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C电极制造商
MOC Electrode Manufacturer



创立于2013年，地处江苏省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的高科技

企业。公司自成立一直专注于工业用石墨烯钛阳极的研究和

开发。历经十年，公司成功开发出高效的MOC（摩科碳）石

墨烯电极技术。摩科碳电极技术解决了传统钛阳极的诸多问

题，大大提高了钛阳极的使用效率，在国内的PCB电镀、工

业铜箔电镀、电解制氯、水处理等领域得到客户端大量应用

和认可，是全球第一家产业化开发应用石墨烯钛阳极的科技

企业。

公司介绍



发明专利证书 人才科创领军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双创人才分会

公司资质



专利证书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石墨电氧化设备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电化学检测用具
有防护结构的酸度计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电化学实验用具有
防滑结构的电极夹具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电化学实验具有
防腐性能的工具箱

发明专利证书
从苯酚废水回收富

马酸的方法



   电极研发历程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贵金属电极

石墨电极

MOC电极

美淼历经十年研究，从最开始的

石墨、碳钢电极到贵金属电极，再到现

在的MOC电极，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实

现了产品和技术双升级。

经市场调研，几乎绝大多数企业

产品还处在第二阶段。目前可以同时生

产、销售后两种电极的，美淼是业内唯

一的一家企业。



MOC 是新一代电极，核心在于涂层为石墨烯。

石墨烯是碳原子以sp杂化轨道成键紧密堆积成单

层二维蜂窝状晶格结构的新材料 ，具有优异的光

学、电学、力学特性，是已知的最薄、最坚硬、

电阻率最小的材料。

石墨烯先天的优点

决定了它是一种理想的电极制作材料



※ 超大比表面积：由于石墨烯的厚度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即

3.4Å ，所以石墨烯拥有超大的比表面积，理想的单层石墨烯的比

表面积能够达到 2630 m2/g，是石墨（1.7m2/g ）的1000多倍，

是碳纳米管（1315m2/g）的2倍，而普通的活性炭的比表面积为 

1500 m2/g。（3 克石墨烯的比表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 导电性极强：石墨烯是世界上导电性最好的材料，电子在

其中的运动速度达到了光速的1/300，远远超过了电子在一般导体

中的运动速度。石墨烯的电导率为64ms/cm，大约是碳纳米管的

60倍，石墨烯在室温下的电子迁移率约为150,000cm2/Vs，相比

之下，硅的电子迁移率为1400cm2/Vs，电子在石墨烯中的传输速

度比硅快100多倍。

石墨烯涂层微观图



石墨烯结构

※ 良好的热传导性能：纯的无缺陷的单层石墨烯的导热系数

高达5300W/mK，是目前导热系数最高的碳材料，高于单壁碳纳米

管(3500W/mK)和多壁碳纳米管(3000W/mK)。当它作为载体时，

导热系数也可达600W/mK。

※ 超高强度：石墨（由石墨烯一层一层摞起来的）是矿物质中最

软的，但被分离成一个碳原子厚度的石墨烯后，性能则发生突变，

其硬度金刚石还高，却又拥有很好的韧性，且可以弯曲。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布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时候曾这样比喻

其强度：利用单层石墨烯制作的吊床可以承载一直4Kg 的兔子。

以此估算，如果将多层石墨烯叠放在一起，使其厚度与食物保鲜膜

相同的话，便可以承载一辆2吨重的汽车



工作温度：10~90℃

表面电阻：＜1.5Ω

产品形状：网，板，定制

规格：按客户要求加工

基材：一级纯钛TA1

基材厚度：1mm-6mm

涂层：石墨烯

涂层量：＜6g/㎡

输出电流范围：＜10000A/㎡

MOC石墨烯电极技术参数



公司在2021年6月率先
制定了MOC电极的企业
标准，让MOC电极生产
标准化、规范化。

10

企业标准



电极制造引领者
美淼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拥有专业的团队，针对不

同客户制定专业电极解决方案
涂层

烘烤

切割

ADD YOUR TITLE

表面
处理



PCB

MOC电极应用领域

电解制氯

电解铜箔

污水处理



MOC（摩科碳R）电极

在污水处理领域中的应用

MOC电极具有一些特殊性能，

这就使其在污水处理领域应用中具有独

到的优势



电化学氧化技术原理

电化学氧化是指利用电场直接氧化或

间接产生OH等自由基降解水中的污染

物。

直接氧化——废水中的有机物直接在阳

极失去电子而被直接氧化

间接氧化——通过阳极反应生成具有强氧

化作用的中间产物或发生阳极反应之外的中

间反应生成的中间物质（如·OH等自由基），

然后通过这些自由基来氧化废水中的污染物，

最终达到氧化降解污染物的目的

CO2+H2O

有机污染物

不溶阳极 阴极
直接氧化 间接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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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氧化系统

预处理系统 酸洗系统

MOC电化学氧化技术路线

尾气处理系统

换热系统

内循环系统

注：此图为冗余系统，仅电化学氧化系统为必须，

其它配套系统根据实际项目情况选择添加



电化学氧化
技术特点

COD降解率高

无二次污染

能耗低

寿命长

1

2

3

4

氧化性强，能降解高难物质如：磷酸脂、苯酚、
甲醛、己内酰胺等；且能适应高盐环境

电化学氧化无固废、无浓水产生，反应
后生成CO2和H2O

与其他废水处理技术相比，运行成本相对低。

电化学氧化设备寿命取决于电极材料，美
淼电极寿命达3~5年

5

6

占地小
电化学氧化器设备体积小，占地小，可根据项
目调整

操作简单
操作简单，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可控性好



不同电极材料，其反应速率、降解效果

可能发生数量级的变化。选择析氧电位

较高的电极材料可避免因发生析氧反应

而浪费能量。

电极材料

关键性操作条件含电流密度、电极间距。

在相同时间内，电流密度越大，单位时

间内OH产量越大，去除率越高；电极

间距过小容易发生浓差极化，过大导致

反应速率下降。

操作条件

这介质条件如电解质浓度、PH、其

他离子等均会对污染物降解效率产

生影响。

介质条件

电化学氧化的影响因素

电化学氧化过程主要受电极材料、操作

条件、介质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选知名品牌电极进行测试，相同电流条件下，

美淼MOC电极寿命更长，是其1.5~2倍

选知名品牌电极进行测试，美淼

MOC电极析氧电位相对较高，电

氧化效率更高

电极强化寿命测试

技术优势一：电极寿命长



在相同水质，同样电压下，美淼MOC电极能开到更高的电流密

度，单位时间内产生的氧化性更强，去除率更高，同规模项目

所用极板面积更小。

各类电极电流密度对比表

电极 电流密度
（A/m2）

同条件使用面积对比
（m2）

石墨电极 50 100

碳钢电极 50 100

钌铱电极 200-300 18-25

MOC电极 800-1000 5-6.25

技术优势二：电流密度高



技术优势三：适用水质范围广

进口条件 pH 温度 电导率 COD TDS TSS 总硬度 油 Fe F- Cl-

单位 　 ℃ ms/cm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OC

下限 1 1 3 - 3000 - - - - - -

经济最优 7~8 15 10 <500 10000
~30000 <10 <100 <10 <20 <5 3000

~10000

上限 13 40 50 20000 100000 50 200 20 50 10 50000

◎ 适应高盐环境

◎ 适应低电导率

◎ 适应高难降解物质如：磷酸脂、苯酚、甲醛等



各氧化方式对比表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MOC电化学氧化法优势明显

高级氧化技术 芬顿（类芬顿） 臭氧（催化）氧化 湿式催化氧化 MOC电化学氧化

适用cod范围 0~10000mg/l 0~10000mg/l ≥20000mg/l 0~20000mg/l

cod去除率 较强 中等 强 强

电耗 中 低 中 低

投资成本 低 中 高 中

操作性 差 中 强 中

设备体积 大 中 较小 小

是否有固废 有 —     — —

药剂添加 有 —     有 —



为保证客户的使用效果，针对不同客户的水质，

我们可以提供小试和中试服务，以确保客户购买

无后顾之忧

小试设备服务 服 务
中试设备服务



服务内容

小试设备清单

适用水质

小试设备服务

MOC电电化学氧化小试装置及配件

电源 20A，30V

电化学氧化装置 MOC电极0.03m2

水泵 EB-302；流量450L/h

烧杯 1L

其他 电线、管线、阀门

◎ COD：0~20000mg/l

◎ 含盐量：3000~100000mg/l

◎ 处理水量：0~50L/h

◎ 运行方式：连续运行



服务内容

中试设备清单

适用水质

中试设备服务

◎ COD：0~20000mg/l

◎ 含盐量：3000~100000mg/l

◎ 处理水量：1~4t/h

◎ 运行方式：连续运行

MOC电电化学氧化中试装置及配件

电源 直流250A/60V

电化学氧化装置 内含2.5m2MOC极板

水泵 Q=5m3/h，H=10m

酸洗系统 200L酸储罐

其他
内部管线阀门管件、内部电缆、温度计、
流量计、配电箱、储水箱

中试方案设计

中试协议签署

现场中试实验

中试报告总结

投资运行核算



MOC电化学氧化项目用设备
MOC Electrochemical Oxidation Equipment

MOC电化学氧化箱式设备图

MOC电化学氧化管式设备外形图



核心电极

系统集成

技术支持

工艺设备

公司定位及业务范围

核心电极
核心MOC电极的生产制造以及销售

工艺设备
各类规格MOC电化学氧化设备的生产制造及直接销售，

包括小试设备、中试设备、工程设备

系统集成
电化学氧化系统集成及供货，包括小试系统、

中试系统及工程系统

技术支持
电化学氧化系统集成及供货，包括小试系统、

中试系统及工程系统



部分小试数据展示 序号 行业 废水类型 进水COD
(mg/L)

出水COD
(mg/L)

电导率
(mS/cm)

能耗
(kWh/m3)

1 市政 垃圾渗滤液MBR出水 740 200 - 11.5

2 煤化工 NF浓水 103 16 6 14.6

3 煤化工 RO浓水 81 28 7 24.2

4 煤化工 蒸发塘废水 270 46 27 8.8

5 焦化 NF浓水 442 184 48 9.6

6 化工园区 生化出水 170 48 11 6.6

7 发电 循环水排污水RO浓水 97 15 12 4.1

8 海水养殖 废水原水 3（氨氮） 0.1（氨氮） 28 0.2

9 市政 垃圾渗滤液 4262 452.8 --- 30

10 生活 农村污水 202 25 --- 15

11 化工 NaCl废水 1064 528 --- 10

12 化工 生化尾水 700 50 --- 60



项目目的: 脱色

电耗：32kWh/m3

小试水量：1L

中石化含油废水
进水cod: 4262mg/l

出水cod: 452.8mg/l

电耗：50kWh/m3

小试水量：1L

垃圾渗滤液

进水cod: 960mg/l

出水cod: 75mg/l

电耗：45kWh/m3

小试水量：500ml

印染废水

进水cod: 170mg/l

出水cod: 48mg/l

电耗：6.6kWh/m3

小试水量：800ml

化工园区生化出水



部分中试数据展示

序号 行业 废水类型 典型项目 进水COD
(mg/L)

出水COD
(mg/L)

能耗
(kWh/m3)

1 焦化 RO浓水 首钢京唐西山焦化 272 32 11.2

2 纯碱化工 碱渣场废液 唐山xx纯碱
44.2（COD）
17（氨氮）
64.9（总氮）

未检出（COD）
2.2（氨氮）
14.2（总氮）

2.2

3 酿酒 臭氧出水 四川郎酒 71 4 6.3

4 化工 己内酰胺废水 杭州某项目 100~200 去除率60% 4

5 化工 生产废水 衢州某项目 500~2000 去除率80%以上 60

6 市政 餐厨垃圾废水 宁波某项目 276 64 29



进水cod: 272

出水cod：32

电耗：11.2kWh/m3

处理水量：1t/h

唐山焦化废水RO出水

进水cod: 100~200

出水cod：降解率80%以上

电耗：4kWh/m3

处理水量：1.6t/h

杭州己内酰胺废水



衢州化工废水 进水cod: 500~2000

出水cod：降解率80%以上

电耗：60kWh/m3

处理水量：200L/h

四川酿酒废水 进水cod: 71

出水cod：4

电耗：6.3kWh/m3

处理水量：1.5t/h



电化学氧化工程
项目案例 序号 行业 废水类型 典型项目 进水COD

(mg/L)
出水COD
(mg/L)

能耗
(kWh/m3) 阶段

1 氟化工 含氟碱洗废水 浙江巨化氟化学 ≤4000 ≤1000 40 商业化

2 新材料 含酚醛废水 浙江杭摩新材料 23000~26000 降解25%  38 商业化

4 市政 垃圾渗滤液 启迪水务 ≤1000 ≤100 35 商业化

5 染料 染料废水生化预处理 亿得化工 ≤3200 ≤2200 12 商业化

6 化工 化工废水 广域化学 50000-100000 5000-6000 35 商业化

7 化工 实验室废水 正大天晴 ≤280000 ≤4000 5000 商业化

8 医药 制药废水 常州四药 ≤10000 ≤500 200 商业化

9 医药 制药废水 苏泊尔 ≤40000 ≤33000 30 商业化

10 冶金 反渗透浓水 金川鸿泰 ≤120 ≤60 4 商业化

11 化工园区 园区生化出水 徐州工业园 ≤80 ≤50 4 商业化

12 市政 垃圾渗滤液 比例坝垃圾填埋场 ≤250 ≤50 12 商业化



含甲醛废水，200t/d

含甲醛废水

200t/d

含磷酸脂废水

72t/d

化工废水

12t/d



垃圾渗滤液

500t/d

染料废水生化预处理

30t/d

含氟碱洗废水

24t/d



电话：0512-57012228

手机：18960465701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花桥

镇新生路1号顺杨智汇谷A8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