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002650.2

(22)申请日 2019.01.02

(71)申请人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621000 四川省绵阳市绵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周波　刘博煜　姚理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虹桥专利事务所(普通

合伙) 51124

代理人 梁鑫

(51)Int.Cl.

C02F 9/04(2006.01)

C02F 9/10(2006.01)

C01D 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

属于农药化工领域。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

有对于高浓有机物高盐废水的处理手段成本高、

周期长，纯化得到的氯化钠纯度较低。本发明公

开了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先通过一级

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其透过液进入反渗透膜系

统进行反渗透，反渗透膜系统透过液收集回用，

反渗透膜系统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系统进行二

级渗透，二级纳滤膜系统透过液经浓缩得到氯化

钠固体。本发明可高效分离高盐废水中的有机物

与氯化钠，可得到高纯度氯化钠，可用于氯碱行

业制备高浓度氢氧化钠溶液。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附图1页

CN 109437445 A

2019.03.08

CN
 1
09
43
74
45
 A



1.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取高盐废水，调节高盐废

水的pH值，静置沉降，将上清液通过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一级纳滤膜系统透过液进入

反渗透膜系统进行反渗透，反渗透膜系统透过液收集回用，反渗透膜系统截留液进入二级

纳滤系统进行二级渗透，二级纳滤膜系统透过液经浓缩得到氯化钠固体，其中，二级纳滤膜

系统过滤孔径大于反渗透膜系统过滤孔径且小于一级纳滤膜系统过滤孔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盐废水取

自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膜系统截留液和二级纳滤膜系统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盐废

水为含氯代吡啶类有机废水；优选的，所述氯代吡啶类有机废水的COD不大于10000ppm，氯

代吡啶类有机物含量不大于5％，氨氮含量不大于500ppm，钙镁离子含量不大于1000ppm。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

括脱氨处理的步骤，具体为所述高盐废水进入二级纳滤膜系统之后，其透过液通入脱氨系

统进行脱氨处理，经过滤、浓缩得到氯化钠固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氨处理为

在加热条件下加入氧化剂进行脱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剂为次

氯酸钠或双氧水；脱氨处理温度在80～110℃下进行。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纳滤膜系统过滤孔径为5-15nm；反渗透膜系统过滤孔径为0.1～1nm，脱盐率在99.7％

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纳滤膜系统透、反渗透膜系统、二级纳滤膜系统由原水桶，出水桶、控制箱、增压泵、流

量计、膜壳以及相应的过滤膜组成。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渗透以及反

渗透过程中还包括控制流量计的步骤，一级纳滤膜系统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5:

5～7:3，二级纳滤膜系统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7:3。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一级纳滤膜系统过滤膜由芳香聚酰胺、聚酯、聚酰亚胺或醋酸纤维素中的任意一种制成；二

级纳滤膜系统过滤膜由聚哌嗪、芳香聚酰胺、醋酸纤维素中的任意一种制成。

11.根据权利要求1～10任一项所述的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氯化钠的COD不大于100ppm，氨氮含量不大于50ppm，氯代吡啶类有机物含量不大于10％，

钙镁离子含量不大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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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农药化工领域，具体涉及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2018年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环保压力越来越大。氯代吡啶类废水处理量大，处

理难度高，紧紧制约着氯代吡啶类农药的生产。作为农药生产企业，不得不重视与环保相关

的治理方法。因此如何处理氯代吡啶类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盐废水便成了当务之急。

我国氯代吡啶类农药主要的制备方式为吡啶氯化，在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含氯代吡啶类有

机废水，有机物成分复杂，并且含盐量较高。该类废水处理难点有：(1)有机物成分复杂，大

多为含氯有机物，结构相对稳定，不易破坏；(2)废水盐度高，含量在60000-70000mg/L，对反

渗透膜的要求高；(3)废水带有颜色，脱色有难度；(4)废水量大，亟需处理。目前国内针对氯

代吡啶类高盐废水处理鲜有报道。

[0003] 针对高浓有机物高盐废水的处理，目前主要有高级氧化法、生化法、电解法，虽然

能够一定程度降解有机物，实现氯化钠溶液的纯化，但是存在成本较高、周期较长的问题，

经济效益和处理效率并不高，并且纯化得到的氯化钠纯度较低，限制了后续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对于高浓有机物高盐废水的处理手段成本高、周期

长，纯化得到的氯化钠纯度较低。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取高盐废水，调节高盐废水的pH值，静置沉降，将上清液通过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

透，一级纳滤膜系统透过液进入反渗透膜系统进行反渗透，反渗透膜系统透过液收集回用

(具体可于车间)，反渗透膜系统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系统进行二级渗透，二级纳滤膜系统

透过液经浓缩得到氯化钠固体，其中，二级纳滤膜系统膜孔径大于反渗透膜系统膜孔径且

小于一级纳滤膜系统膜孔径。

[0006] 其中，高盐废水取自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膜系统截留液和二级纳滤膜系统截留

液返回废水沉降池，从而无废弃物排放。

[0007] 其中，高盐废水为含氯代吡啶类有机废水。例如可适用于以下指标范围氯代吡啶

类高盐废水：

[0008] 氯代吡啶类有机废水的COD不大于10000ppm，氯代吡啶类有机物含量不大于5％，

氨氮含量不大于500ppm，钙镁离子含量不大于1000ppm。

[0009] 其中，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还包括脱氨处理的步骤，具体为高盐废水进

入二级纳滤膜系统之后，其透过液通入脱氨系统进行脱氨处理，经过滤、浓缩得到氯化钠固

体。

[0010] 其中，脱氨处理为加热条件下加入氧化剂进行脱氨。

[0011] 其中，氧化剂为次氯酸钠或双氧水，脱氨处理温度在80～110℃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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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其中，一级纳滤膜系统过滤孔径为5-15nm。

[0013] 其中，反渗透膜系统过滤孔径为0.1～1nm，脱盐率在99.7％以上。

[0014] 其中，一级纳滤膜系统透、反渗透膜系统、二级纳滤膜系统均由原水桶，出水桶、控

制箱、增压泵、流量计、膜壳以及相应的过滤膜组成。

[0015] 其中，渗透以及反渗透过程中还包括控制流量计的步骤，一级纳滤膜系统渗透液

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5:5～7:3，二级纳滤膜系统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

～7:3。

[0016] 其中，反渗透膜系统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

[0017] 其中，一级纳滤膜系统过滤膜由芳香聚酰胺、聚酯、聚酰亚胺或醋酸纤维素中的任

意一种制成；二级纳滤膜系统过滤膜由聚哌嗪、芳香聚酰胺、醋酸纤维素中的任意一种制

成。

[0018] 其中，氯化钠的浓缩可采用MVR蒸发结晶的方式进行固体氯化钠的提取。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采用一级纳滤-反渗透-二级纳滤结合化学氧化的处理方式，可高效分离高

盐废水中的有机物与氯化钠；

[0021] 本发明通过对纳滤膜、反渗透膜的孔径选择、组合以及脱氨处理温度的控制，可得

到高纯度氯化钠，可用于氯碱行业制备高浓度氢氧化钠溶液；

[0022] 本发明整个体系实现循环经济，无废弃物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附图说明

[0023]

[0024] 图1为本发明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提供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包括如下步骤：调节高

盐废水的pH值，静置沉降，将上清液通过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一级纳滤膜系统透过液

进入反渗透膜系统进行反渗透，反渗透膜系统透过液回用于车间，反渗透膜系统截留液进

入二级纳滤系统进行二级渗透，二级纳滤膜系统透过液经浓缩得到氯化钠固体，其中，二级

纳滤膜系统膜孔径大于反渗透膜系统膜孔径且小于一级纳滤膜系统膜孔径。

[0026] 纳滤膜系统可以分离有机物和氯化钠，也就是说这个膜可以透过盐但是把有机物

给拦截下来。反渗透是一个初步浓缩的过程，目的是将一级纳滤的渗透液中的杂质再次富

集，然后进入二级纳滤时可以高效分离有机物和氯化钠，从而可以得到纯度更高的氯化钠。

另外，利用反渗透系统实现有机物的富集，并利用纳滤的原理进行氯化钠的纯化，避免了少

量有机物检测不出，造成废水处理合格假象的情况。

[0027] 其中，将一级纳滤膜系统截留液和二级纳滤膜系统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氯代

吡啶类有机物在酸性条件下会析出，而在中性或碱性条件下会发生溶解，纳滤膜系统得到

的截留液富集了大量氯代吡啶类有机物，由于废水沉降池中呈酸性，将截留液返回沉降池

会析出大量有机杂质，经沉降过滤等操作又可以得到氯代吡啶类废水，再经中和、沉降过

滤、膜系统分离、氧化处理等操作来实现废水的循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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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其中，高盐废水为含氯代吡啶类有机废水。

[0029] 其中，高盐废水资源化再利用的方法还包括脱氨处理的步骤，具体为高盐废水进

入二级纳滤膜系统之后，其透过液通入脱氨系统进行脱氨处理，经过滤、浓缩得到氯化钠固

体。

[0030] 其中，脱氨处理为在加热条件下加入氧化剂进行脱氨。

[0031] 其中，氧化剂为次氯酸钠或双氧水，脱氨处理温度在80～110℃下进行。

[0032] 其中，一级纳滤膜系统膜孔径为5-15nm。一级纳滤膜孔径在5-15nm之间可拦截

80％以上的有机物，二级纳滤孔径在一级纳滤和反渗透膜孔径之间，可进一步拦截有机物，

高效纯化氯化钠。

[0033] 其中，反渗透膜系统过滤孔径为0.1～1nm，脱盐率在99.7％以上。

[0034] 其中，一级纳滤膜系统透、反渗透膜系统、二级纳滤膜系统均由原水桶，出水桶、控

制箱、增压泵、流量计、膜壳以及相应的过滤膜组成。

[0035] 其中，渗透以及反渗透过程中还包括控制流量计的步骤，一级纳滤膜系统渗透液

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5:5～7:3，二级纳滤膜系统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

～7:3。调节流量之比会伴随压力的变化，有助于氯化钠的渗透以及杂质的截留，并缩减废

水量。

[0036] 根据纳滤膜系统的流量比适应性调节反渗透膜系统流量比，优选的，控制反渗透

膜系统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

[0037] 其中，一级纳滤膜系统过滤膜由芳香聚酰胺、聚酯、聚酰亚胺或醋酸纤维素中的任

意一种制成；二级纳滤膜系统过滤膜由聚哌嗪、芳香聚酰胺、醋酸纤维素中的任意一种制

成。

[0038]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39] 下述实施例中，氯代吡啶类高盐废水的初始指标如下：

[0040] COD：5000ppm；

[0041] NH3-N含量：229.5ppm；

[0042] 氯代吡啶类有机物含量：3％；

[0043] 钙镁离子含量：600ppm。

[0044] 其中，COD用重铬酸钾法测定，氨氮含量用纳氏试剂比色法测定，氯代吡啶类有机

物含量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绝对含量，钙镁离子含量用ICP仪器检测。

[0045] 实施例1

[0046] 调节500kg氯代吡啶类高盐废水pH值至7-8，静置沉降，利用SiC膜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得到上清液；将得到的上清液进入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拦截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其中纳滤膜孔径为5nm，材质为芳香聚酰胺，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

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一级纳滤的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的渗透液

进入反渗透系统进行反渗透操作，渗透压力为1MPa，渗透温度为20℃，调节阀门，控制流量

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得到的反渗透渗透液返回车间回用，得到的反

渗透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膜系统，拦截COD，材质为聚哌嗪，孔径介于反渗透与一级纳滤膜

孔径，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得

到的二级纳滤截留液进入废水沉降池，得到的二级纳滤渗透液在110℃条件下滴加次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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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  0.293kg，得到的废水经过滤再浓缩，得到干净的氯化钠固体，用于氯碱厂电解。相关处

理指标如表1所示，处理后得到的氯化钠固体指标如表2所示。

[0047] 表1

[0048]

[0049] 表2

[0050]

COD/ppm NH3-N/ppm 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Ca、Mg离子含量 

0 0 0％ 0％ 

[0051] 实施例2

[0052] 调节500kg氯代吡啶类高盐废水pH值至7-8，静置沉降，利用SiC膜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得到上清液；将得到的上清液进入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拦截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其中纳滤膜孔径为10nm，材质为芳香聚酰胺，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

液流量之比为5:5，渗透温度为20℃；一级纳滤的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的渗透

液进入反渗透系统进行反渗透操作，渗透压力为1MPa，渗透温度为20℃，调节阀门，控制流

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得到的反渗透渗透液返回车间回用，得到的

反渗透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膜系统，拦截COD，材质为聚哌嗪，孔径介于反渗透与一级纳滤

膜孔径，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渗透温度为20℃；

得到的二级纳滤截留液进入废水沉降池，得到的二级纳滤渗透液在90℃条件下滴加次氯酸

钠  0.293kg，得到的废水经过滤再浓缩，得到干净的氯化钠固体，用于氯碱厂电解。相关处

理指标如表3所示，处理后得到的氯化钠固体指标如表4所示。

[0053] 表3

[0054]

[0055] 表4

[0056]

COD/ppm NH3-N/ppm 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Ca、Mg离子含量 

25 13 3％ 0％ 

[0057] 实施例3

[0058] 调节500kg氯代吡啶类高盐废水pH值至7-8，静置沉降，利用SiC膜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得到上清液；将得到的上清液进入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拦截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其中纳滤膜孔径为15nm，材质为醋酸纤维素，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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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量之比为7:3，渗透温度为20℃；一级纳滤的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的渗透

液进入反渗透系统进行反渗透操作，渗透压力为1MPa，渗透温度为20℃，调节阀门，控制流

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得到的反渗透渗透液返回车间回用，得到的

反渗透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膜系统，拦截COD，材质为芳香聚酰胺，孔径介于反渗透与一级

纳滤膜孔径，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

℃；得到的二级纳滤截留液进入废水沉降池，得到的二级纳滤渗透液在80℃条件下滴加次

氯酸钠  0.293kg，得到的废水经过滤再浓缩，得到干净的氯化钠固体，用于氯碱厂电解。相

关处理指标如表5所示，处理后得到的氯化钠固体指标如表6所示。

[0059] 表5

[0060]

[0061] 表6

[0062]

COD/ppm NH3-N/ppm 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Ca、Mg离子含量 

75 24 5％ 3％ 

[0063] 实施例4

[0064] 调节500kg氯代吡啶类高盐废水pH值至7-8，静置沉降，利用SiC膜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得到上清液；将得到的上清液进入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拦截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其中纳滤膜孔径为10nm，材质为醋酸纤维素，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

液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一级纳滤的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的渗透

液进入反渗透系统进行反渗透操作，渗透压力为1MPa，渗透温度为20℃，调节阀门，控制流

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得到的反渗透渗透液返回车间回用，得到的

反渗透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膜系统，拦截COD，材质为聚哌嗪，孔径介于反渗透与一级纳滤

膜孔径，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

得到的二级纳滤截留液进入废水沉降池，得到的二级纳滤渗透液在90℃条件下滴加次氯酸

钠  0.293kg，得到的废水经过滤再浓缩，得到干净的氯化钠固体，用于氯碱厂电解。相关处

理指标如表7所示，处理后得到的氯化钠固体指标如表8所示。

[0065] 表7

[0066]

[0067]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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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COD/ppm NH3-N/ppm 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Ca、Mg离子含量 

15 10 2％ 0％ 

[0069] 实施例5：

[0070] 调节500kg氯代吡啶类高盐废水pH值至7-8，静置沉降，利用SiC膜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得到上清液；将得到的上清液进入一级纳滤膜系统进行渗透，拦截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其中纳滤膜孔径为5nm，材质为芳香聚酰胺，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

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一级纳滤的截留液返回废水沉降池，一级纳滤的渗透液

进入反渗透系统进行反渗透操作，渗透压力为1MPa，渗透温度为20℃，调节阀门，控制流量

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7:3；得到的反渗透渗透液返回车间回用，得到的反

渗透截留液进入二级纳滤膜系统，拦截COD，材质为聚哌嗪，孔径介于反渗透与一级纳滤膜

孔径，调节阀门，控制流量计，使渗透液流量与截留液流量之比为6:4，渗透温度为20℃；得

到的二级纳滤截留液进入废水沉降池，得到的二级纳滤渗透液在110℃条件下滴加双氧水 

0.44kg，得到的废水经过滤再浓缩，得到干净的氯化钠固体，用于氯碱厂电解。相关处理指

标如表9所示，处理后得到的氯化钠固体指标如表10所示。

[0071] 表9

[0072]

[0073] 表10

[0074]

COD/ppm NH3-N/ppm 氯代吡啶类有机物 Ca、Mg离子含量 

13 15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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