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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

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1)将膜生产废水加热，搅拌的条件下加入片

碱；(2)向废水中接入曝气装置，以硫酸吸收氨气

制取硫酸铵；(3)冷却过滤；(4)将步骤(3)产生的

滤液用盐酸调节pH至弱酸性，加入双氧水，以铁

板作阳极，高效石墨气体扩散电极作阴极，以电

芬顿的方法氧化剩余的有机物，加热去除过剩的

双氧水，得到微黄色的氯化钠溶液；(5)对步骤

(4)制得的氯化钠溶液进行减压浓缩，离心得到

白色的氯化钠晶体。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可将

废水中的COD去除使废水资源化，而能够规模化

生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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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1）将膜生产废水加热，并在搅拌的条件下加入片碱至强碱性，反应过程中有胶状物质

及有机胺产生，有机胺与碱反应产生氨气；所述废水加热的温度为120‑130℃，加入片碱量

为废液中有机物质量的1‑1.1倍，投加时间2‑3h；

（2）向废水中接入曝气装置，以硫酸吸收氨气制取硫酸铵；

（3）冷却过滤，滤液进入步骤（4），滤渣为黄色胶状物质，收集滤渣进行灼烧处理；

（4）将步骤（3）产生的滤液用盐酸调节pH至3‑4，缓慢向溶液中加入双氧水，与溶液中的

次氯酸钠反应生成氯化钠；以铁板作阳极，高效石墨气体扩散电极作阴极，以电芬顿的方法

氧化剩余的有机物，电解后调节pH至5‑6加热去除剩余双氧水，得到微黄色的氯化钠溶液；

所述双氧水为50wt%的双氧水，添加量为进入电解步骤的电解液体积的1‑3%，电解时间5‑

6h，加热温度60‑80℃去除剩余的双氧水；

（5）对步骤（4）制得的氯化钠溶液进行减压浓缩，离心得到白色的氯化钠晶体，馏分直

接排放，回水回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曝气过程的温度为70‑80

℃，产生的气体以80%硫酸吸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冷却温度为30‑40℃时过

滤。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灼烧的条件为：在温度500‑

600℃于高温煅烧炉中灼烧，灼烧时间2‑3h，灼烧后残渣质量为进入煅烧炉胶状物质质量的

0.1‑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盐酸浓度为33wt%。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浓缩温度为90‑95℃，压力

为‑0.08MPa~‑0.085MPa，浓缩时间3‑4h。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824199 B

2



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资源化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

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PVDF膜即聚偏二氟乙烯是一种常见的污水处理膜，主要用于污水的前处理，清除

污水中的大分子有机物及一些细菌、泥沙等。在制备PVDF高分子材料时，添加PVP来改善膜

的孔径大小与分布，而保留在膜壁及膜孔中的PVP会导致膜材料的疏水性降低，所以需要通

过次氯酸钠水洗来去除残余的PVP。由此产生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次氯酸钠、PVP及其余的

有机物，PVP分散在次氯酸钠水溶液中，由于其稳定的性质，目前的有机物去除方法，如芬顿

法，离子交换法，活性炭吸附法等无法将PVP从溶液中去除，所以需要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

来处理此种废水。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

产废水的处理方法。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可将废水中的COD去除使废水资源化，而能够规

模化生产的特点。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1）将膜生产废水加热，并在搅拌的条件下加入片碱至强碱性，反应过程中有胶状

物质及有机胺产生，有机胺与碱反应产生氨气；

[0007] （2）向废水中接入曝气装置，以硫酸吸收氨气制取硫酸铵；

[0008] （3）冷却过滤，滤液进入步骤（4），滤渣为黄色胶状物质，收集滤渣进行灼烧处理；

[0009] （4）将步骤（3）产生的滤液用盐酸调节pH至弱酸性，缓慢向溶液中加入双氧水，与

溶液中的次氯酸钠反应生成氯化钠；以铁板作阳极，高效石墨气体扩散电极作阴极，以电芬

顿的方法氧化剩余的有机物，电解后调节pH至中性加热去除剩余双氧水，得到微黄色的氯

化钠溶液；

[0010] （5）对步骤（4）制得的氯化钠溶液进行减压浓缩，离心得到白色的氯化钠晶体，馏

分可直接排放，回水回用。

[0011] 步骤（1）中所述废水加热的温度为120‑130℃，加入片碱量为废液中有机物质量的

1‑1.1倍，投加时间2‑3h。

[0012] 步骤（2）中所述曝气过程的温度为70‑80℃，产生的气体以80%硫酸吸收。

[0013] 步骤（3）中所述冷却温度为30‑40℃时过滤。

[0014] 步骤（3）中所述灼烧的条件为：在温度500‑600℃于高温煅烧炉中灼烧，灼烧时间

2‑3h，灼烧后残渣质量为进入煅烧炉胶状物质质量的0.1‑0.3%。

[0015] 步骤（4）中所述盐酸浓度为33wt%，调节pH至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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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步骤（4）中所述双氧水为50wt%的双氧水，添加量为进入电解步骤的电解液体积的

1‑3%，电解时间5‑6h，电解后调节pH为5‑6，加热温度60‑80℃去除剩余的双氧水。

[0017] 步骤（5）中所述浓缩温度为90‑95℃，压力为‑0.08MPa~‑0.085MPa，浓缩时间3‑4h。

[0018] 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在于：

[0019] 本发明工艺成熟，操作简单，环环相扣，可大规模生产；且反应无有毒物质及废水

产生，基本无安全风险；

[0020] 本发明反应最终为高纯度的氯化钠晶体，符合工业级氯化钠的标准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示意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产生胶体的图片；

[0023] 图3为实施例1制得成品氯化钠的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1）将1吨该废水打入反应釜，该废水氯含量为80g/L，COD为141g/L，开启搅拌装

置，加热至120℃，缓慢加入片碱142kg，投加时间为2.5h，溶液中出现大量的有机胶体，并伴

随氨氮气味产生，此时溶液pH为12.5；

[0028] （2）开启曝气及加热装置，保持温度在70℃，曝气至后无氨氮气味产生；

[0029] （3）待溶液冷却至30℃时，过滤，得到微黄色的溶液0.85吨，胶状物质130kg，胶状

物质在500℃下灼烧2h，得到残渣0.13kg，收集委外处理。

[0030] （4）在步骤（3）制得的滤液中加33wt%盐酸调节pH至3.5，反应时间1h，加热至50℃，

以50wt%双氧水17L进行电芬顿氧化处理，时间为5.5h，加片碱调节pH为5，加热至60℃去除

双氧水，得到微黄色的氯化钠溶液，经测量COD为0.81g/L；

[0031] （5）在温度90℃，压力（‑0.08MPa)下浓缩，离心得到白色的氯化钠晶体，测量其纯

度为98.2%，符合国家标准。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1）将1吨该废水打入反应釜，该废水COD为130g/L，开启搅拌装置，加热至125℃，

缓慢加入片碱137kg，投加时间为2h，溶液中出现大量的有机胶体，并伴随氨氮气味产生，此

时溶液pH为13.1；

[0035] （2）开启曝气及加热装置，保持温度在75℃，曝气至无氨氮气味产生；

[0036] （3）待溶液冷却至35℃时，过滤，得到微黄色的溶液0.87吨，胶状物质127kg，胶状

物质在560℃下灼烧2.5h，得到残渣0.19kg，收集委外处理；

[0037] （4）在步骤（3）所得的滤液中加33wt%盐酸调节pH至3，反应时间1.5h，加热至50℃，

以50wt%双氧水10L进行电芬顿氧化处理，时间为5h，加片碱调节pH至5.5，加热至70℃去除

溶液中的双氧水，得到微黄色的氯化钠溶液，经测量COD为1.93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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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5）在温度93℃，压力（‑0.082MPa)下浓缩，离心得到白色的氯化钠晶体，测量其纯

度为98.1%，符合国家标准。

[0039] 实施例3

[0040] 一种含次氯酸钠、PVP的高COD膜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将1吨该废水打入反应釜，该废水COD为160g/L，开启搅拌装置，加热至130℃，

缓慢加入片碱176kg，投加时间为3h，溶液中出现大量的有机胶体，并伴随氨氮气味产生，此

时溶液pH为13.9；

[0042] （2）开启曝气及加热装置，保持温度在80℃，曝气至无氨氮气味产生；

[0043] （3）待溶液冷却至40℃时，过滤，得到微黄色的溶液0.84吨，胶状物质147kg，胶状

物质在560℃下灼烧2.5h，得到残渣0.7kg，收集委外处理；

[0044] （4）在步骤（3）所得的滤液中加33wt%盐酸调节pH至3.9，反应时间2h，加热至50℃，

以50wt%双氧水25L进行电芬顿氧化处理，时间为6h，加片碱调节pH至6，加热至80℃去除剩

余的双氧水，得到微黄色的氯化钠溶液，经测量COD为1.79g/L；

[0045] （5）在温度95℃，压力（‑0.085MPa)下浓缩，离心得到白色的氯化钠晶体，测量其纯

度为98.1%，符合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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