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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含镍金属废水的处理领域，

具体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镍废水处理

塔，包括多根反应柱，所述反应柱之间通过管路

和阀门相互连接，所述反应柱竖直设置，其内腔

自上而下依次设有出水区、反应区和布水区，所

述反应柱对应所述出水区的位置设有与其连通

的出水口，所述反应区内填充有螯合树脂，所述

布水区内设有布水器，所述反应柱设有与所述布

水器连通的进水口，用以将含镍废水均匀分布于

所述反应柱中。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镍废水处理

塔作为新型含金属离子废水处理线上的重要装

置，结构简单体积小，能够令废水处理装置整体

结构紧凑，直接安装在生产废水的生产线周边，

从而实现在线循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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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其特征在于，包括多根反应柱，所述反应柱之间通过管路和阀

门相互连接，所述反应柱竖直设置，其内腔自上而下依次设有出水区(1)、反应区(2)和布水

区(3)，所述出水区(1)的对应位置设有与其连通的出水口(11)，所述反应区(2)内填充有螯

合树脂，所述布水区(3)内设有布水器，所述反应柱上设有与所述布水器连通的进水口

(3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其特征在于：所述螯合树脂为弱酸性阳

离子交换树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区(2)的壁体上

设有透明观察窗(2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水区(1)的顶壁上

设有用于限制所述反应柱内压力的安全阀(12)。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再生装

置，所述再生装置包括耐酸泵，所述耐酸泵的入水口与装有脱附剂的药箱连通，所述耐酸泵

的出水口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11)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改性装置，所述改

性装置包括耐碱泵，所述耐碱泵的入水口与装有脱附剂的药箱连通，所述耐碱泵的出水口

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11)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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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污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

背景技术

[0002] 在含镍废水处理领域，目前普遍采用的技术为化学沉淀法，即通过加酸碱等药剂

调节废水PH值后，投加絮凝剂等药剂使镍金属絮凝沉淀下来，产生的重金属污泥作为危废

进行无害化处置。

[0003] 目前各大电镀园区有一些采用新兴技术来解决废水处理的问题，例如，先将调节

废水pH值，然后絮凝沉淀过滤后，使用RO膜进行处理，但是RO  膜成本高，吸附金属离子的效

率低，而且不能进行重复使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代替RO膜进行含镍废水中金属镍离

子的吸附，而且能够进行再生循环使用，从而大大节约生产成本，满足市场需求的含镍废水

处理塔。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包括

多根反应柱，所述反应柱之间通过管路和阀门相互连接，所述反应柱竖直设置，其内腔自上

而下依次设有出水区、反应区和布水区，所述反应柱对应所述出水区的位置设有与其连通

的出水口，所述反应区内填充有螯合树脂，所述布水区内设有布水器，所述反应器上设有与

所述布水器连通的进水口，用以将含镍废水均匀分布于所述反应柱中。

[000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具体的，所述反应塔内部被分成三

部分，分别是位于所述反应塔下部的半球状布水区，中间部分的反应区，以及上部的半球状

出水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镍废水处理塔通过设置于所述反应塔底部的进水口进入所述

反应塔的布水区，布水区设置有专用不锈钢布水器，可将含镍废水均匀分布于所述反应塔

的反应区。在适当的压力区间，装填于所述反应塔中间部分的新型螯合树脂呈完全流化态，

可与含镍废水充分接触。形成一个均相的反应状态。所述反应柱之间通过管路和阀门相互

连接，从而可以实现多用一备，即各反应柱之间通过管道及电动阀门连接成可随意组合多

根反应柱串联，一根反应柱备用的模式。各电动阀通过信号线接入主控PLC程序，通过PLC程

序的编程来实现各个阀门的启闭，以实现多根反应柱串联运行。当串联的反应柱在正常运

行时，备用的反应柱则同时反洗。即实现运行和脱附同时运行的效果。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如下进一步的具体选择或优化选

择。

[0008] 具体的，所述螯合树脂为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该型树脂呈钠型湿润球状。主体

结构为大孔型交叉键结聚苯乙烯，其结构上组合有亚氨基二乙酸官能基。针对电镀废水中

的镍离子具有较高的吸附效率，交换吸附容量能达到40g/L。较常规树脂相区别，具有吸附

容大，比表面积大，不易破碎、寿命长(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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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具体的，所述反应区的壁体上设有透明观察窗。所述观察窗用于观察柱体内含镍

废水的反应情况。具体的，所述出水区的顶壁上设有用于限制所述反应柱内压力的安全阀。

所述反应柱体设计承压为0.3mpa，其顶部设置安全阀，当反应柱内部压力大于0.25MPa时，

安全阀自动泄压。

[0010] 具体的，还包括再生装置，所述再生装置包括耐酸泵，所述耐酸泵的入水口与装有

脱附剂的药箱连通，所述耐酸泵的出水口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连通，从而实现对所述反

应柱的反冲。

[0011] 具体的，还包括改性装置，所述改性装置包括耐碱泵，所述耐碱泵的入水口与装有

脱附剂的药箱连通，所述耐碱泵的出水口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连通，从而实现对所述反

应柱的反冲。

[0012] 此外，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上述含镍废水处理塔的使用方法，其包括如下步

骤：

[0013] 1)将预处理后的含镍废水通入所述含镍废水处理塔中进行处理，其中至少有一根

所述反应柱处于备用状态，其余所述反应柱依次串联；

[0014] 2)将备用状态的所述反应柱依次使用所述再生装置和改性装置进行反冲洗，从而

对备用状态的所述反应柱进行再生。

[0015] 具体的，所述脱附剂为质量浓度为5-8％的硫酸水溶液。优选质量浓度为  6％的硫

酸水溶液。

[0016] 具体的，所述改性剂为质量浓度为2-5％氢氧化钠水溶液。优选质量浓度为4％的

氢氧化钠水溶液。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镍废水处理塔

作为新型含金属离子废水处理线上的重要装置，结构简单体积小，能够令废水处理装置整

体结构紧凑，直接安装在生产废水的生产线周边，从而实现在线循环模式。同时，其多用一

备模式可以实现设备的运行和维护同时进行，无需停机处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再

生阶段酸脱附下来的脱附液，通过多次富集浓缩后，进行后端处置，可直接回用至生产线镀

半光镍生产工段，从而实现原料回收循环，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中反应柱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出水区；2、反应区；3、布水区；11、出水口；12、安全阀；  21、透明观察窗；

31、进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

的内容，但本实用新型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21]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含镍废水处理塔，包括多根反应柱，所述反应柱之间通过

管路和阀门相互连接，所述反应柱内腔自上而下依次包括出水区1、反应区2和布水区3，所

述出水区1设有与外部连通的出水口11，所述反应区2填充有螯合树脂，所述布水区3设有布

水器和与其连通的进水口31，用以将含镍废水均匀分布于所述反应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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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优选的，所述反应塔内部被分成三部分，分别是位于所述反应塔下部的半球状布

水区，中间部分的反应区，以及上部的半球状出水区。优选的，所述出水区1也安装有布水

器，布水面板位置设置玻璃钢布水板，通过在布水板上按照一个方式开孔安装特种布水装

置，实现均匀布水。布水板上方为出水汇集区，该区设置漏斗型出水装置。产水能够通过中

心的漏斗均匀出水，无偏流现象。

[0023] 优选的，所述螯合树脂为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该型树脂呈钠型湿润球状。主体

结构为大孔型交叉键结聚苯乙烯，其结构上组合有亚氨基二乙酸官能基。针对电镀废水中

的镍离子具有较高的吸附效率，交换吸附容量能达到40g/L。较常规树脂相区别，具有吸附

容大，比表面积大，不易破碎、寿命长(5年左右的使用寿命)等优点。

[0024] 优选的，所述反应区2的壁体上设有透明观察窗21。所述观察窗用于观察柱体内含

镍废水的反应情况。具体的，所述出水区1设有用于限制所述反应柱内压力的安全阀12。所

述反应柱体设计承压为0.3mpa，其顶部设置安全阀，当反应柱内部压力大于0.25MPa时，安

全阀自动泄压。具体的，所述反应区2的壁体上还设有支撑架，用于将所述反应柱固定在所

述反应塔中。所述所述反应区2的壁体上还设有至少一个与其内部连通的卸料口，所述卸料

口用于将反应区2内装填的螯合树脂装填或者卸载。

[0025] 优选的，还包括再生装置，所述再生装置包括耐酸泵，所述耐酸泵的入水口与装有

脱附剂的药箱连通，所述耐酸泵的出水口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  11连通，从而实现对所述

反应柱的反冲。

[0026] 优选的，还包括改性装置，所述改性装置包括耐碱泵，所述耐碱泵的入水口与装有

脱附剂的药箱连通，所述耐碱泵的出水口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  11连通，从而实现对所述

反应柱的反冲。

[0027] 此外，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上述含镍废水处理塔的使用方法，其包括如下步

骤：

[0028] 1)将预处理后的含镍废水通入所述含镍废水处理塔中进行处理，其中至少有一根

所述反应柱处于备用状态，其余所述反应柱依次串联；

[0029] 2)将备用状态的所述反应柱依次使用所述再生装置和改性装置进行反冲洗，从而

对备用状态的所述反应柱进行再生。

[0030] 具体的，所述脱附剂为质量浓度为5-8％的硫酸水溶液。优选质量浓度为  6％的硫

酸水溶液。

[0031] 具体的，所述改性剂为质量浓度为2-5％氢氧化钠水溶液。优选质量浓度为4％的

氢氧化钠水溶液。

[0032] 实施例：

[0033]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含镍废水处理塔通过设置于所述反应塔底部的进

水口31使含镍废水进入所述反应塔的布水区3，布水区3设置有专用不锈钢布水器，可将含

镍废水均匀分布于所述反应塔的反应区。所述布水器购自市售产品。在适当的压力区间，装

填于所述反应塔中间部分的新型螯合树脂呈完全流化态，可与含镍废水充分接触。形成一

个均相的反应状态。所述反应柱之间通过管路和阀门相互连接，从而可以实现多用一备，即

各反应柱之间通过管道及电动阀门连接成可随意组合多根反应柱串联，一根反应柱备用的

模式。各电动阀通过信号线接入主控PLC程序，通过PLC程序的编程来实现各个阀门的启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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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多根反应柱串联运行。当串联的反应柱在正常运行时，备用的反应柱则同时反洗。即

实现运行和脱附同时运行的效果。

[0034] 所述新型螯合树脂吸附饱和后，需要再生使其恢复吸附活性。采用6％的硫酸溶液

作为脱附剂，脱附剂存储于药箱中，通过耐酸泵将脱附剂从所述反应塔上部的管道沿所述

反应柱的出水口自上而下的泵入所述反应柱中。通过与所述反应柱中的新型螯合树脂充分

接触反应，将所述新型螯合树脂基团上吸附的镍脱附下来。与脱附剂中的硫酸根形成硫酸

镍化合物。脱附时间根据吸附量调整。配制一次脱附剂，最多可脱附四至五个反应柱。除第

一次配制6％的硫酸溶液外，后面几次脱附前均需提前投加2％的浓硫酸。通过多次重复使

用后，可较大限度的累积脱附剂中的镍含量。当脱附剂中的镍含量达到20g/L以上后，可回

用至生产线镀半光镍工艺段。

[0035] 脱附完成后，需要用氢氧化钠对所述螯合树脂进行改性。将所述螯合树脂由氢型

转为钠型。氢氧化钠溶液储存于药箱中，通过耐碱泵将改性剂从所述反应柱的出水口自上

而下的泵入所述反应柱中。通过与所述反应柱中的新型螯合树脂充分接触反应，将所述新

型螯合树脂转换为钠型。

[0036] 需要说明的是，所述备用状态的所述反应柱是指该反应柱不在相互串联进行对含

镍废水吸附处理的工作状态，而是与所述再生装置和改性装置连通，进行再生从而重新回

复其对含镍废水中金属镍离子的吸附能力。

[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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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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