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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融雪剂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融雪剂及其制备方

法，复合融雪剂的质量配比为：复合盐78-93份，

缓蚀剂12-23份，植物营养剂2-4份；复合盐由反

渗透浓盐水提取获得。复合融雪剂的制备方法包

括：(1)将反渗透浓盐水浓缩至接近饱和状态；

(2)对步骤(1)浓缩得到的浓盐水进行喷雾干燥，

得到复合盐；(3)在复合盐中加入缓蚀剂和植物

营养剂。本发明实现了对反渗透浓盐水高效经济

的资源化利用，而且这种复合融雪剂能够快速有

效地融化冰雪，大大降低了普通融雪剂对路面及

表面的金属腐蚀以及对绿化植被环境的污染，生

产过程简单可行，具有变废为宝、环保节能的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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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水淡化产生的反渗透浓盐水在制备复合融雪剂中的应用，所述复合融雪剂包括复

合盐、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三者的质量配比为：复合盐78-93份，缓蚀剂12-23份，植物营养

剂2-4份；通过对反渗透浓盐水采用正渗透和膜蒸馏组合工艺进行浓缩至接近饱和状态、再

采用喷雾干燥技术进行干燥获得所述复合盐，所述正渗透和膜蒸馏组合工艺具体包括：

(1.1)正渗透浓缩过程：将反渗透浓盐水作为原料液，原料液中的水通过汲取液的作用

穿过正渗透膜进入汲取液侧，而原料液中的盐分被截留在原料液侧，从而使原料液被浓缩；

(1.2)膜蒸馏浓缩过程：将步骤(1.1)中被浓缩的原料液送至膜蒸馏膜热侧，通过膜蒸

馏膜冷侧的循环水冷却或真空抽吸，使热侧水以水蒸汽的形式穿过膜蒸馏膜进入冷侧，热

侧原料液失水从而使原料液被进一步浓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所述缓蚀剂由葡萄糖酸钠、磷酸二氢锌、硫脲组成，三者的

质量配比为：葡萄糖酸钠30-50份，磷酸二氢锌4-10份，硫脲20-30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葡萄糖酸钠、磷酸二氢锌、硫脲的质量配比为6：1：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所述植物营养剂由尿素、甲酸钙、吲哚乙酸组成，三者的质

量配比为：尿素20-50份，甲酸钙40-70份，吲哚乙酸10-30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尿素、甲酸钙、吲哚乙酸的质量配比为2:3:1。

6.一种复合融雪剂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1)将海水淡化产生的反渗透浓盐水浓缩至接近饱和状态，具体包括：

(1.1)正渗透浓缩过程：将反渗透浓盐水作为原料液，原料液中的水通过汲取液的作用

穿过正渗透膜进入汲取液侧，而原料液中的盐分被截留在原料液侧，从而使原料液被浓缩；

(1.2)膜蒸馏浓缩过程：将步骤(1.1)中被浓缩的原料液送至膜蒸馏膜热侧，通过膜蒸

馏膜冷侧的循环水冷却或真空抽吸，使热侧水以水蒸汽的形式穿过膜蒸馏膜进入冷侧，热

侧原料液失水从而使原料液被进一步浓缩；

(2)对步骤(1)浓缩得到的浓盐水进行喷雾干燥，得到复合盐；

(3)在复合盐中加入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得到复合融雪剂，所述复合融雪剂包括复合

盐、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三者的质量配比为：复合盐78-93份，缓蚀剂12-23份，植物营养剂

2-4份。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经过正渗透浓缩过程后得到的浓盐水含盐质量百分

比浓度为10％-15％，经过膜蒸馏浓缩过程后得到的浓盐水接近饱和状态。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步骤(2)采用喷雾干燥设备，喷雾干燥设备包括空气

过滤器、加热器、空压机、干燥室、料液过滤器、蠕动泵、喷头、旋风分离器、风机、料液槽、第

一收集器和第二收集器，步骤(2)包括：

(2.1)启动风机，使得空气经过空气过滤器进入到加热器中，并依次通过空压机、干燥

室和旋风分离器，形成空气流通；

(2.2)启动加热器，待出风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开启空压机，启动蠕动泵，料液槽中的反

渗透浓盐水依次通过料液过滤器和蠕动泵后进入空压机中，空压机将反渗透浓盐水雾化分

散为小液滴，通过喷头喷入干燥室内，小液滴与从干燥室上侧送进的热空气相互充分接触，

在并行下流的过程中，热空气迅速将小液滴加热干燥成粉末并沿干燥室内壁下流到第一收

集器中收集，还有部分小液滴随热风从干燥室的侧面进入旋风分离器在热空气旋流和重力

作用下分离成粉末沿旋风分离器内壁下流到第二收集器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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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依次关闭蠕动泵、空压机、加热器、风机，从第一收集器和第二收集器中获得复合

盐。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步骤(2)得到的复合盐的粒径为0.5-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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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融雪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融雪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融雪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水污染等

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需求对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反渗透(RO，reverse  osmosis)作为目前较为成熟的深度水处理技术，因具有操作过

程简单，出水水质能满足较高要求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海水淡化、工矿企业中水回用、污

水深度处理等领域。自20世纪60年代反渗透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被广泛应用于海水淡化

行业，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淡水资源短缺问题。但是基于反渗透工艺的浓缩原理来看，其处理

每单位体积的海水就会产生四分之一的副产物－反渗透浓盐水(ROC)，其含盐量高达

60000mg/L-80000mg/L，主要成分包括Cl-、Na+、Ca2+、Mg2+、K+等无机离子。反渗透浓盐水的含

盐量远高于海水，若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污染水体，并危及水体中的生物。并且，盐分也是

一种资源，直接排放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对反渗透浓盐水进行高效经济的利

用，已成为反渗透浓盐水零排放工艺的关键问题。

[0003] 反渗透浓盐水在早期多通过排放的方法加以处理，且处理方式取决于海水淡化厂

的地理位置。若淡化厂位于海岸附近则就近排入海水，若位于内陆地区则多采用深井注射、

排入地表水、太阳能蒸发池蒸发等方法。然而，排入海水的反渗透浓盐水引起的盐度变化幅

度小于1000mg/L(海洋自然盐度变化幅度)时才不会影响水生态系统，深井灌注、蒸发池蒸

发等处置方式对气候条件要求较高，占地面积大，且易对周围的水体、土壤、地质、生态平衡

等造成潜在的威胁。此外，反渗透浓盐水中还含有多种资源可加以回收利用，创造一定的经

济效益。从长远角度来看，直接排放的方法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产生环境危害，并不

是一种经济环保的方法，需要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对反渗透浓盐水进行合理的处置和利用。

[0004] 融雪剂是北方入冬后不可缺少的以“氯盐”为主的工业材料，主要成分包括NaCl、

CaCl2、MgCl2、KCl等。因此，将反渗透浓盐水中的盐提取出来，并将此盐用作制备融雪剂，有

望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经济效益，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

[0005] 在我国寒冷的北方和世界上许多高纬度高海拔地区，冬季常常有大量积雪，当出

现持续低温时，积雪很难融化，甚至出现冰雪固结一体，清除起来十分困难，引起交通阻塞。

过去一些大城市的道路(包括高速公路)除雪都是用食盐，近些年才研制出较为普通的融雪

剂，目前我国使用的融雪剂存在的主要缺陷是：融化速度与融化程度较低，且不能完全解决

冰雪融化问题；对混凝土道路面及表面的钢筋，钢纤维等金属有腐蚀；对道面、路面周围绿

化植被环境污染。

[0006] 因此，如何将反渗透浓盐水制备成融雪剂以资源化利用是很值得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将反渗透浓盐水制备成融雪剂以资源化利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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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复合融雪剂，其包括复合盐、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三者的质量配比为：复合

盐78-93份，缓蚀剂12-23份，植物营养剂2-4份；所述复合盐由反渗透浓盐水提取获得。

[0009] 其中，所述缓蚀剂由葡萄糖酸钠、磷酸二氢锌、硫脲组成，三者的质量配比为：葡萄

糖酸铵30-50份，磷酸二氢锌4-10份，硫脲20-30份；优选三者的质量配比为6：1：5。所述植物

营养剂由尿素、甲酸钙、吲哚乙酸组成，三者的质量配比为：尿素20-50份，甲酸钙40-70份，

吲哚乙酸10-30份；优选三者的质量配比为2:3:1。

[0010] 所述复合融雪剂的制备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将反渗透浓盐水浓缩至接近饱和状态；

[0012] (2)对步骤(1)浓缩得到的浓盐水进行喷雾干燥，得到复合盐；

[0013] (3)在复合盐中加入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

[0014] 其中，步骤(1)包括：(1.1)正渗透浓缩过程：将反渗透浓盐水作为原料液，原料液

中的水通过汲取液的作用穿过正渗透膜进入汲取液侧，而原料液中的盐分被截留在原料液

侧，从而使原料液被浓缩；(1.2)膜蒸馏浓缩过程：将步骤(1.1)中被浓缩的原料液送至膜蒸

馏膜热侧，通过膜蒸馏膜冷侧的循环水冷却或真空抽吸，使热侧水以水蒸汽的形式穿过膜

蒸馏膜进入冷侧，热侧原料液失水从而使原料液被进一步浓缩。经过正渗透浓缩过程后得

到的浓盐水含盐质量百分比浓度为10％-15％，经过膜蒸馏浓缩过程后得到的浓盐水接近

饱和状态。步骤(2)采用喷雾干燥设备，喷雾干燥设备包括空气过滤器、加热器、空压机、干

燥室、料液过滤器、蠕动泵、喷头、旋风分离器、风机、料液槽、第一收集器和第二收集器，步

骤(2)包括：(2.1)启动风机，使得空气经过空气过滤器进入到加热器中，并依次通过空压

机、干燥室和旋风分离器，形成空气流通；(2.2)启动加热器，待出风温度达到设定值时，开

启空压机，启动蠕动泵，料液槽中的反渗透浓盐水依次通过料液过滤器和蠕动泵后进入空

压机中，空压机将反渗透浓盐水雾化分散为小液滴，通过喷头喷入干燥室内，小液滴与从干

燥室上侧送进的热空气相互充分接触，在并行下流的过程中，热空气迅速将小液滴加热干

燥成粉末并沿干燥室内壁下流到第一收集器中收集，还有部分小液滴随热风从干燥室的侧

面进入旋风分离器在热空气旋流和重力作用下分离成粉末沿旋风分离器内壁下流到第二

收集器中收集；(2.3)依次关闭蠕动泵、空压机、加热器、风机，从第一收集器和第二收集器

中获得复合盐。步骤(2)得到的复合盐的粒径为0.5-1mm。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本发明通过对反渗透浓盐水采用正渗透和膜蒸馏组合

工艺进行浓缩、再采用喷雾干燥技术进行干燥获得结晶盐，并配比一定比例的缓蚀剂和植

物营养剂，制备得到复合融雪剂，实现了对反渗透浓盐水高效经济的资源化利用，而且这种

复合融雪剂能够快速有效地融化冰雪，大大降低了普通融雪剂对路面及表面的金属腐蚀以

及对绿化植被环境的污染，生产过程简单可行，具有变废为宝、环保节能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制备方法流程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采用的浓缩设备原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采用的浓缩设备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采用的喷雾干燥设备框图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8395876 B

5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发明将反渗透浓盐水制备成复合融雪剂，制备方法流程图如图1所示，具体如

下：

[0021] 1.将反渗透浓盐水浓缩至接近饱和状态

[0022] 反渗透浓盐水，其含盐质量百分比浓度一般约为6％，若直接用喷雾干燥技术提取

复合盐，占地大、耗能大，考虑到此问题，需先将其浓缩至接近饱和状态(含盐质量百分比浓

度约为24％)，最大程度增大盐浓度、减少水量，减小能耗。浓缩的方法可以采用膜蒸馏工

艺，但是膜蒸馏过程中90％的能耗来源于对原料液的加热，且膜两侧界面上存在相变，使得

热损耗较高，导致能耗增加，为了克服此缺陷，采用正渗透和膜蒸馏组合工艺来浓缩反渗透

浓盐水，正渗透和膜蒸馏组合工艺包括：(1)正渗透浓缩过程：将反渗透浓盐水作为原料液，

原料液中的水通过汲取液的作用穿过正渗透膜进入汲取液侧，而原料液中的盐分被截留在

原料液侧，从而使原料液被浓缩；(2)膜蒸馏浓缩过程：将步骤(1)中被浓缩的原料液送至膜

蒸馏膜热侧，通过膜蒸馏膜冷侧的循环水冷却或真空抽吸，使热侧水以水蒸汽的形式穿过

膜蒸馏膜进入冷侧，热侧原料液失水从而使原料液被进一步浓缩。经过正渗透浓缩过程后

得到的浓盐水含盐质量百分比浓度为10％-15％，经过膜蒸馏浓缩过程后得到的浓盐水接

近饱和状态，含盐质量百分比浓度约为24％。正渗透和膜蒸馏组合工艺就是以正渗透作为

膜蒸馏的预处理技术对反渗透浓盐水进行预浓缩，再进行膜蒸馏浓缩的方法，既利用了正

渗透技术的能耗低优点又避免了正渗透技术不能达到较高的浓缩程度的缺点，以减少整体

的能耗，降低浓缩成本，从而低耗能高浓缩效率地实现反渗透浓盐水的处理与后续资源利

用。

[0023] 浓缩设备原理图如图2所示，该浓缩设备包括正渗透装置、膜蒸馏装置和浓盐水

罐。正渗透装置包括正渗透膜组件、原料液循环组件和汲取液循环组件，原料液循环组件和

汲取液循环组件分别位于正渗透膜组件的两侧，反渗透浓盐水在原料液循环组件中被浓

缩。膜蒸馏装置包括膜蒸馏膜组件、原料液循环组件和纯水侧组件，原料液循环组件和纯水

侧组件分别位于膜蒸馏膜组件的两侧，经过正渗透装置浓缩的浓盐水进入原料液循环组件

中被再次浓缩，得到的浓盐水收集到浓盐水罐中。

[0024] 具体地，膜蒸馏装置可采用直接接触式膜蒸馏技术或者真空式膜蒸馏技术，以直

接接触式膜蒸馏技术为例，浓缩设备框图如图3所示，其中，正渗透装置包括两个管路循环：

一是通过管路依次连接原料液罐第一出口、循环水泵、恒温加热设备、流量计和正渗透膜组

件一侧入口，并通过管路连接正渗透组件一侧出口和原料液罐第一入口，形成循环回路；二

是通过管路依次连接汲取液罐出口、循环水泵、恒温加热设备、流量计和正渗透膜组件另一

侧入口，并通过管路连接正渗透膜组件另一侧出口和汲取液罐入口，形成循环回路。此外，

直接接触式膜蒸馏装置也包括两个管路循环：一是通过管路依次连接原料液罐第二出口、

循环水泵、恒温加热设备、流量计和膜蒸馏膜组件一侧入口，并通过管路连接膜蒸馏膜组件

一侧出口和原料液罐第二入口，形成循环回路；二是通过管路依次连接纯水罐出口、循环水

泵、恒温加热设备、流量计和膜蒸馏膜组件另一侧入口，并通过管路连接膜蒸馏膜组件另一

侧出口和纯水罐入口，形成循环回路。最终，得到的浓盐水从膜蒸馏膜组件一侧出口排放到

浓盐水罐中收集。管路可采用硅胶管，循环水泵可采用磁力泵，恒温加热设备可采用恒温水

浴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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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2.对步骤1浓缩得到的浓盐水进行喷雾干燥

[0026] 对步骤1浓缩得到的浓盐水提取复合盐，采用喷雾干燥设备，这样干燥速度快，节

约时间，产量高，占地小，符合经济效益。喷雾干燥设备框图如图4所示，其包括空气过滤器

1、加热器2、空压机3、干燥室4、过滤器5、蠕动泵6、喷头7、旋风分离器8、风机9、料液槽10、第

一收集器11和第二收集器12。启动风机9后，空气进入加热器2，并依次通过空压机3、干燥室

4和旋风分离器8，形成空气流通，在加热器2进风口处设置的空气过滤器1防止了空气中大

颗粒杂质的吸入。启动蠕动泵6后，料液槽10中的料液依次通过过滤器5和蠕动泵6后进入空

压机3中，空压机3将料液雾化分散为小液滴，通过喷头7喷入干燥室4内，小液滴与从干燥室

4上侧送进的热空气相互充分接触，在并行下流的过程中，热空气迅速将小液滴加热干燥成

粉末并沿干燥室4内壁下流到第一收集器11中收集，还有部分小液滴随热风从干燥室4的侧

面进入旋风分离器8在热空气旋流和重力作用下分离成粉末沿旋风分离器8内壁下流到第

二收集器12中收集。反渗透浓盐水置于料液槽10中。

[0027] 喷雾干燥的主要过程如下：启动风机9，使得空气经过空气过滤器1进入到加热器1

中，并依次通过空压机3、干燥室4和旋风分离器8，形成空气流通；启动加热器2，待出风温度

达到设定值时，开启空压机3，启动蠕动泵6，料液槽10中的反渗透浓盐水依次通过过滤器5

和蠕动泵6后进入空压机3中，空压机3将反渗透浓盐水雾化分散为小液滴，通过喷头7喷入

干燥室4内，小液滴与从干燥室4上侧送进的热空气相互充分接触，在并行下流的过程中，热

空气迅速将小液滴加热干燥成粉末并沿干燥室4内壁下流到第一收集器11中收集，还有部

分小液滴随热风从干燥室4的侧面进入旋风分离器8在热空气旋流和重力作用下分离成粉

末沿旋风分离器8内壁下流到第二收集器12中收集；依次关闭蠕动泵6、空压机3、加热器2、

风机9，从第一收集器11和第二收集器12中获得复合盐。该复合盐主要含氯化钠、氯化镁、氯

化钙，其粒径为0.5-1mm，其含水质量百分比浓度约为0.7％。

[0028] 3.在复合盐中加入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

[0029] 为了降低上述复合盐对路面及表面的金属的腐蚀，通过大量的实验摸索，选用葡

萄糖酸钠、磷酸二氢锌、硫脲配成的缓蚀剂对于上述复合盐具有很好的缓蚀作用，三者的质

量配比为：葡萄糖酸铵30-50份，磷酸二氢锌4-10份，硫脲20-30份；三者的质量配比为6：1：5

时缓蚀效果达到最优。该缓蚀剂可以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抑制复合盐对金属的腐

蚀，从而降低融雪剂使用时对金属、混凝土的腐蚀程度，减少了融雪剂使用对公共基础设施

带来的经济损害。

[0030] 为了降低上述复合盐对绿化植被环境的污染，通过大量的实验摸索，选用尿素、甲

酸钙、吲哚乙酸配成的植物营养剂对于上述复合盐具有很好的防侵害作用，三者的质量配

比为：尿素20-50份，甲酸钙40-70份，吲哚乙酸10-30份；三者的质量配比为2:3:1时对植物

的生长最有利。该植物营养剂的使用不仅可以减小融雪剂对植物的侵害，还可为植物的生

长提供营养物质。

[0031] 将上述复合盐、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加入混合器中，搅拌，混合均匀，既可得到复

合融雪剂。通过大量的实验摸索，上述复合盐、缓蚀剂和植物营养剂的质量配比如下：复合

盐78-93份，缓蚀剂12-23份，植物营养剂2-4份，此时得到的复合融雪剂冰点低，融雪速率

高，对金属、混凝土及沥青路面几乎无腐蚀，对植物危害也很小。

[0032] 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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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

变形的改进，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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