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t II : 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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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子弹头列车

高速子弹头列车 REDx + OXYx 和 Katalox-Light® 均

采用公式为 FeO4-2 + MnO4-2被认为具有相同公式命

名的四面体结构离子。有详细说明描述在酸性溶液和

Katalox-Light®碱性介质中，采用 REDx系统生成的四

面体具有最高的氧化还原电位。 RED-OXY® 及其高

铁酸盐离子是最强的氧化剂，能够在短短几秒钟的反

应中清除无机和有机杂质。高铁酸盐会产生铁离子和

氧分子。氧化还原反应是整个水处理行业中最强的反

应，由于无副产物，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有机物包

括无机物被氧化后，最后剩下的是铁离子。现在为了

最大限度利用有价值的三价铁，加入 ADSORBx溶液，

形成絮凝体，捕捉阳离子和吸附阴离子的无机沉淀物，

以及包括胶体在内的所有悬浮颗粒。使用任何其他方

法都无法达到安全、方便、通用性强、节约成本的目

的。在这方面， REDx, OXYx and ADSORBx绝对是

一辆环保的子弹头高速列车。

RED-OXY®系统原型

德国Watch-Water®设计 REDx系统，除了低成本外，

还能以非常合理的成本生产高铁酸盐。RED-OXY®是

目前唯一的饮用水、农业、工业应用、市政用水处理

（包括消毒和过滤）的系统，该系统在过程中更容易，

更便宜，这是现有水处理公司无法提供的。由

Watch-Water®提供的移动实验室可以现场测试任何

与 REDx 系统完全相同的水。如欲订购 RED-OXY®

LAB 请通过以下链接 this link向我们提供贵公司的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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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Watch-Water® 保证 RED-OXY® 移动实验

室不涉及任何有毒产品。 所有的化合物都是“环保

的”。 所有其他的氧化剂，如氯或臭氧对工作人员都

是危害的，因为它们是有剧毒的，在 RED-OXY® 治

疗中没有使用此类化合物。

REDx 在过程中被还原为 Fe (III) 通过吸附 FeOOH 水，

使 Katalox-Light® 和催化炭 Catalytic Carbon®不含铁

和零无毒副产物，包括任何生物，如细胞、细菌和病

毒。在此反应中，所有的有机物都被氧化成生物失活

产物。

Katalox-Light® 出口处的水，在所有污水中对大肠杆

菌、氨和氮的清除效果是最高的。

我们了解水，我们可以再

说明:如果 X在 RED-OXY® 中显示，则表示它是被

REDx , OXYx 和 ADSORBx这样的系统选择应用的。

举例: RED-OXY®系统 : REDx 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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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RED-OXY®所有水域包括废水处理的革命。使用

RED-OXY® 处理任何类型的水都能显示出去除浑浊

度、颜色、气味、BOD、COD和细菌失活的最佳效

果。在所有水域中，RED-OXY® 生产高质量的最终

水，主要因为它同时作为吸附剂、氧化剂和消毒剂。

作为一种吸附剂， RED-OXY®比起所有基于铁或铝

的吸附剂都要产出最高质量的最终水。另外，使用的

优点是你永远不会改变吸附剂，从而产生最小的浪费，

这使得 RED-OXY® 在所有水域包括废水是一个非常

有前途的吸附剂。

目标
Watch-Water® 的目标和兴趣是开发过滤吸附和消毒

新技术，包括从饮用水供应中去除有机物，以及在回

收（水再利用）或排放到深井或自然地表水之前从水

处理过程中去除有机物。

Watch-Water® 的大部分研究致力于停止使用

• 氯

• 二氧化氯

• 臭氧和所有产生大量消毒副产物产品

RED-OXY® 作为多功能水生物处理塔和废水处理塔取得了巨大

的成果

产品

• 吸附

• 氧化

• 消毒

.RED-OXY® 已被证明可以去除有毒的有机分子，如

亚硝胺，包括硫酸盐和苯酚在内的有机硫化合物，以

及无机离子，如砷、铜、铬、镉、氰化物、氟化物，

包括杀死所有病毒和细菌。RED-OXY®为住宅、商业、

工业和市政，包括水力压裂应用提供了最大的回报。

没有什么比更好的了，它是终极水溶液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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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 氧化动力学

REDx或 REDx / OXYx 组合的能力为在弱酸性条件下

对任何水中砷修复提供了最有效的方法。砷的 As (III)
和 As (V)两种形式都是可以处理的，因为 REDx 能迅

速将前者 (+3)氧化到 +5氧化态。这是唯一的过程，

将减少所有吸附剂的数量，由于 RED-OXY®制造了新

的吸附剂因为使用一种可溶性铁（REDx）处理所有的

水。 最重要的是，RED-OXY®方法提供了最经济有效

的方法来满足每一个饮用水监管在可接受范围的砷可

达到低至 0.0 µg/L（十亿分之零）。的另一个 RED-

OXY® 处理巨大的好处是，亚砷酸盐和 RED-OXY®之
间的反应对于所有形式的砷来说都是极其快速的（在

毫秒内）。

为了让我们的客户了解 RED-OXY®将 如何与“现实

生活”工作。在 PH值 7-8的条件下，用 50ppb砷酸

盐处理水，只需要 0.5mg 的 RED-OXY®剂量。正如

人们常解释的那样，砷通常以（V）的形式存在表面

水域和 As (III)形式存在大多数地下水中，必须被氧化

成+5状态，才能确保去除。由于是最好的氧化方法，

(AsO3-3)之间的反应动力学如下：

2FeO42- +3AsO3-3 → 2Fe3+ + 3AsO43-

高纯度高铁酸盐[Fe(VI)]
是 RED-OXY® 治疗的核心

RED-OXY®用于小型饮用水系统
创新技术

数以百计的小型饮用水系统都安装了反渗透装置，这

些装置的缺点是，它们都不工作，不能修理因为有限

的财政和人力资源，还有有时还因为位置偏远。

Watch-Water®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安装 RED-OXY®

系统，解决 90%以上的小社区和村庄面临的水质和处

理问题。

RED-OXY® 已经证明是有效的，并且比任何现有的

常规方法的危害更小

• 吸附剂

• 氯化

• 臭氧化或

• 二氧化氯氧化

- 这些技术更昂贵、更危险或需要专业知识才能操

作。

Watch-Water® 将重点介绍如何使用它来改善水质，

降低成本，并提供比任何其他现有技术更可持续的处

理选择。公司已经为现场生产最强吸附剂提供了全尺

寸设备，处理每立方米（264.2加仑）的水成本仅为

0.05美分。RED-OXY®不像臭氧那样与溴反应；因为

在含溴水的处理过程中不会产生致癌的溴酸盐。

！

page

3



Water RED-OXY 实验室实验
Technology

& Chemicals

page

4

穿透实验

RED-OXY® 实验室穿透柱试验可以作为一组比较试验

进行，通常在每次运动中包含 2到 4个柱。但在流动

实验室设备中，现场标准试验采用其中含有 Katalox-
Light® 颗粒的单柱（直径 95mm，高 140mm），在

同一尺寸的另一单柱内填充 Catalytic Carbon® 。在

进水口有两个取样罐来填充柱，在柱的出口端收集取

样。Katalox-Light®和 Catalytic Carbon® 均由两端的

玻璃过滤器（140微米）支撑。要开始一组关于（图

1）的突破性结果，样品罐（步骤 1）应该填充{污染

水“参见污染物列表”}. 现在用你的左手将 1ml溶液

注入准备好的 REDx 原液中。另一只手（右）将

OXYx 溶液注入样品中。在 RED-OXY®自动系统中，

REDx和 OXYx 的浓度设置为 0.5mg/l的 REDx和

0.5mg/l的 OXYx 。为了得到比较柱的结果，可以将

两种样品送去研究水质参数。

图 1 Sample

选项：ADSORBx 添加

KL
or
CC

REDx OXYx

样品
为最终结果取样

详情参见 RED-OXY® Lab-Kit

分布由：

请注意：

实验后，堵塞的柱子必须用新媒体替换，或者用少量

高锰酸钾溶液清洗媒体（最多 1%）。尽可能地使用

清洗后的媒体。OXYx原液最多可使用一个月。

结论

经过 RED-OXY®处理的水样表示，它是去除细菌、

农药、病毒、药物、金属和阴离子的最有效技术。

某些金属的吸收机制因金属种类及其溶解条件的不

同而有很大差异。RED-OXY® 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减

少和消毒固体、液体和气体的过程，但一些金属需

要吸附和共沉淀过程。将 ADSORBx添加到工艺中

会产生吸附剂-超级吸附剂，与世界上任何吸附剂相

比，RED-OXY®吸附剂将实现两倍以上的负荷，只

需要加入 1ml的 ADSORBx液体，且成本非常低。

1ml的 ADSORBx就可以负载 50mg的金属。

ADSORBx的优点
有毒或溶解的金属在 3-6分钟内被吸附。 这种独特的

吸附剂具有很高表面铁氧氢氧化。吸附过程中的最佳

穿透将在 PH6.5柱子入口处实现。与初始 PH值相比，

采样出口 PH值越高，说明具有大量积累氢氧化铁的

吸附/共沉淀作用。

制造由：

Address: Address: Fahrlachstraße 14

Tel: Tel:
Mannheim, D-68165, Germany
+49 621 87951-0

Fax: Fax: +49 621 87951-99
Email: Email: info@watchwater.de

http://watchwater.de/redoxy/documents/redoxy_lab.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