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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法预处理沼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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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采用石墨为电极，研究了电化学法对沼液预处理效果，考察了极电篮、反应时间、极板间距、初始ｐＨ
值及不同电化学反应条件对沼液中ＣＯＤ和－ＩＰ的去除率影响，确定了电化学法处理沼液的最佳试验条件，结果表
明，极电压１５ ｖ，反应时间３．０ ｈ，极板间距２０ ｈｉｍ，初始ｐＨ值为５．０，在改变电化学反应条件的情况下都可以提高

出水ＣＯＤ和四的去除率。
关键词：电化学；沼液；预处理；石墨电极
中图分类号：Ｘ１７２；￥２１６．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１１６６（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２６—０４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 Ｈｕａｎ－ｃｈｕｎｌ”，ＣＨＥＮＧ

Ｙｕ－ｃｈ蛆ｇｌ，ＣＨＥＮ Ｙａ０１／

（１．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Ａｒｅａ（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６，ＣｈｉｌｌＳ；２．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ｏ呜ｑｌｎｇ ４０２１６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ａｓ印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ｇａｓ ｓｌｕｒｒ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Ｄ ａｎｄ ＴＰ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ｕ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ｌｔａｇｅ １５ Ｖ，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３．０ ｈ，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 ５．０，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２０ ｍｍ．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ＯＤ ａｎｄ ＴＰ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ｔｈｒｏａｓｈ ｔｈ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ｉｎｇａ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ｌｕｒｒｙ；ｐ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８ｒｅｈｐｉｔｅ ｄｅｅｔｒｏｄｅ

电化学技术是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提出的，在初
期发展较为缓慢，直到６０年代，该技术才在水处理
方面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近年来，电化学技术
ｑ
在水处理方面被称为是“环境友好”技术ｕ Ｊ，因其
具有：１）电子只在废水与污染组分间转移，不需添
加化学药剂，避免了二次污染；２）容易控制，可调节
电源强度而改变反应条件；３）对外界条件要求小，
常温常压下即可反应；４）反应设备简单，占地面积
小，操作容易，管理方便，费用不高；５）可达到同时
去除有机物及金属离子的目的；６）适应性强，既可
独立使用，也可与其他工艺联合使用等优点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关注【４】。电化学技术包括电气浮、电凝
聚、电还原、电氧化、电渗析、电吸附等技术，近年来
电氧化技术已成为降解难降解、高浓度有机物的研
究热点，在垃圾渗滤液＂。６ Ｊ、印染废水０７。８１、制药废
水［９］、焦化废水¨引、橄榄油废水¨卜Ｂ Ｊ、含酚废
水Ｈ引、苯的衍生物Ｈ副等工业废水Ｈ卜博３及生活污

水【ｌ引方面已经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及工程实践。
沼液为沼气工程的厌氧发酵液，成分复杂，浓度
高，但可生化性差，采用常规的生化处理方法其处理
效果差，需尝试采取一定的预处理方式以提高其生
化性，为后续的生物处理创造试验条件。因此本项
目利用电氧化在处理难降解、高浓度有机废水方面
成功经验，采用电化学对沼液进行预处理，研究其单
因素影响与最优工艺条件。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供试材料
沼液取自某奶牛场集中型沼气工程厌氧发酵后
出水，其ｐＨ值为７．２２—８．２１，ＣＯＤ为６９１２～１０１９２
ｍｇ·Ｌ～，ＴＰ为６５．４７—１２３．２２

ｍｇ·Ｌ～。

试验的反应装置采用的是１ Ｌ的烧杯，采用２００
ｍｍ×５０ ｍｍ×４ ＩＴｔｍ的石墨板作为阴阳电极，电源
为稳压直流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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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溶液之间的电位差就越大，污染物发生电化学

取８００ ｍＬ沼液倒人烧杯反应器中，通过改变极

反应的动力就越大，电化学反应的速率也就越快，废

板间电压，ｐＨ值，极板间距，反应时间及反应条件下

用玻璃电极法（ＧＢ６９２０－８６），总磷采用钼酸铵分光

水中污染物质的去除效果也就越好，同时，极电压增
大，单位时间内产生的自由基越多，与有机物接触的
机会增多，从而提高了沼液中有机物的去除率，另
外，极电压的升高，提高了ＤＯ在阴极的转化速
率ｍ】，增加了Ｈ：Ｏ：的产生量，提高反应的效果。但

光度法（ＧＢｌｌ８９３—８９）

试验中也发现，极电压越大，生成的气泡量越多，影

取样测定其ＣＯＤ和ＴＰ。
１．３分析方法
ＣＯＤ采用重铬酸钾法（ＧＢｌｌ９１４－８９），ｐＨ值采

响了污染物对自由基的吸附作用，增大电压也增加

２结果与分析

极板电压及反应时间的影响

２．１

在极板间距为３０ ｍｉｌｌ，调节极电压为５
１５

Ｖ，１０ Ｖ，

Ｖ，２０Ｖ，考察不同的极电压及反应时间对原液出

应发生的可能性，且增加了能量消耗。

水ＣＯＤ和ＴＰ去除率的影响。

＋极电压５ Ｖ＋极电压１０

５０

在一定的极电压条件下，污染物的去除率随着

Ｖ

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但是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增加

术４０

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开始的时候增加的幅度大，随
着时间的推进，幅度逐渐下降，这是因为在反应初
期，沼液体系内的污染物浓度高，扩散的速度快，极

篓３０
稍２０
凸

８

了电极副反应【２¨消耗的电流比例，还可能增加旁路
电流或者短路电流的产生，降低了电流的利用效率，
影响污染物质的去除。此外，在试验过程中还发现，
极电压越大，沼液温度上升越高，则相应增加了副反

ｌｏ

板表面发生反应而导致浓度变化时能够及时的补

０
０．５

１．Ｏ

１．５

２．Ｏ

２．５

３．Ｏ

３．５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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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极电压及反应时间对ＣＯＤ去除率的影响

＋极电压５

＋极电压１０

Ｖ

Ｖ

上，即浓差极化的影响不明显；但随着反应的进行，
溶液体系内污染物浓度越来越低，则浓差极化的影
响就变得越来越显著，在单位时间内，可扩散的污染
物数量减少，导致到达电极表面的污染物数量减少，
所以曲线变缓。

５０

２．２沼液初始ｐＨ值的影响

零４０

在极板间距为３０ ｍｍ，极电压为１０ Ｖ，反应时

瓣３０

间为３．０ ｈ的条件下，调节沼液的初始ｐＨ值为

慧２０

３．０３，４．０３，６．００，７．０２，７．９８（原液），出水ＣＯＤ和

邑１０

ＴＰ去除率的变化情况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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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极电压及反应时间对ＴＰ去除率的影响

从图１，图２可知，在相同的极电压条件下，出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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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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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ＣＯＤ和ＴＰ的去除率随时间的增加而增大，但

是增加的幅度先高后低，在相同的反应时间内，不同
的极电压出水ＣＯＤ和ＴＰ的去除率也不相同，但并
不是随着极电压的升高而增加，在设定的极板电压
范围内，ＣＯＤ和ＴＰ的去除率在极电压为１０ Ｖ时为
最好。
由图１，图２可知，反应时间为３．０ ｈ时，ＣＯＤ

和ＴＰ的去除率分别达到４０．０６％和４４．０４％，反应
时间为４．０ ｈ时，其去除率分别达到４０．４０％和
４６．５８％，仅增加了０．３４和２．５４个百分点，考虑到
用电的成本问题，选择３．０ ｈ作为反应时间为好。
在相同的电解条件下，反应器内极电压越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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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知，出水ＣＯＤ去除率基本上随着初始
ｐＨ值的升高先升高而后降低，在ｐＨ值为５时，其
去除效果最好，达到了５９％。酸性条件有利于溶液
中ＣＯＤ的去除，究其原因，有机物在电解直接氧化
作用下生成的ＣＯ：，在不同的ｐＨ值溶液中呈现不
同的存在形式，一般在酸性条件下可以直接以气体
的形式逸出，降低了生成物的累积，根据化学平衡，
利于反应的进行，提高有机物降解的效率；在碱性的
环境中，Ｃ０２主要以ＣＯ；一或者ＨＣ０３－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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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溶液体系发生碳酸化现象，溶液中的ｃｏＩ一或
ＨＣ０３－则会与有机物争夺电解氧化生成的自由基．
且反应能力强，同时在碱性条件下，ｐＨ值越高，就会
改变阳极的氧化还原电位，增加了使析氧副反应发
生的机率，进而影响有机物的降解，所以在碱性环境
中ＣＯＤ的去除效果不如酸性条件好。但是ｐＨ值
不能过低，过低的ｐＨ值，在阴极将会产生析氢副反
应，且根据化学反应平衡的条件，２皿０＿÷２·ＯＨ＋
２Ｈ＋＋２ｅ，Ｈ＋含量过高时，将会降低羟基自由基生
成的量。

１１Ｐ的去除率随着ｐＨ值的升高而升高，说明碱
性环境有利于ＴＰ的去除。在电解过程中，电解氧
化作用并不能够去除溶液中的磷的含量，磷含量的
降低是与磷与沼液中其他物质作用的结果。一方面

是因为磷在水溶液中主要以Ｈ：Ｐ０ｆ，ＨＰｏ：一和Ｐ０：一
等无机磷的形式存在，ｐＨ值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在
碱性环境中，磷主要是以Ｐｏ：一的形式存在。所采用
沼液是奶牛粪便的厌氧发酵液，是一种复杂的混合
溶液，里面含有大量的溶解性金属离子，可以与
Ｐ０：一反应生成沉淀，从而使磷得以去除；另一方面，
磷的去除可能与电絮凝作用有关。
综合考虑到对ＣＯＤ和１Ｐ的去除的影响，选择
初始ｐＨ值为５作为反应的初始条件。
２．２极板间距的影响
在极电压为ｌＯ Ｖ，反应时间为３．０ ｈ，初始ｐＨ
值为５的条件下，考查极板间距为１０，２０，３０ ｍｍ时
出水ＣＯＤ和ＴＰ去除率的变化情况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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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３０

锝２０
篮
稍１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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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板间距，ｎｌｌＴｌ

图３极板间距对ＣＯＤ和ＴＰ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３可知，ＧＯＤ与ＴＰ的去除率随着极板间
距的增加先增加后降低，在２０ ｔｏｎｉ时的去除效果最
好，ＣＯＤ和ＴＰ的去除率分别为３０．７７％和
１８．４８％。从理论上来讲，阴阳极板间的距离越小就
越有利于电化学反应的进行。一方面是因为极板间
距减小，能量消耗就会降低，另一方面是极板间距
小，极板间形成的电场强度会增大，提高了带电离子
及产生的自由基·ＯＨ，ＨＯ：·等迁移、扩撒的速率，
缩短了与溶液中的有机物发生作用的时间，从而利
用提高有机物的去除效果旧ｊ。但极板的间距过小，
阳极板将会产生钝化现象，这样将导致能耗的增加，
并且过小的极板间距不利于溶液中污染物质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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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溶液将产生严重的浓差极化现象，电解效率将会
降低。如果极板间距增加，将会导致极板问的电阻
增加，能耗随之增加，从而降低电解的效率，因此反
应选择极板间距为２０

ｎｌｌＴｌ。

２．３不同条件的影响
在极板电压为１０ Ｖ，反应时间为３．０ ｈ，初始

ｐＨ值为５，极板间距２０ ｍｉｌｌ的试验因素下，改变试
验电极条件：１）二维电极：采用２００ ｌｎｎｌｘ５０ ｉｎｉｎｘ４
ｍｉｌｌ作为正负极；２）变换电极：二维电极，每３０ ｍｉｎ
变换一次正负极板，改变极板的极性；３）三维电极：
将２００ ｍＬ活性炭加入到二维电极的反应器中组成
三维电极；４）曝气：二维电极，在曝气量为３．０
Ｌ·ｒａｉｎ一的状态下进行反应；５）增加极板数：采用
一个阳极板，两个阴极板进行反应，在如此改变条件
的情况下考查出水ＣＯＤ和ＴＰ去除率的变化情况。

堡竺
静２０

紫１：
二维电极变换电极三维电极
反应条件

曝气

增加极板数

图４不同反应条件对初始ＣＯＤ和四去除率的影响

由图４可知，在选择的试验因素下，改变试验电
化学反应条件，都能够提高出水ＣＯＤ和ＴＰ的去除
效果，其中曝气对ＣＯＤ的去除率影响最大，在曝气
的条件下，ＣＯＤ的去除率为３７．６６％，比二维电极提

高了１２．６６个百分点。而对于即来说，增加极板数
的影响较大，其去除率达到了２８．２１％，提高了９．８９
个百分点。
通过变换正负极板的极性，使两极板不断重新
极化，可以降低反应器内的平均电压，以其能够达到
节约电能，降低石墨极板的消耗，延长使用寿命的目
的，而且为采用交流电进行电解处理沼液废水的研
究提供了一定的试验参考。
通过在正负极板之间添加活性炭的方式构成三
维电极，其处理效果明显的优于二维电极的处理效
果，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旧－２４］。其原因
是增加了单位体积溶液内电极的表面积，粒子间的
间距减小了，相当于缩短了粒子间的传质距离，从而
使传质速率得到了提高，进而提高了污染物的去除
效果。

曝气增加了水中溶解氧的含量，加强了对溶液
的扰动作用，降低了反应过程中浓度的极差，并且在
曝气的作用下，水中的ＤＯ浓度升高，在电极作用
下，可以加快·ＯＨ和Ｈ。０：的形成，同时，ＤＯ充足，
可以重新活化某些失去氧化基团的粒子，从而增强
了反应的去除效果。

中国沼气Ｃｈｉｎａ

增加极板数，相当于增加了单位体积内电极的
表面积，增大了极水比，增大了单位时间内生成的自
由基，从而提高了反应的效果。
总之通过变化极板的电性、采用活性炭变为三
维电极、增加曝气或者增加极板数都能够提高ＣＯＤ
和１１Ｐ的去除效果，综合考虑对ＣＯＤ和１１Ｐ的去除效

果，通过曝气来改变反应的条件。

除率分别可达５９％和４６．５８％。
（２）增加曝气对ＣＯＤ的去除效果影响较大，而
增加极板数对ＴＰ的去除效果较好，综合考虑通过
增加曝气量３ Ｌ·ｍｉｎ。１作为电化学反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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