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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 （XPS） 对碳泡沫阴极表面形貌和化学结构

向：环境工程、机电
工程。

要：本研究通过蔗糖发泡-碳化工艺制备了碳泡沫阴极材料并应用于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

进行表征。以 CODCr 去除率为评价指标，考察了阴极材料、反应时间、初始 pH 值、Fe2+ 投加量和电

流密度对造纸废水深度处理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碳泡沫由大量孔洞结构堆叠而成，表面存在含
氧官能团。反应时间 180 min、pH 值 3、Fe2+ 投加量 0. 5 mmol/L、电流密度 200 mA/cm2 时，以碳泡沫
为阴极的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的 CODCr 去除率最高，达到 88. 4%，相比常规碳毡阴极提高了
1. 3 倍。以碳泡沫为阴极的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法具有良好的稳定性，10 次循环的 CODCr 去除
率均超过 85%，效率降低率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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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a carbon foam cathode material was prepared by sucrose foaming-carbonization process for electro-Fenton advanced

treatment of papermaking wastewater. Electron scanning microscope（SEM）and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meter（XPS）were used to char⁃
acterize the surface morphology and chemical construction of carbon foam cathode. The influence of the type of cathode material，reaction

time，initial pH value，Fe2+ dosage and current density on the treatment efficiency of papermaking wastewater was investigated with COD Cr re⁃
moval rate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rbon foam was formed by stacking a large number of pore structures with oxy⁃
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on the surface. The optimum reaction conditions of electro-Fenton method with carbon cathode was that re⁃
action time was 180 min，initial pH value was 3，Fe2+ dosage was 0. 5 mmol/L and current density was 200 mA/cm2. The CODCr removal rate

could reach 88. 4% under the conditions，which was 1. 3 times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carbon felt cathode. The CODCr removal rate re⁃
mained 85% for 10 circles with less than 5% reduction in efficiency，indicating that the electro-Fenton method with carbon foam had good
stability in the advanced treatment of papermaking wastewater.

Key words：papermaking wastewater；advanced treatment；electro-Fenton；carbon foam；CODCr removal rate

造纸废水具有排放量大、污染物成分复杂、色度
高、有机物含量高、可生化性差等特点，处理难度较
高。随着环境监管力度逐年加大，许多造纸厂在废水
达标排放上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因此造纸废水的
有效处理对于降低企业成本、实现造纸企业的绿色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1-2]。造纸废水成分复杂，传统一级物
化+二级生化工艺处理后仍含有木质素及各种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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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这些物质难以被生化反应降解，导致生化处理后

出水色度和 COD 浓度较高。深度处理是对一级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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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二级生化处理之后的出水进行三级处理，以达
[3-5]

到标准排放要求 。高级氧化技术通过化学过程产生
的具有强氧化性的·OH 氧化降解各种难降解有机污
染物，反应产物仅有 H2O、CO2 和矿物盐，反应过程

中不会引入新的有毒物质，是一种绿色环保的造纸废
[6-7]

水深度处理技术 。造纸废水深度处理过程中应用最

广泛的高级氧化技术是 Fenton 氧化法，但单一的 Fen⁃
ton 氧化处理不仅浪费大量试剂，且处理后的废水产
[8]

泥量较大，难以满足处理成本和环保要求 。电-Fen⁃
ton 法利用电解生成 H2O2 和 Fe 并产生·OH，可有效

1 mol/L 的 H2SO4 溶液和 1 mol/L 的 NaOH 溶液调节造纸

废水的初始 pH，然后以流速 500 mL/min 通入空气；
以有效接触面积 40 mm×20 mm×5 mm 的碳泡沫为阴
极，以有效接触长度为 40 mm、直径为 10 mm 的石
墨棒为阳极，将反应器置于磁力搅拌器上，将曝气

盘置于反应器底部靠近阴极的位置，对造纸废水溶
液持续曝气。反应开始后每隔一定时间取样，测定
造纸废水的 CODCr 含量。
1. 4

2+

降低试剂消耗并减少污泥量，广泛应用于废水处理领
[9]

域 。制备合适的阴极材料是提高电-Fenton 法深度处
理废水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近年来，碳毡、碳纳米
管、活性碳纤维等碳材料因其成本低廉、化学稳定、
析氢电位高、环境友好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电Fenton 阴极材料的研究中

[10-12]

能谱仪 （XPS，ESCALAB 250） 表征碳泡沫阴极的表
面化学结构。参照国家标准 GB/T 22597—2014 中的
重铬酸钾法测定造纸废水的 CODCr 浓度。CODCr 去除
率按式（1）计算。

COD Cr去除率 =

碳化工艺制备出碳泡沫阴极材料并应用于电-Fenton
察了阴极材料、反应时间、初始 pH、Fe 投加量和电
2+

流密度对造纸废水深度处理效果的影响，最后研究了

以碳泡沫为阴极的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的稳
1
1. 1

实

验

（1）

Ct 表示 t 时刻造纸废水的 CODCr 含量。
2

结果与讨论
碳泡沫阴极材料的物化性能分析

图 1 为碳泡沫阴极材料的表面形貌。由图 1 可

知，碳泡沫阴极材料的表面存在大量孔洞，孔洞尺寸

试剂与原料
造纸废水为某造纸厂的二沉池出水，呈棕褐色，

色度为 550 倍、CODCr 含量为 240 mg/L，pH 值为 7.5，
悬浮物含量为 110 mg/L。蔗糖、硼酸，分析纯，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FeSO4·7H2O，分析纯，天

津市江天化工技术股份有限公司；Na2SO4，分析纯，
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H2SO4、NaOH，分析纯，莱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精细化工厂。
1. 2

C0 - Ct
× 100%
C0

式中，C0 表示初始时刻造纸废水的 CODCr 含量，

2. 1

定性。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FEI QUANTA 450）

表征碳泡沫阴极的表面微观形貌。采用 X 射线光电子

。本研究采用蔗糖发泡-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以 CODCr 去除率为评价指标，考

检测方法

碳泡沫阴极的制备

将 20 g 蔗糖加入硼硅酸盐玻璃容器中，160℃下

超过 1 μm。图 2 为碳泡沫阴极的 XPS 谱图。从图 2(a)
可以看出，碳泡沫阴极中有 C 和 O 两种元素存在。从

图 2(b)的 C 1s 高 分 辨 谱 图 可 以 看 出 ， C 1s 在 284.5、
285.4、286.5 和 288.9 eV 处的峰分别对应 C=C、C—

C、C—O 和 C=O，表明蔗糖碳化后存在含氧官能团。
从图 2(c)的 O 1s 高分辨谱图可以看出，O 1s 在 531.4、
533.5 和 535.5 eV 处的峰分别对应 C=O、C—O—C/H
—O—C 和吸附在材料表面的 O[14]。
2. 2

碳泡沫阴极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影响因
素研究

加热 10 min 成熔融状态，缓慢加入一定量的硼酸并持

2. 2. 1

泡定型后裁切为 80 mm×20 mm×5 mm 的长方体，置于

0.5 mmol/L 时，分别以常规碳毡和碳泡沫电极作为阴

行碳化处理 2 h，并在 N2 气氛下冷却至室温，得到碳

图 3 所示。由图 3 可知，随着反应时间的进行，造纸

续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硼硅酸盐玻璃模具中，加热发
马弗炉中 200℃脱水 24 h，然后在 N2 气氛下，850℃进
[13]

泡沫阴极材料 。
1. 3

电-Fenton 实验方法

以 1000 mL 的 烧 杯 作 为 电 -Fenton 反 应 器 ， 取

500 mL 造纸废水于反应器中，加入 30 mmol/L 的 Na2SO4
溶液作为支持电解质，加入一定量 FeSO4 溶液，并用
·98 ·

阴极材料和反应时间

电 流 密 度 200 mA/cm2， pH 值 =3， Fe2+ 的 投 加 量

极，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的 CODCr 去除效果如

废水的 CODCr 去除率均不断增加，但碳泡沫作为阴极

时的 CODCr 去除率明显高于常规碳毡作为阴极时的
CODCr 去除率，反应 180 min 后，碳泡沫作为阴极时的

CODCr 去除率达到 88.4 %，而碳毡作为阴极时的 CODCr
去除率仅为 38.6 %，碳泡沫阴极 CODCr 的去除率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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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泡沫阴极的 SE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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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image of carbon foam cathode

常规碳毡阴极提高了 1.3 倍。表明碳泡沫作为阴极比
常规碳毡作为阴极能更有效地深度处理造纸废水。进

一步延长反应时间，CODCr 去除率均不再明显增加，
考虑到反应过程中的能耗，本研究设置反应时间为

200

290

292

C—O

100

C=O

0
282

初始 pH 值

284

200

CODCr 去除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 pH 值=3
外，当 pH 值过高时，溶液中的 Fe2+容易被氧化为 Fe3+

并生成 Fe（OH）3 沉淀，导致部分 Fe2+ 失去催化效果，

C=O

150
强度/a.u.

废水中的 H+ 含量较低，导致 H2O2 的生成量较少；另

C—O—C/H—O—C

100
Oabs

50

降低 Fenton 反应效率[15]。随着 pH 值的降低，阴极产

生 H2O2 的效率提升，可与 Fe2+发生 Fenton 反应生成更

0

528

530

多的·OH，从而提升对造纸废水的降解效率。但当

pH 值过低时，溶液中存在大量的 H+ ，阴极极易发生

532
534
结合能/eV

536

538

(c) O 1s高分辨谱

析氢反应，严重影响 H2O2 的生成，从而影响造纸废

图2

水中有机物的降解，CODCr 去除率反而有所下降。

反 应 时 间 为 180 min， 电 流 密 度 为 200 mA/cm ，

288

(b) C1s高分辨谱图

的影响如图 4 所示。由图 4 可知，随着 pH 值的降低，
时，CODCr 去除率最高。这是由于 pH 值过高时，造纸

286

结合能/eV

投加量 0.5 mmol/L 时，pH 值对造纸废水 CODCr 去除率

Fe2+投加量

1000

C—C

反应时间 180 min，电流密度 200 mA/cm2，Fe2+的

2. 2. 3

800

C=C

300

180 min。
2. 2. 2

600

(a) 全谱图

强度/a.u.

Fig. 1

图1

400

结合能/eV

1 μm

Fig. 2

2

碳泡沫阴极材料的 XPS 谱图

XPS spectra of carbon foam cathode

pH 值=3 时，Fe2+的投加量对造纸废水 CODCr 去除率的

Fe2+ 投加量的增加，Fe2+ 与 H2O2 反应生成·OH 的几率

加，CODCr 去除率呈现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当 Fe

率也不断增大；但随着 Fe2+投加量的进一步增加，过

影响如图 5 所示。由图 5 可知，随着 Fe2+ 投加量的增

2+

投加量为 0.5 mmol/L 时，CODCr 去除率最高。这是由
于在 Fenton 反应过程中，Fe2+ 的主要作用是与 H2O2 反

应生成·OH。并进一步氧化降解有机污染物，与此
同时，Fe 被氧化为 Fe 。当 Fe 投加量较少时，随着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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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氧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的能力增强，CODCr 去除

量的 Fe2+与·OH 反应生成（OH）-，导致参与氧化降解
的·OH 减少，CODCr 去除率反而下降[16]。
2. 2. 4

电流密度

反 应 时 间 为 180 min， pH 值 =3， Fe2+ 投 加 量 为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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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图5

阴极材料和反应时间对 CODCr 去除率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cathode material and reaction time on
CODCr removal rate

0.6

Fe2+投加量对 CODCr 去除率的影响

Effect of Fe2+ dosage on CODCr remov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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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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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 pH 值对 CODCr 去除率的影响

Effect of pH value on CODCr removal rate

0.5 mmol/L 时，电流密度对造纸废水 CODCr 去除率的

影响如图 6 所示。由图 6 可知，随着电流密度的上
升，CODCr 去除率呈现上升趋势并逐渐趋于平稳。当
电流密度为 50 mA/cm2 时，CODCr 去除率为 49.1 %，当

Fig. 6

电流密度对 CODCr 去除率的影响

Effect of current density on CODCr removal rate

pH 值=3，电流密度为 200 mA/cm2，每次反应结束后

取出碳泡沫阴极，用 1 mol/L 的 H2SO4 冲洗干净并用 N2
吹干），记录每次反应后的 CODCr 去除率，结果如图 7
100

CODCr 去 除 率 提 高 为 88.4 % ， 进 一 步 增 加 电 流 密 度

80
CODCr去除率/%

CODCr 去除率不再明显增加。这是由于随着电流密度
的增加，电-Fenton 系统产生的 H2O2 增加，可与更多

的 Fe2+ 反应生成·OH 氧化降解有机污染物；另一方
面，电流密度较高时，溶液中分子运动速率加快，有

60
40
20

机污染物与·OH 的接触几率增加，反应速率提高，
最终提高 CODCr 去除率。考虑电流密度越高，能量消

0

耗越大，本研究设定反应电流密度为 200 mA/cm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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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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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次数/次

碳泡沫阴极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的稳定
性研究

利用碳泡沫阴极电-Fenton 循环 10 次深度处理造

图6

250

纸废水 （反应时间为180 min，Fe2+投加量为0.5 mmol/L，

电 流 密 度 提 高 至 200 mA/cm2 时 ， 反 应 180 min 后 的

·100 ·

70

55

78

2. 3

75

Fig. 7

图7

不同循环次数后的 CODCr 去除率对比

Comparison of CODCr removal rate with different cycl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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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图 7 可知，循环 10 次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

纸废水的 CODCr 去除率均超过 85%，基本保持稳定，
效率降低率不超过 5%，轻微的效率降低可能是由于
碳泡沫表面残留 Fe2O3。第 7、8 次循环中 CODCr 去除

报

2020，39（4）：39-42.

［6］ SHEN W H，HUANG F N，ZHANG X W，et al. On-line chemical
oxygen demand estimation models for the photoelectrocatalytic

oxidation advanced treatment of papermaking wastewater［J］. Water
Science & Technology，2018，78（2）：310-319.

率回升可能是由于前 6 次使用过程中吸附在电极表面

［7］ HONG P H， De Li Wu.

3

［8］ 赵永建，周丹华，李有文，等 . Fenton 氧化法处理芦苇造纸废水

的有机污染物脱附，使电极表面的反应活性位增加。
结

论

本研究利用蔗糖发泡-碳化工艺制备了碳泡沫阴
极材料并应用于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探讨
了阴极材料、反应时间、初始 pH 值、Fe 投加量和电
2+

流密度对造纸废水深度处理效果的影响。
3. 1

扫描电子显微镜表征显示，碳泡沫阴极材料由

大量孔洞结构堆叠而成，孔径超过 1 μm；X 射线光
电子能谱仪表征显示材料表面存在含氧官能团。
3. 2

以碳泡沫为阴极的电-Fenton 反应较优工艺条件

为：反应时间180 min、pH值3、Fe2+投加量0.5 mmol/L、
电流密度 200 mA/cm2，此时，深度处理造纸废水的
CODCr 去除率最高，达到 88.4%，相比常规碳毡阴极
提高了 1.3 倍。
3. 3

以碳泡沫为阴极的电-Fenton 深度处理造纸废水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10 次循环的 CODCr 去除率均超过
85%，效率降低率不超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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