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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

的电渗析装置，包括阴极板、阳极板、堆叠、设在

所述堆叠上的液体导入部和液体导出部，所述堆

叠设置在所述阴极板和阳极板之间，且所述堆叠

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阴离子交换膜、用于隔绝阴

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和第二阴离子交换

膜；或所述堆叠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阳离子交换

膜、用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和第

二阳离子交换膜；本装置利用电场力作为分离过

程中的推动力，利用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性，

以及离子屏障导电隔板防正负离子互相混合的

特性，把废水中有用组分分离出来，可以同时分

别得到完全没有混合的待回收阴离子和待回收

阳离子，达到废水的纯化回用和零排放的目的，

分离、纯化效果好、生产速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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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阴极板、阳极板、堆叠、液体

导入部和液体导出部；所述阴极板与所述阳极板相对设置；

所述堆叠设置在所述阴极板和阳极板之间，且所述堆叠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阴离子交

换膜、用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和第二阴离子交换膜；或所述堆叠包括依次

设置的第一阳离子交换膜、用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和第二阳离子交换膜；

所述阴极板到阳极板之间被依次隔成阴极室、阳极室、阴极室和阳极室；

所述阳极室和阴极室上方和下方分别设有所述液体导入部和液体导出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堆叠有多

个，且多个所述堆叠相对设置。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阴极板上设

有用于固定所述阴极板的阴极框。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阳极板上设

有用于固定所述阳极板的阳极框。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阴极板、阳

极板和堆叠上均设有用于固定的紧固器具。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器具包

括用于固定的紧固螺栓。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导入部

包括阳极室导入部和阴极室导入部，所述液体导出部包括阳极室导出部和阴极室导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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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渗析装置，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渗析技术自20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已有50多年的历史。目前电渗析技术在海

水淡化、苦咸水淡化和一些工业用水的纯化等应用中已有大型装置投入生产性运行，根据

淡水产量与处理要求选用合适的电渗析装置进行水的淡化除盐、海水浓缩制盐、精制乳制

品，果汁脱酸、精制和提纯，制取化工产品等，还用于食品，轻工等行业制取纯水，电子、医药

等工业制取高纯水的前处理，锅炉给水的初级软化脱盐，将苦咸水淡化为饮用水。

[0003] 对比文件1：申请号为“CN95112245.2”，名称为“一种海水淡化方法及装置”，该专

利中，在阴、阳电极板之间有多个导电隔板，在电场力的作用下，阳极室的阴离子向阳极移

动，阴极室的阳离子向阴极移动，分别在两端电极上产生电解反应。导电隔板间的阴、阳离

子作反向运动，分别移向两边的导电隔板，导电隔板两侧形成了阴、阳离子的密集区，一侧

为阳离子，一侧为阴离子，海水流至导电隔板的末端时，导电隔板两侧形成的区域I为阴、阳

离子高浓度区，为盐水区，导电隔板间的中间部位形成的区域II为阴、阳离子的低浓度区，

为淡水区，从而达到海水淡化的目的。该专利的电渗析只能将混合金属盐的阴阳离子与水

分离，将浓水变成淡水，从而达到海水淡化的目的，现有技术利用相同的原理进行污水处理

时，也是将浓水变成淡水，让硫酸铝变浓了，进行排放，达到污水处理的目的；但并不能同时

分别回收得到完全没有混合的待回收阴离子和待回收阳离子。

[0004] 对比文件2：申请号为“CN20172073574.0”，名称为“一种双极膜电渗析法回收中氮

耦合母液废水中废硫酸的回收装置”，该专利中，所述双极膜电渗析装置包括母液室与酸

室，采用两隔室设计，每个隔室分别由一张阴离子交换膜与一张双极膜组成，废水中的硫酸

根离子通过其中的阴离子交换膜迁移到酸室中与双极膜电渗析水解离的氢根离子结合生

成酸，留在母液室中的氢离子与双极膜电渗析水解离的氢氧根离子结合生成水；该新型以

双极膜电渗析法为主体回收中氮耦合母液废水中的硫酸，结构简单，易于安装；可实现对废

硫酸的回收，避免造成资源的浪费。该专利只能对阴离子硫酸根离子进行回收，而不能对阳

离子进行单独回收。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提供了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

渗析装置，将工业废水中有用组分分离浓缩，可以同时分别得到完全没有混合的待回收阴

离子和待回收阳离子，达到废水的纯化回用和零排放的目的，分离、纯化效果好、生产速率

快，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理念。

[0006]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包括阴极板、阳极板、堆

叠、均设在所述堆叠上的液体导入部和液体导出部；所述阴极板与所述阳极板相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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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堆叠设置在所述阴极板和阳极板之间，且所述堆叠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阴离

子交换膜、用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和第二阴离子交换膜；或所述堆叠包括

依次设置的第一阳离子交换膜、用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和第二阳离子交换

膜；所述阴极板到阳极板之间被依次隔成阴极室、阳极室、阴极室和阳极室；

[0009] 所述阳极室和阴极室上方和下方均分别设有所述液体导入部和液体导出部。

[0010] 本实用新型具有的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

装置，整个装置利用电场力作为分离过程中的推动力，利用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性，以及

离子屏障导电隔板防正负离子互相混合的特性，把废水中有用组分分离出来，可以同时分

别得到完全没有混合的待回收阴离子和待回收阳离子，达到废水的纯化回用和零排放的目

的，分离、纯化效果好、生产速率快，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理念。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提供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

[0012]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提供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的结构示

意图。

[0013] 图中1、阴极板；2、阳极板；3、堆叠；31、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2、第一阴离子交换膜；

33、第二阴离子交换膜；34、第一阳离子交换膜；35、第二阳离子交换膜；36、阴极室；37、阳极

室；4、液体导入部；41、阴极室液体导入部；42、阳极室液体导入部；5、液体导出部；51、阴极

室液体导出部；52、阳极室液体导出部；6、硫酸根离子；7、铝离子。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5] 实施例1

[0016]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包括阴

极板1、阳极板2、堆叠3、及均设置在所述堆叠3上的液体导入部4和液体导出部5；所述阴极1

与所述阳极2相对设置；所述堆叠3设置在所述阴极板1和阳极板2之间，且所述堆叠3包括依

次设置的第一阴离子交换膜32、用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和第二阴离子交

换膜33；所述阴极板1到阳极板2之间被依次隔成阳极室37、阴极室、阳极室和阴极室；所述

阳极室和阴极室上方和下方均分别设有所述液体导入部4和液体导出部5。所述液体导入部

4包括阳极室导入部42和阴极室导入部41，所述液体导出部5包括阳极室导出部42和阴极室

导出部41。

[0017] 如附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对铝合金型材

阳极氧化工艺废水中氧化清洗液的处理时：把氧化清洗液通过液体导入部4中的阴极室液

体导入部41导入各单元的阴极室36，利用电场力作为硫酸根离子分离过程的推动力，并利

用第一阴离子交换膜32以及第二阴离子交换膜33对硫酸根离子6的选择透过性，使硫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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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6从阴极室36透过第一阴离子交换膜32或第二阴离子交换膜33到达阳极室37，从阳极

液体导出部52导出，硫酸根离子6被回收利用；阴极室36中的铝离子7从阴极液体导出部51

导出、被分离回收。经过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对铝合金型材

阳极氧化工艺废水中氧化清洗液的处理，达到铝离子的回收、硫酸回用、达标工艺水在氧化

清洗工段的回用，最终达到废水零排放的目的。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整个装置利用电场力作

为分离过程中的推动力，利用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性，以及离子屏障导电隔板防正负离

子互相混合的特性，把废水中有用组分分离出来，可以同时分别得到完全没有混合的待回

收阴离子和待回收阳离子，达到废水的纯化回用和零排放的目的，分离、纯化效果好、生产

速率快，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理念。

[0019] 作为优选地，所述堆叠3有多个，且多个所述堆叠3相对设置。每一个堆叠3分别具

有液体导入部和液体排出部，这样可以同时处理很多工业废水，提高每次废水处理量。

[0020] 作为优选地，所述阴极板1上设有用于固定所述阴极板1的阴极框。所述阳极板2上

设有用于固定所述阳极板2的阳极框。阴极框和阳极框的作用是在电场力中提供工艺液通

路并约束工艺液不至外泄的耐腐蚀部件；

[0021] 阳极板1和阳极板2是联接电渗析电源向整个电渗析隔膜堆提供离子迁移推动力

的部件。作为阴极板1和阳极板2的电极的材质，通常可以采用各种材质，然而，作为阳极优

选采用耐久性良好的铱·涂布·钛电极、铱·钽·涂布·钛电极或铱·铂·涂布·钛电极

等。当然，这些金属可以是氧化物，也可以通过电镀或热分解(烧制)而形成。另一方面，作为

阴极，不锈钢较好，SUS306、SUS316等廉价而优选，在使用腐蚀性较强的酸类等时，更优选使

用碳。但是，作为阴极如果使用上述的阳极的材质，那么在短时间内会被腐蚀，有可能无法

进行稳定的运转。

[0022] 所述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所起的作用是获得在电场力作用下分别向阳极板1、阴

极板2移动的阴离子6、阳离子7各自分离的非混合电极液。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具有防正负离

子互相混合的特性，获得在电场力作用下分别向正、负极移动的负、正离子非混合电极液。

所述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只能传递电场不能传递物质。具体地，所述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

由惰性金属制成。

[0023] 所述紧固器具包括用于固定的紧固螺栓(图中未画出)。紧固器具的作用是用于固

定所述阴极板1、阴极极框、阴离子/阳离子交换膜、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阳极框、阳极板7，

并将它们形成电渗析单元。

[0024] 实施例2

[0025] 如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一种

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阴极板1、阳极板2、堆叠3、及均设置在

所述堆叠3上的液体导入部4和液体导出部5；所述阴极1与所述阳极2相对设置；所述堆叠3

设置在所述阴极板1和阳极板2之间，且所述堆叠3包括依次设置的第一阳离子交换膜34、用

于隔绝阴阳离子的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和第二阳离子交换膜35；所述阴极板1到阳极板2之

间被依次隔成阳极室37、阴极室36、阳极室37和阴极室36，所述阳极室和阴极室上方和下方

均分别设有液体导入部4和液体导出部5，所述液体导入部4包括阳极室导入部42和阴极室

导入部41，所述液体导出部5包括阳极室导出部42和阴极室导出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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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附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对铝合金型材

阳极氧化工艺废水中氧化清洗液的处理：把氧化清洗液通过液体导入部4中的阳极室液体

导入部42导入各单元的阳极室37，利用电场力作为铝离子7分离过程的推动力，并利用利用

第一阳离子交换膜34以及第二阳离子交换膜35对铝离子7的选择透过性，使铝离子7从阳极

室37透过第一阳离子交换膜34或第二阳离子交换膜35到达阴极室36被回用，铝离子7从阴

极液体导出部51导出、回收；阳极室37中的硫酸根离子6从阳极液体导出部52导出，硫酸根

离子6被分离回收。经过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对铝合金型材

阳极氧化工艺废水中氧化清洗液的处理，达到铝离子的回收、硫酸回用、达标工艺水在氧化

清洗工段的回用，最终达到废水零排放的目的。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用于工业废水处理的电渗析装置，整个装置利用电场力作

为分离过程中的推动力，利用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性，以及离子屏障导电隔板防正负离

子互相混合的特性，把废水中有用组分分离出来，可以同时分别得到完全没有混合的待回

收阴离子和待回收阳离子，达到废水的纯化回用和零排放的目的，分离、纯化效果好、生产

速率快，符合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理念。

[0028] 作为优选地，所述堆叠3有多个，且多个所述堆叠3相对设置。每一个堆叠3分别具

有液体导入部和液体排出部，这样可以同时处理很多工业废水，提高每次废水处理量。

[0029] 作为优选地，所述阴极板1上设有用于固定所述阴极板1的阴极框。所述阳极板2上

设有用于固定所述阳极板2的阳极框。阴极框和阳极框的作用是在电场力中提供工艺液通

路并约束工艺液不至外泄的耐腐蚀部件；

[0030] 阳极板1和阳极板2是联接电渗析电源向整个电渗析隔膜堆提供离子迁移推动力

的部件。作为阴极板1和阳极板2的电极的材质，通常可以采用各种材质，然而，作为阳极优

选采用耐久性良好的铱·涂布·钛电极、铱·钽·涂布·钛电极或铱·铂·涂布·钛电极

等。当然，这些金属可以是氧化物，也可以通过电镀或热分解(烧制)而形成。另一方面，作为

阴极，不锈钢较好，SUS306、SUS316等廉价而优选，在使用腐蚀性较强的酸类等时，更优选使

用碳。但是，作为阴极如果使用上述的阳极的材质，那么在短时间内会被腐蚀，有可能无法

进行稳定的运转。

[0031] 所述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所起的作用是获得在电场力作用下分别向阳极板1、阴

极板2移动的阴离子6、阳离子7各自分离的非混合电极液。离子屏障导电隔板具有防正负离

子互相混合的特性，获得在电场力作用下分别向正、负极移动的负、正离子非混合电极液。

所述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只能传递电场不能传递物质。具体地，所述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

由惰性金属制成。

[0032] 所述紧固器具包括用于固定的紧固螺栓(图中未画出)。紧固器具的作用是用于固

定所述阴极板1、阴极极框、阴离子/阳离子交换膜、离子屏障导电隔板31、阳极框、阳极板7，

并将它们形成电渗析单元。

[003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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