，是一种利用曝气氧化、

PH调节剂、碳纤维、微生物膜、光催化氧化、生物酶催化氧化技术联合处理受各种污染的矿

山废水、地下水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地下水作为人类宝贵的淡水资源是河流水库的重要补给源，也是北方地区的重要

水源。随着现代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工业化进程，地下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问题，一方

面是自然污染，另一方面是来自人为污染源。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地下水污染逐渐加

剧，于是地下水的处理技术也随之发展起来。对地下水的污染：在人为影响下，生活污水和

垃圾渗漏液中的有机物、NH4+-N及NO3-N、总磷等导致地下水的污染。生活污水排放及生活污

水用于污灌引起的地下水中NO3-N升高现象更为普遍。农用氮肥的使用面积非常之广，施用

大量氮肥而出现了NO3-N的污染。各类工业废水中COD、氨氮、有毒化合物排放常常是地下水

中COD、NH4+-N及NO3-N、有毒化合物污染的主要污染源。COD、氨氮、有毒化合物对人体和水生

生物有一定的毒害作用，COD、氨氮都是高耗氧性物质，例如氧化1mg氨氮成硝态氮需消耗

4.57mg的DO，所以较高浓度的氨氮会直接导致水质的恶化。我国60％地区存在高铁高锰高

硫酸的地下水问题，主要来自矿山开采或工业废水人为排放渗漏地下。特别是在煤矿的开

采过程中和地下水抽提过程中，破坏了地下、煤层及围岩中的硫化矿物(主要是硫铁矿)原

来的还原环境，使之与氧气与水接触，在微生物作用下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地球化学环境，产

生了大量的酸。强酸性水溶液进一步将煤层及围岩中重金属溶出，形成了酸性地下废水，其

中以铁锰浓度最高，危害最大。很多矿山长期开采导致煤矿资源已经枯竭，随着生态环境保

护的制约，大量煤矿已经停产，但是矿山废水渗漏后注入河流，与氧气和河水接触变成红水

河直接影响饮水安全。酸性废水对桥梁以及堤坝等均会产生一定的腐蚀作用。我国煤炭产

量位居世界第一，煤矿矿井水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也是位居全国工业废水的第一，据统计和

测算，目前全国煤炭矿井水的产生量每年45～50亿m3，每年排放量达25亿m3。随着环境保护

和开采煤炭资源枯竭，越来越多的煤矿被关闭，开挖后的煤矿里边形成巨大的地下水库，在

大气降水的作用下，开采后的矿石受到淋溶，为水体的酸化提供了反应温床，雨季大量渗入

地下雨水变成高铁高锰高盐废水溢出，排放量和溢出量会大幅度增加，而且反复产生污染

源。废水排入河流的过程中会导致水体中有机物含量增加，从而水体中好氧微生物降解有

机物时的消耗氧增多，造成水体处于贫氧状态，水体中的鱼类以及其他水生生物生存受到

危害。当水中溶解氧消耗殆尽的时候，有机物又通过水中厌氧微生物的分解，引起腐败现

象，产生CH4，H2S，等难闻的气体，使水质恶化，威胁饮水安全。煤矿酸性废水含高铁高锰高

盐，色度大，不同于正在生产的煤矿废水。国内外高铁高锰高盐地下水处理研究主要报道是

曝气氧化、化学中和、锰砂过滤及微生物处理综合技术，但是运行成本很高。目前针对煤矿

含高铁高锰高盐酸性废水、工业废水污染、石油开采污染、地下水富含重金属、无机盐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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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元素等物质的去除技术还存在着一些局限。锰砂过滤法中因为容易赌塞需要定期反冲

洗，破坏了生物膜，存在处理效率低等问题。

[0003] 现有地下水污染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将受污染的地下水抽出至地表进行处理的水

厂技术或对矿区废水溢流进行治理的污水处理站技术。铁锰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

人体内所需要的铁锰主要来源于食物和饮水。水中含铁锰量过多，也会造成危害。当水中含

铁锰的浓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红褐色的沉淀物，流入河流中会形成铁锈红水体颜色，

造成视角污染，同时还容易使铁细菌繁殖堵塞管道。据美国，芬兰科学家研究证明，人体中

铁过多对心脏有影响，甚至比胆固醇更危险。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85)规

定，铁含量≤0.3㎎/L，锰含量≤0.1㎎/L，超标地下水须经除铁除锰达标后才能饮用或排

放。铁、锰等重金属的去除并不是单一的途径或机理，往往需要多种方法与技术的综合工

艺。目前水厂主要采用曝气充氧、中和法、过滤法、生物法等综合技术；而矿山废水的治理主

要采用封堵法、化学法(中和法、氧化法、还原法、絮凝法、离子交换法)、物理法(沉淀法)。其

中封堵法主要是对地下水的溢出口进行人为封堵，但是地下水总会找到出路进入河湖，因

此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此外，上述各种处理方法均利用了铁锰化合物的转换，最终通过沉淀

去除。Fe生锈是转化为Fe2O3(缓慢氧化)过程，4Fe+3O2＝2Fe2O3，是化合反应，氧化要充分，不

然就生成亚铁了。Fe2+具有还原性，当遇到强氧化剂时，均可生成+3价铁。氧化法一方面是增

加水中的溶解氧，二是驱除CO2，以提高水的PH值，使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沉淀。二价铁在PH

值大于6.7时，在水中溶解氧的作用下，氧化成三价铁；Mn2+则需要PH值大于9.5时，溶解氧作

用下氧化成四价锰、MnO2；中和法是最常用的处理技术，该方法是向废水中投入中和剂，使

废水中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与水分离，使废水达到排放标准。常见的中和剂有石灰、

石灰石、苏打、苛性碱，过氧化钙、氨水等。中和法目的就是调节PH值改善氧化条件，因其溶

解度小以便在后续的沉淀、过滤等固液分离净化工序中被去除,从而达到除铁锰及其它重

金属的目的。生物法除铁除锰作为一种新的工艺技术目前也开始在世界很多国家研究推

广,均取得良好效果,我国北方水厂主要采用两级曝气、两级过滤工艺。另外日本虽对生物

除铁除锰技术也进行了研究和应用,但也只是应用于慢滤池中。国外对地下水除铁除锰的

研究始于100多年前。1868年在荷兰建成第一座大型除铁装置,1874年第一座除锰水厂在德

国建成。国外传统的除铁除锰工艺一般是曝气后加入中和试剂,然后过滤,后来又有传统工

艺加生石灰软化除铁除锰,硅酸钠、磷酸盐、多重磷酸盐做分离剂除铁除锰。1946年Edwards

和Mc  Call提出滤料表面锰质滤膜对饮用水中锰离子去除起催化作用。20世纪6  0年代底层

地下水除铁除锰技术在欧洲得到推广应用,近年来被许多国家所重视。Fe2+氧化去除的实质

是在铁质活性滤膜表面发生的自催化过程。在铁的生物膜处理过程中，Fe2+首先会以离子交

换的形式被吸附到铁质活性滤膜的表面。地下水中往往会有溶解氧的存在，且Fe2+的氧化还

原电位较氧为低，为此，被吸附到铁质活性滤膜表面的Fe2+往往会进一步被催化氧化，并于

水中发生水解。在pH偏碱性条件下生物接触滤层中Mn2+的氧化是生物氧化,滤层中以除锰菌

为核心的生物群系的平衡与稳定是除锰活性的基础。在锰的去处过程中，Mn2+随后，吸附在

细菌表面的Mn2+会在胞外酶催化作用下，氧化形成Mn4+，该价态离子在中性及弱碱环境下，

能迅速地转化为MnO2，继而从处理水中析出，达到除锰的目的。生物滤层不但可以同时氧化

去除Fe2+、Mn2+,而且对进入滤层前已氧化成Fe3+的微细颗粒也有良好的截留作用。以此生物

固锰除锰机制为基础开发了二级曝气、二过滤的生物除铁除锰工艺在我国北方水厂被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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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和法与过滤法结合治理高效，治理量大，但存在污泥量大，药剂使用量大，运行费

高，二次污染严重等问题。过滤法介质主要是锰沙和活性炭组合介质，均容易赌塞需要反冲

洗减少了过滤柱中的生物膜量，降低了生物除铁锰的效率。

[0004] 经济高效的碳纤维净水技术：现有铁锰过滤方法是将水中Fe2+和Mn2+氧化成不溶

于水的Fe3+和MnO2，再结合天然锰砂或活性炭的催化、吸附、过滤将水中铁锰离子去除。MnO2

和Fe3+的微细颗粒去除条件极差，天然锰砂或活性炭易堵塞，生物膜难于形成，因而影响了

滤池的出水水质，设置碳纤维净水产品后，碳纤维、生物膜和着生藻场的高吸附、网捕、截

留、絮凝、催化氧化作用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0005] 铁的氧化条件PH值为7.5以上比锰PH值为9.5条件低，因此铁容易去除，而锰的去

除是一大难题，锰不能依赖曝气氧化法和中和法，因为处理成本太高。为减少铁锰去除成本

和其它难降解转化物质能够有效去除，本发明增加了藻场、生物膜、光催化氧化技术，这些

技术的实现只需要更换滤料锰砂或活性炭为碳纤维净水产品即可。本发明利用了碳纤维生

物亲和性使生物膜易生成、容易形成着生藻场、利用地下水处理产物高价氧化铁锰催化剂

等低成本和处理污染物种类多优势。

[0006] 地下水中污染物的种类日益增多，除渗漏液有机物、氮磷营养物污染外，还包括工

业废水、石油类、重金属、无机盐和放射性元素等污染，于是地下水污染处理技术便以其处

理彻底、处理污染物的种类多、时间相对较短、出水效果好、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综合治理

技术最受欢迎。地下水生物法除锰新技术的理论及应用研究，并通过大量的微生物学试验，

证明了滤池中铁细菌的高效生物除锰作用。由于铁的氧化还原电位比锰低，因此在滤层中，

Mn2+氧化为MnO2的速度较慢，锰质活性滤膜的成熟期较长。接触氧化法采用一级曝气过滤除

铁,二级曝气过滤除锰的分级方法。工艺流程仍然比较复杂，运行费用也偏高；另一方面,二

价锰难以在滤层中快速氧化为MnO2而附着于滤料上形成锰质活性滤膜，系统生物除锰能力

形成周期比较长，启动一般需要近3个月以上的时间，实际应用中因经常反冲洗，生物膜刚

刚长出就被破坏掉了，所以锰砂滤床上的微生物膜氧化处理效率十分有限，除锰效果更是

呈现很不稳定的状态。受污染地下水能够被微生物处理的关键是保持相应微生物的高活

性，才能使得地下水的污染物能够被高效持久的去除。碳纤维新材料应用于地下水处理中

则能够在10天～半月形成稳定生物膜，碳纤维高亲和性和生物附着比表面积巨大，生物活

性滤膜发育充分，生物接触氧化滤池中，当碳纤维生物滤料经过适应期、活性增长期而达到

稳定期后，会在滤层表面寄生着大量的细菌群，形成生物挂膜现象，可在不同污染物废水环

境下分别生长氧化亚硫铁杆菌、硝化菌、反硝化菌、兼性菌等不同菌种或多菌种，因此对有

机物、氮磷、重金属、苯酚类、石油类等多种污染物均有处理效果。碳纤维生物膜适应期一般

只需半天～1天时间，10天～20天生物膜就达到成熟和稳定，无需特殊培育。这些细菌会与

污染物或以化学反应中形成的含铁锰氧化物胶体共同形成菌泥，这种物质类似于污水处理

过程中形成的菌胶团。碳纤维生物膜生物量是锰砂滤料的上100～1000倍，碳纤维材料轻柔

飘逸，不会赌塞生物池，不需要反冲洗，因此，碳纤维生物膜活性高而且能够自我更新具有

长效性，因而本发明使用的技术去除铁猛等重金属效率高。

[0007] 碳纤维促进光催化氧化的以废治废技术。1967年藤岛昭教授在一次试验中发现光

催化反应，光催化技术是一种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有着重要应用前景的绿色技术，在光的照

射下可将有机污物彻底降解为二氧化碳与水，同时光催化材料自身无损耗，被环保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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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21世纪环境净化领域的革命性突破，被誉为“当今世界最理想的环境净化技术”。Ollis于

1985年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半导体光催化在污水治理方面应用的综述文章，近二十年来，半

导体多相光催化作为一项新的污染治理技术受到人员的高度重视。当催化剂半导体氧化物

纳米粒子受到大于禁带宽度能量的光子照射后,电子从价带跃迁到导带,产生了电子-空穴

对,电子具有还原性,空穴具有氧化性,光生电子、空穴在内部电场作用下分离并迁移到材

料表面，进而在表面处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空穴与氧化物半导体纳米粒子表面的-OH反应生

成氧化性很高的OH自由基,活泼的OH自由基可以把许多难降解的有机物、重金属氧化，有机

物光催化后变成CO2和H2O等无机物，重金属从低价氧化成高价，从溶解态变成固态再沉淀被

去除。碳纤维生态草拦截吸附地下水中的铁锰氧化物作为光催化剂，碳纤维高导光导电特

性促进铁锰氧化物利用太阳自然光形成光催化氧化。Fe2O3、Fe(OH)3、MnO2等半导体光催化

技术因其可以直接利用太阳光能而被许多研究者看好。有人发现铁锰氧化物利用太阳自然

光比二氧化钛的光催化活性高，因为TiO2的禁带宽度为3.2eV，需要波长小于387.5nm的光

才能够激发，所有只能吸收紫外光；而(羟基)氧化铁的禁带宽度在2.1eV附近，波长563.6nm

的光就能工作，不仅可以吸收紫外光，还可以吸收可见光，因此，窄禁带半导体氧化铁的，能

吸收利用占太阳辐射能量45％左右的紫外-可见光。加上具有环境友好、廉价、在碱性环境

中化学稳定性好等优点，是一种有广泛应用前景的光催化剂材料。碳纤维黑色具有高吸光

性，高传热和导电性，促进氧化铁锰等催化剂利用太阳自然光放大铁质的自催化作用，因

此，强化了铁的催化氧化去除效率。本发明中还可以增加黑磷烯、石墨烯、二氧化钛等光催

化剂加强光催化氧化作用。因而本发明还利用碳纤维分离地下水中的铁锰氧化物产物继续

光催化氧化分离地下水溶液中溶解的铁锰化合物和其它难降解物质，以废治废，运行成本

显著降低。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调节PH值、氧化重金属、利用碳纤维生态草修复微生物膜和利用

碳纤维与污水处理产物铁锰氧化物已废治废实现光催化氧化的技术处理受污染地下水的

工艺和装置，以避免传统锰砂过滤法因堵塞需要反冲洗使得生物膜难于形成、处理效率低、

运行成本高的受污染地下水处理难的问题。本发明不仅能够降解地下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去氮除磷，还能够充分利用氧化产物Fe(OH)3实现微电池氧化和光催化氧化，吸附拦截Fe

(OH)3和不溶于水的黑色MnO2达到高效除铁除锰。利用光催化氧化技术将一些矿山雨水淋浴

产生的高铁高锰高硫酸重金属地下水、石油开采污染地下水的石油类、挥发酚、氨氮、COD等

还原电位较低的Pb2+、Ni2+、氯代烃及五价铀等污染物和工业废水污染物进行有效去除转

化，而且极大节约运行成本。

[0009]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技术方案如下：

[0010] 一种基于碳纤维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相连的跌水曝气池、

加药池、初沉池和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所述加药池用于添加PH值调节剂，所述初沉池用

于对污水进行初步沉淀；所述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串联，其中第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

的进水口与初沉池出水口相连，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出水口连接到河道或者沟

渠；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还设有通往污泥池的排污泥管，每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

中均设有碳纤维净水系统，通过碳纤维生态带、碳纤维生态网、碳纤维生态草、碳纤维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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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和碳纤维毯等与悬浮设备、连接设备、垂吊设备、固定设备组装而成。碳纤维净水系统在

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形成生物膜和藻场具有截留、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一级生

物酶催化氧化污水处理功能。

[0011] 作为改进，所述加药池前设有低能耗的污水预处理装置，所述污水预处理装置包

括设于河道或者沟渠上游用于抬高水位的雍水建筑和设于雍水建筑下游的跌水曝气池，所

述跌水曝气池为多级跌水，跌水曝气池具有曝气充氧和蓄水抬高水头的作用；通过多级跌

水对污水进行无能耗的预氧化处理。

[0012] 作为改进，所述初沉池或加药池内设有曝气充氧设备，用于对污水进行充分的曝

气充氧。

[0013] 作为改进，所述碳纤维净水系统均匀间隔排列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对于同一

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进水口和出水口分布在碳纤维净水系统的两端，以增加污水停留时

间，相邻的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碳纤维净水系统呈相互垂直方向排列。

[0014] 作为改进，所述碳纤维生态网上设有光催化剂，所述光催化剂为污水中自带被氧

化的铁、锰离子或者石墨烯、黑磷烯和二氧化钛种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组合。

[0015] 作为改进，所述加药池、初沉池和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相互连接处均设有本发

明的简易滗水器，滗水器由不锈钢加锯齿组成。

[0016] 作为改进，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出水口处设有出水井，所述出水井为半

圆柱体形出水井，出水井中部设有出水管，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水流通过滗水器溢流进入

出水井内，出水井内的水通过出水管流出到污水处理厂外。

[0017] 作为改进，所述碳纤维净水系统由碳纤维生态带、碳纤维生态网、碳纤维生态草、

碳纤维生态球、碳纤维毡和碳纤维毯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混编组装而成。

[0018] 作为改进，所述碳纤维净水系统由碳纤维生态草、球、网、毯、毡等通过与悬浮设

备、连接设备、垂吊设备组装而成。相连形成列状碳纤维生态网状、带状的净水系统，然后将

碳纤维净水系统两端通过支架固定或安装在固定架中形成的碳纤维接触氧化装置。

[0019] 作为改进，所述碳纤维生态草、碳纤维生态带、碳纤维生态网、碳纤维生态球和碳

纤维毯由碳纤维丝与高分子材料混编织成或由碳纤维丝与防水布热压制造而成或与浮岛、

吊环、pvc管连接而成，所述碳纤维丝由聚丙烯晴基、沥青基或者黏胶基制成。

[0020] 一种基于碳纤维的地下水去污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1] 步骤1、建立雍水建筑和多级跌水，对污水进行初步充氧预处理；

[0022] 步骤2、经过初步处理后的污水进入加药池，调节PH值至微碱性，使得污水中金属

离子沉淀析出；

[0023] 步骤3、污水调节PH值后经过初沉池进行沉淀，然后通过滗水器进入碳纤维接触氧

化池；

[0024] 步骤4、利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的碳纤维表面产生的生物膜、藻场对污水进行截

留、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以及生物酶催化氧化进一步除污处理；充分利用处理

产物-高价铁、高价锰以废治废，截留在碳纤维上的铁锰氧化物利用太阳自然光形成光催化

氧化作用，进一步加强铁锰从废水中转化去除；

[0025] 步骤5、经过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处理后的干净水通过排水口排出，污泥通过排污泥

管道排到污泥处理装置，完成整个污水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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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有益效果是：

[0027] 本发明在两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设置了碳纤维生态草，只需半个月长成稳定的

多种微生物菌群的生物膜，利用碳纤维形成以铁锰氧化物为催化剂只需太阳光的高效光催

化氧化技术，以废治废，运行成本大大降低，提出了成套的地下水处理工艺、设计方案和地

下水处理站的设备建设。中和法处理效果虽然较好，但是为了除二价和色度，需要将PH值中

和至碱性(PH＝9.5)，铁只需要PH大于等于7.5可使Fe2+短时间氧化沉淀，并且去除色度。并

在PH大于7.5时，水解形成Fe(OH)3↓，沉淀从水中析出，经沉淀和排泥去除铁。锰离子需要PH

大于等于9.5后在溶解氧作用下氧化成四价锰、MnO2才能够沉淀去除。这势必增加中和剂的

投入量和充氧曝气耗电量巨大才能同时除铁除锰，造成大量以硫酸钙为主的胶状混合物堆

积，引起严重的二次污染，污泥量巨大，处置困难，运行费用高。利用生活在碳纤维上的微生

物氧化亚硫铁杆菌催化酶氧化，微生物菌种提高Fe2+、Mn2+的氧化速率，使Fe2+、Mn2+离子氧化

成Fe3+、四价锰、MnO2，碳纤维上拦截的铁锰氧化物利用太阳自然光的光催化氧化促进水中

的Fe2+氧化成Fe3+、Mn2+离子氧化成Fe3+、四价锰、MnO2；同时碳铁微电池效应产生大量OH-，铁

与OH-反应生成Fe(OH)3、四价锰、MnO2。因而在较低PH值情况下，达到除锰目的，去除铁、锰、

H2CO3、降色度和其它重金属的目的。本发明技术只需加入少量中和剂除去SO42-等酸性离子，

Fe2+、Mn2+离子氧化成Fe3+、四价锰、MnO2，使废水得到净化。碳纤维净水系统集沉淀、过滤、吸

附、氧化、微生物合成与分解代谢、植物的代谢与吸收、生物酶催化氧化、光催化氧化、碳铁

微电池氧化作用于一体，可达到良好的出水水质，观测表明，浊度、COD、氨氮、总磷、氢离子、

铁离子、锰离子、石油类、挥发酚和悬浮物的去除率可达90％以上。

[0028] 所述碳纤维净水材料包括聚丙烯晴基、沥青基、黏胶基等制成的碳纤维丝、碳纤维

布、石墨毡、网状玻璃碳、石墨或碳纤维刷等材料及其织造的碳纤维生态草、碳纤维生态带、

碳纤维生态球、碳纤维毯等实现铁锰氧化物从水中分离技术产品。

[0029] 所述光催化剂包括废水自带的铁、锰及其它所有催化剂，也包括增加黑磷烯、石墨

烯、二氧化钛等新型光催化剂材料。

[0030] 所述的微生物膜是由碳纤维修复的废水中或底泥中自带的多菌群种类的复合生

物膜。碳纤维创造了一个自养硫氧化/反硝化菌、异养反硝化菌、氧化亚硫铁杆菌、自养脱硫

菌群种群共存的混养生态系统，通过二者协同作用实现对硫酸盐和TOC同时去除以及单质

硫的获得。

[0031] 本发明在两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设置碳纤维生态带或碳纤维生态草或碳纤维

生态球或碳纤维，具有利用地下水中富含的铁锰作为催化剂，碳纤维是强导光导电材料，能

够利用太阳自然光和碳纤维拦截废水中的氧化铁锰形成微电池效应和光催化氧化效应。碳

纤维表面附着产电微生物、厌氧微生物、好氧微生物、兼性微生物，可以对地下水中的有机

物、氮磷营养物、苯酚化合物、重金属等进行生物降解、氧化分解及氧化转化。本发明专利可

以去除地下水污水中的有机物、氧化还原重金属等，对垃圾渗透液、地下水中的原生矿重金

属、工业废水污染地下水的情况均有效。此外，还可以去除一些还原电位较低的Pb2+、Ni2+、

氯代烃及五价铀等污染物。

[0032] 本发明利用碳纤维生态网在接触氧化池内同时具备过滤、拦截、形成生物膜、絮

凝、氧化和形成微电池系统实现了对污水多机理高效处理，本发明选材成本低廉易得，可以

大大降低污水处理成本，适合于大规模的矿山或者工业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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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地下水处理站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平面设计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中地下水处理站矿山废水处理系统的立面设计图；

[0035] 图3为两级跌水曝气平面图；

[0036] 图4为两级跌水曝气剖面图；

[0037] 图5加药池和初沉池平面设计图；

[0038] 图6为加药池和初沉池立面设计图；

[0039] 图7为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碳纤维生态网布局设置平面图；

[0040] 图8为一级生态池碳纤维生态带基区设置平面图；

[0041] 图9为二级生态池碳纤维生态带基区设置平面图；

[0042] 图10为碳纤维生态带基区设置立面图；

[0043] 图11为出水井三维示意图。

[0044] 1-雍水建筑，2-一级跌水，3-二级跌水，4-加药池，5-初沉池，6-一级碳纤维接触氧

化池，7-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8-排污泥管，9-出水管，10-河流，11-道路，12-进水口，13-

三角堰，14-PH值调节设备，15-碳纤维生态网，16-碳纤维生态草，17-固定绳，18-固定铁架，

19-碳纤维生态带，20-出水井，21-加药池进水口，22-初沉池出水口，23-滗水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举例说明。

[0046] 如图1至图11所示，一种基于碳纤维的矿山废水处理系统，包括污水预处理装置和

依次相连的跌水曝气池、加药池4、初沉池5和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所述加药池4用于添

加PH值调节剂，所述初沉池5用于对污水进行初步沉淀，所述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串联，

其中第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的进水口12与初沉池出水口22相连，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

氧化池6的出水口连接到河道或者沟渠，最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还设有通往污泥池的

排污泥管8，每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中均设有碳纤维生态网15，通过碳纤维生态网15在

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形成生物膜和藻场具有截留、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一级生

物酶催化氧化污水处理功能。

[0047] 所述污水预处理装置包括设于河道或者沟渠上游用于抬高水位的雍水建筑1和设

于雍水建筑1下游的多级跌水，本实施例中为一级跌水2和二级跌水3，通过多级跌水对污水

进行预氧化处理。

[0048] 本发明实施例在受污染地下水水源的水厂或矿山废水处理站中设置跌水曝气作

为污水的预处理装置，或在初沉池5中加曝气充氧设备进行曝气充氧氧化金属离子，在加药

池4中构建加药系统调节ph值、建造含有碳纤维生态网15的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等，并在最后

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设置出水井20、排泥闸和剩余污泥处置装置，在初沉池5通往,一级

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之间设置滗水器23拦截悬浮物，可对受各种污染源影响的地下水实现

经济高效的水处理效果。碳纤维净水产品可实现生物膜菌群自我生长更新和形成藻场参与

水质净化；碳纤维净水产品、生物膜、藻场联合具有截留、吸附、附着、架桥、絮凝、生物氧化、

生物酶催化氧化等综合治理效果；因碳纤维是高吸光材料，碳纤维导光性导电性等功能强，

可充分利用污染地下水处理产物高价铁锰氧化物作为催化剂，利用太阳自然光实现光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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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达到地下废水净化处理之目的；还可将碳纤维与石墨烯、黑磷烯、二氧化钛等结合强化

碳铁微电池效应和光催化氧化效果，可去除地下水中有机物、氮磷营养物、硫化物、重金属、

石油类、苯酚类等各种污染物和难降解物质。

[0049] 本发明利用曝气充氧氧化作用；碱中和调节PH值；碳纤维、生物膜、藻场、产物高价

铁锰氧化物联合的截留、吸附、附着、絮凝、沉淀、架桥、生物载体、生物膜、光催化氧化、生物

酶催化氧化等作用，或与石墨烯、黑磷烯、铁锰氧化物等光催化剂结合技术，用于处理受污

染地下水的整套工艺、设计方案、装置建造方法和水厂、污水处理站等硬件软件的建造方

法、使用方法、设计图纸等均在保护范围内。

[0050]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1)曝气充氧技术，(2)酸碱中和技术(中和剂包含有石

灰、石灰石、苏打、苛性碱，过氧化钙、氨水等)；(3)沉淀分离技术(初沉池5加滗水器23)；(4)

碳纤维净水技术：本发明专利利用碳纤维净水系列产品等实现有机物、氮、苯酚类、石油类

的降解、磷和重金属氧化物从水中的分离技术。(5)生物膜接触氧化技术，碳纤维修复适应

环境的微生物膜菌群和着生绿藻藻场，无需特殊培育。碳纤维表面形成A2O环境降解水体中

的有机物、去氮除磷、降解苯类化合物、以及可生物降解的其它污染物质，对锰实现酶催化

氧化而去除；(6)光催化氧化技术：铁锰氧化物被拦截、吸附、附着在碳纤维生态网15上，碳

纤维导光导电，促进铁锰氧化物利用太阳自然光形成光催化氧化环境，或结合石墨烯、黑磷

烯、二氧化钛等多种新型光催化剂加强光催化氧化、生物酶催化氧化转化废水中的铁锰硫

化物或其它重金属，被碳纤维截留沉淀或藻场吸附截留分离，达到地下水出水达标和减少

淤泥沉积物之目的；(7)淤泥处置技术：定期排除剩余淤泥浓缩干化后外运。

[0051] 本发明使用了接触氧化法和生物降解转化技术。生物膜是由碳纤维(碳纤维生态

网15)修复的地下水废水中或底泥中自带的多菌群种类的复合生物膜。碳纤维高亲和性和

生物附着比表面积巨大，应用于地下水处理中则能够在10天～半月形成稳定生物膜，生物

活性滤膜发育充分，生物量大，可自我更新。生物接触氧化滤池中，当碳纤维生物滤料经过

适应期、活性增长期而达到稳定期后，会在滤层表面寄生着大量的细菌群，形成生物挂膜现

象。这些细菌会与污染物或以化学反应中形成的含铁锰氧化物胶体共同形成菌泥，这种物

质类似于污水处理过程中形成的菌胶团。因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设置了碳纤维净水产

品，碳纤维生物膜适应期一般只需半天～1天时间，10天～20天生物膜就达到成熟和稳定，

无需特殊培育，克服了生物膜水土不服难题，对地下水中可生化降解和转化的污染物可长

效的实现去除或降解。碳纤维生物膜生物量是锰砂滤料上的100～1000倍，碳纤维材料轻柔

飘逸，不会赌塞生物池，不需要反冲洗，因此，碳纤维生物膜活性高而且具有长效性，可在不

同污染废水环境下分别生长氧化亚硫铁杆菌、硝化菌、反硝化菌、兼性菌等不同菌种或多菌

种集合菌团，因此，对有机物、氮磷、重金属、苯酚类、石油类等多种污染物均有处理效果，特

别是可将低价氧化锰转化为高价化合物沉淀去除，解决了现有技术对锰金属去除时需要较

高费用的难题。

[0052] 本发明还具备碳铁微电池效应与光催化作用，具体原理如下：

[0053] (1)本发明碳纤维生态网15根据碳铁1.2v电位差，因而会形成无数的微电池系统，

在其作用空间构成一个电场，投入含碳元素的净水产品与水处理产物铁结合存在微电场效

应产生氧化还原功能，与OH-反应生成Fe(OH)3或将溶解态二价锰氧化形成Mn4+和转化为

MnO2，将高价铁锰通过沉淀去除。(2)碳纤维利用太阳自然光和催化剂形成光催化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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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氧化分解难降解污染物。利用碳纤维拦截吸附的铁锰氧化物为催化剂，碳纤维导入

太阳光利用水处理产物铁锰氧化物实现高效的光催化氧化技术，以废治废，运行成本大大

降低。

[0054] 本发明碳纤维生态网15的碳纤维上附着藻场作用，设置碳纤维水域易生产大量着

生绿藻藻场，绿藻会吸附大量氧化铁、氧化锰、硫酸盐、硫酸钙，清除绿藻可将金属和硫酸

盐、硫酸钙及其它悬浮物去除。

[0055] 碳纤维净水材料包括聚丙烯晴基、沥青基、黏胶基等制成的碳纤维丝、石墨烯、网

状玻璃碳、石墨或碳纤维刷等碳元素材料及其织造的碳纤维生态草16、碳纤维生态带19、碳

纤维生态网15、碳纤维生态球、碳纤维毯、碳纤维布、碳纤维毡、碳纤维袋、碳纤维刷等，更优

的还可以制成碳纤维生态网，实现污染物从水中分离。

[0056] 本发明所述光催化剂包括铁、锰及其它所有半导体重金属催化剂，也包括黑磷烯、

石墨烯、二氧化钛等新型光催化剂材料。

[0057] 本发明处理所述地下水处理机理为：

[0058] 本发明利用氧化曝气、酸碱中和、碳纤维净水产品、催化剂、水处理产物铁锰氧化

物、生物膜、藻场等实现地下水中各类污染物的降解和去除。在碳纤维接触氧化池中，铁、

锰、有机物、氨氮、石油类、其它重金属等物质的去除并不是单一的途径或机理，除以上说明

外，是一种主要源于碳纤维特殊碳元素特性的综合工艺。包括碳纤维生态网15上碳纤维的

吸附、截留、氧化还原、光催化氧化还原、碳铁微电池氧化还原、沉淀、絮凝、生物降解转化

等。通过科学设计方案防止水流剪切作用下生物膜破坏的可能，在碳纤维生态网15表面形

成滤膜，进而保证了出水中铁锰或其它污染物的含量达出水标准。例如在铁的生物膜处理

过程中，Fe2+首先会以离子交换的形式被吸附到铁质活性滤膜的表面，溶解氧的存在，且Fe2

+的氧化还原电位较氧为低，为此，被吸附到含铁活性滤膜表面的Fe2+往往会进一步被光催

化氧化，并于水中发生水解，而通过沉淀和藻场去除达到降低水中铁浓度的目的。在锰的去

处过程中，吸附在细菌表面的Mn2+会在胞外酶催化作用下，氧化形成Mn4+ ,该价态离子在中

性及弱碱环境下，能迅速地转化为MnO2，继而从处理水中析出，达到除锰的目的。碳纤维利

用太阳自然光和碳铁1.2v电位差，因而会形成无数的微电池系统,在其作用空间构成一个

电场。使部分难降解环状和长链有机物分解成易生物降解的小分子有机物而提高可生化

性。此外，二价和三价铁离子是良好的絮凝剂，特别是新生的二价铁离子具有更高的吸附-

絮凝活性，调节废水的pH可使铁离子变成氢氧化物的絮状沉淀，吸附污水中的悬浮或胶体

态的微小颗粒及有机高分子，可进一步降低废水的色度，同时去除部分有机污染物质使废

水得到净化。在太阳自然光、半导体催化剂和碳纤维氧化还原、生物膜降解的综合作用下，

水中悬浮物、胶体等通过电荷的中和，同时在一定的水力学条件下，碳纤维比表面积大，由

微生物、铁锰泥混合菌胶团组成污泥悬浮层，通过截留、吸附被团聚固定在碳纤维上形成滤

膜，锰被生物酶催化氧化、二价铁被三价铁催化剂氧化后沉淀；氨氮、有机物被转化降解，由

于碳纤维减缓流速，阻滞水流扩散，截留悬浮物等，还有部分污泥通过拥挤沉降得以沉淀随

泥渣一起排除，这就是为本发明的碳纤维处理地下废水的特殊机理。

[0059] 图1和图2为本发明专利的地下水取水水厂或矿山废水或石油污染地下水的矿山

废水处理系统的结构平面设计图和立面设计图。上述各图所有尺寸是对应处理规模为500

吨/日～2000吨/日的水厂或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尺寸，如果是水厂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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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设备。可用于去除有机物COD、氮磷、苯酚类、石油类、重金属铁锰、放射性等多种污染

物。

[0060] 图3和图4为本发明专利的两级跌水曝气平面图和剖面图的结构示意图根据地形

设计，可为预处理系统前置的多级跌水曝气池，目的是实现一定的曝气充氧。也可以采用直

接在加药池4增加曝气设备或搅拌机的方法曝气充氧。

[0061] 图5为本发明加药池4和初沉池5结构的平面设计图和立面设计图。该加药池4上外

加加药系统装置(具体为PH值调节设备14)和进水水泵装置，还设置有一个自动搅拌机，以

便所加药物与水体充分混合，进水水泵的出口与加药池进水口21相连。加药池4和初沉池5

由水泥管衔接，初沉池5的出水口安装有一个滗水器23，初沉池5底部安装有排泥闸用于定

期排泥。

[0062] 如图7所示，为本发明的两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给出了设计平面图，如果不受地

形影响可以设计多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出水达标更有保障，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设置碳纤

维生态网15，其中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的进水口12与初沉池5的出水口对应，位于其右

侧下方，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内的碳纤维生态网15横向布置呈单列多行，一级碳纤维接

触氧化池6的出水口设置在左上方，该出水口处也设有滗水器23，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

的进水口设于右侧上方，与一级出水口对应，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内碳纤维生态网15纵

向布置，呈单行多列，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内左下角设置半圆柱体形的出水井20，二级

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内的水通过溢流的方式漫过出水井20的井口，流入井内，出水井20内通

过出水管9连接到河道或沟渠，排出已经处理干净的水。碳纤维接触氧化池内设置有一定数

量的碳纤维生态网15，用于形成生物膜、藻场和光催化氧化系统。

[0063] 图8为本发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内单个碳纤维生态网15安装平面图，反应了

一个基区设置多少碳纤维净水系统以及如何设置，如图所示，将碳纤维生态草16通过固定

绳17相连形成列状生态带，然后将列状生态带两端通过固定铁架18固定形成面状的碳纤维

生态网15。各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的出水口均安装有一个滗水器23，底部安装有排泥闸用

于定期排泥。

[0064] 图9为本发明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内单个碳纤维生态网15安装平面图，碳纤维

生态网15设置方向与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内碳纤维生态网15安装方向成直角，以便从

一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6出水能够与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内碳纤维生态网15充分接触

进一步高效降解转化污染物。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底部安装有排泥闸用于定期排泥。

[0065] 图10为本发明碳纤维生态带基区设置立面图，用于说明碳纤维净水系统垂向布设

方式和形态。

[0066] 图11为本发明专利出水井20立面设计图结构。出水井20为半圆形，上方进水面安

装有一个滗水器23，用于清水进池，出水口为一个圆形水泥管通向外面排水渠。

[0067] 实施例1：利用上述以跌水曝气、PH调节系统、碳纤维生态带19或碳纤维生态草16

和反应池为主要构筑物的水处理装置，可以实现地下水曝气充氧、加药、搅拌、沉淀、微生物

降解、光催化氧化等综合水治理效果，进出水口采用橡胶管、水泥管连通，一级碳纤维接触

氧化池6、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清水井的进出水口均采用1m宽、0.015m高的滗水器23排

水，可在低投入情况下有效解决清水与污染物的分离。处理规模为1000吨/日地下水需要设

置碳纤维生态带19数量为100条～200条，增加规模时可以按比例增加碳纤维生态带19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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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实施例1可实现对垃圾渗漏液、生活污水等造成地下水的有机污染和氮磷污染的降解和

去除。

[0068] 实施例2：利用上述以曝气充氧系统、PH调节系统、碳纤维生态带19和反应池为主

要构筑物的实验装置，可以实现曝气充氧、加药、搅拌、沉淀、微生物降解、光催化氧化、藻场

吸收等综合水治理效果，在一级、二级碳纤维接触氧化池7中还可以悬挂碳纤维袋加黑磷或

二氧化钛等光催化剂。目的是提高对地下水中重金属的矿山废水进行有效治理。

[0069] 实施例3：利用上述装置以曝气充氧系统、PH调节系统、碳纤维生态草16和反应池

为主要构筑物的实验装置，可以实现曝气充氧、加药、搅拌、沉淀、微生物降解、光催化氧化

等综合水治理效果，能够有效去除石油化工开采加工废水对地下水的污染治理，对挥发酚、

石油类、COD和氨氮、苯酚类均有很好的去除转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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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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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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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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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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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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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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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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