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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水处理技术与水处理设备的选择
虞炜安 朱黎江
义乌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摘要 】 合多介质过滤技术和 电絮凝技术是我 国目前针对饮 用水安
全问题 所所研 发的两项新技术 ，有效地解决我国各 个地 区饮水中含 有氟、
砷 等有害物质及水质苦成等问题 ，保 障了人们身体 的健康 。复合多介质过滤

抽入 反应器 中，反应 器中设有钢板 ，通 电后 钢板与 电离 出的离子发 生反
应 ，达到 处理 目的。此 外，在 反应器中的空 腔内都 有一个 气动 阀和气动
双 隔膜泵 ，它们的 作用分别 是去 除铁 垢和 去除反 应器 中沉 淀的 固体杂

水处理技术 的应用，解决了传 统用普通 离子 交换技 术进行水处理时存在的
不足 ；电絮凝技 术是 目前最为先进的水处理 技术 ，此种技术在 水处理设备

质 。然 后再 将反应 器中处 理后 的水抽 到除 沫池 ，除去漂 浮在 水面 上的
泡沫 以及让 水中杂 质的发生二 次沉 淀。最后再 将 除沫池 中的水流 到沉

中的应 用，有效地 降低 了运行成 本，同时在设备 的操作 管理 方面相对比较
简单，易操作 ，在技术 方面汇集 了电化 学技术的优点，可以说 电絮凝技 术是

淀 池 ，再次 让 固体颗粒 沉 淀 ，并 通过 污 泥去 除设 备将 固体颗粒 等杂 质
去 除，清水则进 入砂滤 器，通 过砂滤器对 水进行 回洗 ，完成 整个工艺流

我 国水处理技 术应 用最为广泛 的现 代先进技术之一。本文针对复合 多介质
过 滤技术和 电絮凝技术的技 术特点进行 了分析比较 ，为科学合理地选择水

程。

处理设备提供了技 术 参数依 据，进 而实现 我 国水处理设备 的高效快捷 、经
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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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我 国部 分 地 区饮 用水含有氟 、砷等其 它有 害微 生物的 问题 ，
国家给 予了高度重 视 ，于２００６年８在 国务 院常务会 议上 重点提 出：要 将
解决饮 用水安全 问题作为一项 重点工作来抓 ，努力解 决饮用水含有氟、

砷、及 水质成苦 危机人们 身体健 康的水 质问题 ；然而就 我国地理环 境等
因素 ，对于常年干旱少雨水 ，水资源 匮乏 ，并且现有水 质较差的地 区，只
能采 取对 其水源 进行过 滤净 化处 理，使 处理后 的水符 合 国家 规定 的生
活饮 用水标 准 ，供 人们生活饮 用。所以 采用何种 水处理设 备，运用 何种

先进 的技 术工艺使水处 理设备有效 运行，为人们提 供纯净 、优 质的水资
源是 当今急需要解 决的关于民生大 计的重点 问题 。

１
，水 处理 设 备 选择 原 刚
水处 理设 备的选 择要 本着以保证 人们 用水安 全的原 则 ，因此 在对
水处理 工艺进行选择 时需做 到以下几点 ：
（
１
）
不管是采用任 何技术 、工艺 ，水处 理后其水质都要达 到国家规定

的生活饮 用水标 准。
（
２）
技 术安 全可靠性原 则。目前，尽管 我国关于水处 理的技术 和设备
有很 多种 ，但 是要从 众 多的技 术理论 和设 备 中选 择技 术最 为先 进及安
全可靠性最高 的设备。
（
３）
设备运行 费用最低原 则。针对 我国偏远 、经济欠发 达地 区，如果
水处 理设备 运行 费用 过高，超 出了当地 人民的经济承 担能 力，即使是水
处 理建 设 工程 建设 完工 ，也会 因为高昂的设 备运 行费用 当地 人 民承担

不起 而失 去建 设的 意义 。所 以在 水处理 设备工程 建 设时一定要 考虑到
设备 运行费用问题 。
（
４
）
易管理 原 则。针对 经济欠 发达地 区设备技 术管 理人 员相 对短缺
的 问题 ，
在 设备管 理和维 护方面 要求尽量做 到简单 、易管 理。如果设备
的 管理技 术要求 的过于高，超 出了设备 技术 管理人 员的 能力范围，则设
备 的正常运 行和管理将 得不到保障 。
２．电絮凝 技 术
２．
１电絮凝 技术及其原理
电絮凝技 术理 论是在 二十世 纪初 被提 出的，经过 近一 个世 纪 的实
践探索 才真正 意义 上将此 项技 术应用 到水处 理设备 。此 项技 术 的显著
特点是使用 电能 将含在水 中的 重金属 、固态悬浮 物 、乳化 有机物及其 他
有害物 质通 过 电化 学反应 将其 分离出去 。电絮凝水 处理 法 的工作原理
是 ：通过给 水处 理设备 中的 多块 钢板加 直流电 ，使其钢 板与钢板 之间产
生电场 ，将待处 理的水 流入钢板 的缝 隙，通电钢板会 因电离作用消耗 一
部分 进入水中，同时电场 中的离子和非 离子污 染物 受 电场 作用与消耗 到
水中的钢 板发生 反应 ，使 电场 中的离子和非 离子污染 物形成 固态沉淀 颗
粒 ，进而通 过沉淀 分离 的方式完 成水处理 。
２．
２电絮凝水处 理的工艺流程
将待 处理 的水流 入均化 池 ，均 化池 的主要作用是 用来平 衡水 泵水
量 和 电絮凝反应 器中水 的流量 之差 ，此外在均化池 中设有水位传感 器，
主要 是用 来控制 反应器泵 和水 泵 。进而通 过反应 器泵将均 化池 中的水

３．复 合式 多介质 过滤 法 方案
３．
１
复合式多介质 过滤法及其工作原理
复合式 多介 质是 一种物 理 水处理 法 ，整个工艺 流程不需 要 添加任
何化 学药 剂 ，设 备机 组集 成 自动化 、智能化 控制 ，耗 能低 ，安 全稳 定性
较高 ，水处理设 备系统 更换 后的介质不会对环境 造成污染 ，可 以直接填
埋 。同时由于水处理设备 系统 是 自动控 制系统 和监控 系统 ，系统 程序一
旦设定 好，不需要过 多的人员对其实时监 控，节约 了维 护人员的投入 ，相
应地也节省了维护 费用。
３．
２复合式多介质过滤法工艺流程
通 过原 水加压 系统的加 压泵将 待处 理的水 抽入水 处理系统 ，经 全

自动逆 洗多介质深 度处理 ，其中，全 自动逆洗深 度处理 系统中设有活性
炭吸 附过滤 器，其作用 是去除水 中的异 味和氯化物 等。除砷、铁／ 锰 装
置。作用是去除 水中的砷、铁 ／ 锰等杂质和有害物 质。阻垢器。可 防止 水
中的钙 和镁 经加 热后反应生 成碳酸钙 。原水紫外线 消毒系统。主要作用
是 对管网水进行杀菌 ，分解 臭氧等。
４．比较 分析
从 上文 分析 我们 可 以看出，电絮 凝技 术水处 理法的 优势要 远远 地
大于复合多介质过滤 法，其 优势主要体 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电絮
凝 技 术水处 理法 技术 相对 于 复合多介 质过 滤水 处理 法更为成 熟 ，设 备
运行成本较低 ，并且 易于管 理，设备生命循环周期长 。其次 ，从经济的角
度分析，电絮凝 水处 理法可能会在 成本投 入方面比较 高，但是用发展 的
眼光来看，电絮凝水处 理法方案每年设备运行所 消耗 的费用要低于 复合
多介质过 滤水处理 方案 ，这个主要是因复合 多介质过滤水 处理法每年 要
更换次数 较多的介质，介质的费用相对 比较 昂贵。
所以，针对我 国饮用水安全工程 建设中对水处理设备 的选择 ，建 议
选用电絮凝 法的水处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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