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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反渗透浓水的零排放处理

方法，该方法包括：首先通过预处理去除反渗透

浓水中的悬浮物、有机污染物等物质；预处理后

的料液使用对硫酸镁、硫酸钠、氯化镁截留率高

而对氯化钙截留率低的低截留纳滤过程处理，分

别得到富含SO4
2-、Mg2+的纳滤浓水和含有Na+、

Cl-、NO3-、K+、Ca2+的纳滤渗透液；所述纳滤渗透液

可通过中压反渗透、多效蒸发、多效膜蒸馏等工

艺将渗透液中的多种无机盐浓缩至近饱和状态

并回收淡水资源；所述纳滤浓水浓缩至CaSO4近

饱和后与纳滤渗透液浓缩所得近饱和溶液混合

即可沉淀除去70～90％的CaSO4，然后使用浓缩-

CaSO4在线结晶技术除去剩余的Ca2+并将料液浓

缩至其它无机盐浓度至近饱和，再通过结晶工艺

分别制得氯化钠、硫酸钠、镁盐等固体盐和淡水。

该处理方法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彻底消除了反

渗透浓水的污染性，回收的淡水和固体盐还可带

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6396234 B

2019.06.04

CN
 1
06
39
62
34
 B



1.一种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预处理：

先将反渗透浓水进行预处理，去除反渗透浓水中的悬浮物、有机污染物杂质，降低反渗

透浓水中CaSO4的饱和度，得预处理后的料液；

2)低截留纳滤膜处理：

将预处理后的料液使用对硫酸镁、硫酸钠和氯化镁截留率高而对氯化钙截留率低的低

截留纳滤膜装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富含SO42-、Mg2+的纳滤浓水和富含Na+、Cl-、K+、NO3-和Ca2

+的纳滤渗透液；

3)纳滤渗透液的处理：

所述纳滤渗透液采用浓缩器浓缩得到近饱和的盐溶液；

4)纳滤浓水的处理：

所述纳滤浓水先采用浓缩器浓缩至CaSO4近饱和，然后与步骤3)中的近饱和盐溶液混

合，然后进行沉降处理即可除去溶液中70～90％的CaSO4；沉降后的清液使用浓缩-CaSO4在

线结晶工艺除去剩余的Ca2+并浓缩至其他无机盐浓度近饱和状态，得近饱和的盐溶液；

最后所述近饱和的盐溶液采用结晶工艺处理分别获得无水硫酸钠、氯化钠、二水硫酸

镁、二水氯化镁、硝酸钠固体盐，而最后剩余的结晶母液并入步骤1)中再次进行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的预处

理的方法包括混凝沉降、pH调节、吸附、气浮、膜法臭氧化、超滤、噬盐菌生化处理、离子交换

树脂处理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膜法臭氧化采用聚四氟乙烯中空纤维疏水膜接触

器，所述聚四氟乙烯中空纤维疏水膜内径为200～1000μm，壁厚为100～500μm，膜壁微孔孔

隙率为40～80％，微孔径均为0.02～2.0μm，有效长度均为20～200c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超滤过程

产生的超滤浓水经噬盐菌生化处理后并入待处理反渗透浓水中。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当反渗透浓水中

CaSO4的饱和度≥20％时，采用离子交换树脂选择性脱除其中部分Ca2+；所述的离子交换树

脂为大孔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大孔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或大孔螯合树脂中的一种，

Ca2+脱除率达95％以上，Mg2+的脱除率<10％。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经步骤

1)处理后，料液的表面张力>65mN/m，CODCr<50mg/L，CaSO4的饱和度<20％，pH6～9。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低截

留纳滤膜对二价阴离子截留率很高，对钙离子及一价离子截留率却很低；对SO42-截留率≥

95％，对Mg2+截留率≥75％、对Ca2+截留率<35％，对一价离子截留率<2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低截

留纳滤膜对SO42-截留率大于98％、对Ca2+截留率<20％、对一价离子截留率<5％。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的

低截留纳滤膜操作压力0.5～4.1MPa、操作温度5～40℃、pH3～1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和步骤4)所

述的浓缩器包括但不限于中压反渗透、电渗析、多效膜蒸馏、压汽蒸馏、多效蒸发中的一种

或多种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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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的浓

缩-CaSO4在线结晶工艺主要由浓缩工艺和CaSO4在线结晶工艺组合而成，其中浓缩工艺包括

但不限于多效膜蒸馏、压汽蒸馏或多效蒸发。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结

晶工艺采用简单蒸发-结晶、多效蒸发-结晶、多效膜蒸馏-结晶、压汽蒸馏-结晶工艺中的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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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反渗透浓水的零排放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属于工业废水处理、污水回用及环

保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反渗透技术凭借着性能稳定、占地面积

小、运行费用低等特点成为地下水/地表水纯化处理、各种废水处理及废水回用处理领域的

主导技术。然而，一般反渗透工艺的实际产水量不足75％，同时产生约20-30％的浓水。反渗

透浓水中富集了大量的盐分和污染物，直接排放将会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土地的盐碱化，

同时还会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浪费。而要进一步处理反渗透浓水，则需要首先解决两大难题：

1)浓水中通常含有大量污染物，COD值很高；2)浓水中结垢型盐类(如CaSO4等)处于近饱和

甚至过饱和状态，稍加浓缩就会沉积析出。

[0003] 目前，用于脱除反渗透浓水COD的方法主要有光催化氧化、电吸附、炭黑-超声波-

Fenton氧化、臭氧氧等物化处理与生化处理相结合的方式，如专利文献CN101993162B、

CN102408171A、CN103145296A等所述。但这些方法大多存在操作条件苛刻、效率低、能耗大、

出水很不稳定的缺点。如采用普通臭氧氧化工艺，脱除1mg/L的COD需要消耗3-4mg/L的臭

氧，而制备1mg臭氧却需耗电15-25kWh，高额的能量消耗使得反渗透浓水回收利用变得毫无

经济性可言。

[0004] 为解决浓水中近饱和态的CaSO4带来的问题，人们常用的方法是向反渗透浓水中

加入化学药剂(如碳酸钠等)，将浓水中的90％以上的钙离子以碳酸钙沉淀的方法除去，然

后使用膜蒸馏、多效蒸发、压汽蒸馏等方式浓缩。为消除剩余的钙和硫酸根结合在浓缩过程

中结晶出来造成设备的结垢问题，人们通常将浓缩过程与硫酸钙的在线结晶技术耦合在一

起(如CN101928088B、CN103373786A等)。但内陆地区水中钙镁离子含量很高(如西北地区的

某些地表水中钙离子约占水中阳离子总含量的35-45％，而镁离子浓度也可达到钙离子含

量的0.7-1.4倍)，这使得碳酸钠法沉淀除钙处理时镁离子与钙离子形成强烈的竞争关系，

使得所需的药剂消耗量大大增加，设备体积也大幅增大，造成反渗透浓水处理经济上的难

以承受。

[0005] 在消除COD及结垢型盐类带来的影响之后，为了做到零排放，常规的操作是通过蒸

发结晶得到没有利用价值固体混盐后，再做填埋处理，这样投资及操作成本巨大，每吨浓水

操作成本高达几十元，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

[0006] 因此，亟需出现一种经济高效的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方法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在

实现废水的零排放的同时彻底消除反渗透浓水的污染性，大幅降低能耗和设备的投资及运

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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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反渗透浓水零排放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09] 1)预处理：

[0010] 先将反渗透浓水进行预处理，去除反渗透浓水中的悬浮物、有机污染物等杂质，降

低反渗透浓水中CaSO4的饱和度，得预处理后的料液；

[0011] 2)低截留纳滤膜处理：

[0012] 将预处理后的料液使用对硫酸镁、硫酸钠和氯化镁截留率高而对氯化钙截留率低

的低截留纳滤膜装置进行处理，分别得到富含SO42-、Mg2+的纳滤浓水和富含Na+、Cl-、K+、NO3-

和Ca2+的纳滤渗透液；

[0013] 3)纳滤渗透液的处理：

[0014] 所述纳滤渗透液可采用浓缩器浓缩得到近饱和的盐溶液，同时得到高纯度的淡水

产品；

[0015] 4)纳滤浓水的处理：

[0016] 所述纳滤浓水可先采用浓缩器浓缩至CaSO4近饱和，然后与步骤3)中的近饱和盐

溶液混合，然后进行沉降处理即可除去溶液中70～90％的CaSO4；沉降后的清液可使用浓

缩-CaSO4在线结晶工艺除去剩余的Ca2+并浓缩至其他无机盐浓度近饱和状态，得近饱和的

盐溶液；

[0017] 最后所述近饱和的盐溶液采用结晶工艺处理分别获得无水硫酸钠、氯化钠、二水

硫酸镁、二水氯化镁、硝酸钠等固体盐，而最后剩余的含有一些有机污染物的结晶母液可并

入原待处理的反渗透浓水处理体系中再次进行处理。

[0018] 其中，本发明待处理的反渗透浓水包括但不限于钢铁厂、电厂、炼油厂、电子芯片

厂、苦咸水及海水淡化厂等工业生产过程中经反渗透处理产生的浓水、地表水或地下水等

经反渗透过程副产的浓水、生活及市政污水反渗透过程处理产生的浓水等。

[0019] 进一步地，步骤1)所述的预处理的方法包括混凝沉降、pH调节、吸附、气浮、膜法臭

氧化、超滤、噬盐菌生化处理、离子交换树脂处理等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

[0020] 其中，膜法臭氧化技术主要用于降解反渗透浓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提高反渗透浓

水的可生化性，核心装置为聚四氟乙烯(PTFE)中空纤维疏水膜接触器，该接触器的使用可

有效改善臭氧在水中的分布状态，提高传质速率和提高臭氧的有效利用率。

[0021] 进一步地，上述聚四氟乙烯(PTFE)中空纤维疏水膜接触器所用的PTFE中空纤维疏

水膜内径为200～1000μm，壁厚为100～500μm，膜壁微孔孔隙率为40～80％，微孔径均为

0.02～2.0μm，有效长度均为20～200cm。

[0022] 步骤1)中超滤过程产生的超滤浓水还可经噬盐菌生化处理后并入原反渗透浓水

中。

[0023] 进一步地，当反渗透浓水中CaSO4的饱和度≥20％时，采用离子交换树脂选择性脱

除其中部分Ca2+；所述的离子交换树脂为大孔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大孔弱酸性阳离子交

换树脂或大孔螯合树脂中的一种，Ca2+脱除率达95％以上，Mg2+的脱除率<10％。

[0024] 进一步地，步骤1)所述混凝沉降、pH调节、吸附、气浮、膜法臭氧化、超滤、噬盐菌生

化处理等分离步骤处理后，料液以表面张力>65mN/m，CODCr<50mg/L，CaSO4的饱和度<20％，

pH  6～9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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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步骤2)所述的低截留纳滤膜具有以下特征：对二价阴离子(如SO4
2-、

HPO4
2-、CO3

2-等)截留率很高而对钙离子及一价离子截留率却很低；优选低截留纳滤膜对

SO42-截留率≥95％(更优选大于98％)、对Mg2+截留率≥75％、对Ca2+截留率<35％(更优选<

20％)、对一价离子截留率<20％(更优选<5％)；操作压力0.5～4.1Mpa、操作温度5～40℃、

pH  3～12。

[0026] 进一步地，步骤2)所述的使用低截留纳滤膜处理预处理后的料液，渗透液的回收

率可达70～95％，且长期操作无膜污染的现象。

[0027] 本发明所采用的低截留纳滤耦合的工艺有效消除了CaSO4对料液进一步浓缩时产

生的不利影响。

[0028] 进一步地，步骤3)和步骤4)所述的浓缩器包括但不限于中压反渗透、电渗析、多效

膜蒸馏、压汽蒸馏、多效蒸发中的一种或多种处理装置。

[0029] 其中多效膜蒸馏设备(参考专利：ZL201010570625.3和ZL201010570653.5)，是一

种具有内部自换热功能的气隙式膜蒸馏设备，高效节能，热利用率高，多效膜蒸馏过程的造

水比可达6-15，模块化设备，设备体积小，规模可大可小；多效膜蒸馏装置的热源包括但不

限于燃煤、燃油或燃气锅炉产生的蒸汽、垃圾或秸秆焚烧厂产生的蒸汽、其它过程(如多效

蒸发-结晶过程)的低压乏汽或余热、电能或太阳能等。

[0030] 进一步地，步骤4)所述的浓缩-CaSO4在线结晶工艺主要由浓缩工艺和CaSO4在线结

晶装置组合而成，其中浓缩工艺包括但不限于多效膜蒸馏、压汽蒸馏或多效蒸发。

[0031] 进一步地，步骤4)中所述结晶采用简单蒸发-结晶、多效蒸发-结晶、多效膜蒸馏-

结晶、压汽蒸馏-结晶工艺中的一种。

[0032] 与现有的反渗透浓水处理方法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积极效果和优点：

[0033] 1)本发明所述的反渗透浓水的处理方法，可将反渗透浓水转变为高纯度的淡水资

源和各种有价值的单组分固体盐资源，实现反渗透浓水的零排放，彻底消除反渗透浓水的

污染性，创造出明显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同时，反渗透浓水中的淡水资源可最大限度的回

收，这对于淡水稀缺地区的工业发展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

[0034] 2)本发明的方法工艺简单，投资和运行成本低廉。该工艺结合反渗透浓水的特点，

采用当前最先进、高效而又经济的多个分离技术耦合而成，整体上具有高效、节能的特点。

[0035] 3)本发明的方法和工艺不但可以最大限度的回收淡水资源，而且可以副产有价值

的并可以回用或外销的高纯硫酸钙、氯化钠、二水硫酸镁、二水氯化镁、硝酸钠等单组分固

体盐产品，使得反渗透浓水的处理具有良好的经济性。

[0036] 4)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和工艺中的低截留纳滤技术可实现浓水中SO42-和Ca2+的分

离，完全避免使用化学药剂(如碳酸钠等)脱除Ca2+来解决反渗透浓水深度浓缩过程中的

CaSO4结垢问题。

[0037] 5)本发明的方法和工艺可消除反渗透浓水对环境的污染，避免河流、土地的盐碱

化，保护生态环境。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反渗透浓水的零排放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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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参考附图来说明本发明的实施例。在本发明的一个附图或一种实施方式中描

述的元素和特征可以与一个或更多个其他附图或实施方式中示出的元素和特征相结合。应

当注意，为了清楚的目的，附图和说明中省略了与本发明无关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

的部件或处理的表示和描述。

[0040] 本发明实施例中浓缩或结晶处理涉及的设备均可采用本领域已有的装置。

[004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

[0042] 实施例1

[0043] 料液：某公司反渗透处理后排出的浓水，水质如下：

[0044]

[0045] 该反渗透浓水的特点是硬度高、碱度高、CaSO4含量高、总盐浓度低。

[0046] 采取的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0047] 处理步骤如下：

[0048] 1)预处理：使用聚四氟乙烯膜臭氧化装置(所用PTFE膜丝内径0.4mm，外径1.0mm，

孔隙率60％，微孔直径0.02～2.0μm，有效长度100cm)和超滤(所用超滤膜为截留分子量

6000的聚砜中空纤维膜，工作压力0.07Mpa；超滤浓水使用生化处理后并入原反渗透浓水

中)进一步处理以去除料液中的有机污染物，降低料液CODCr；采用对Ca2+具有高选择性的弱

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D72处理，将浓水中的Ca2+脱除95％左右。此步骤处理后的料液的表面

张力为70mN/m，Ca2+浓度为31mg/L，CODCr为30mg/L。

[0049] 2)低截留纳滤膜处理：预处理后的料液进入洁海瑞泉膜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生产

的PSS-SNF-8040低截留纳滤装置，操作压力1.6MPa，浓盐水中99％左右的SO42-、20％左右的

Ca2+、78％以上的Mg2+被截留，形成纳滤浓水，其体积约占原反渗透浓水体积的10％，纳滤浓

水中SO42-浓度约为12g/L、Ca2+约为56mg/L、Mg2+约为720mg/L，总盐度约为16～17g/L。而渗

透侧得到主要含有Cl-、Na+、NO3-、Ca2+，盐浓度约为3.3～3.4g/L。

[0050] 3)纳滤渗透液的处理：所得盐浓度约为3.3～3.4g/L的纳滤渗透液先加入1％盐酸

将pH调节至5左右，进入脱气塔除去其中的CO2；脱气后的料液使用30％NaOH调节pH至9左

右，再分别使用型号BW30R的苦咸水淡化膜和SW30-4040的反渗透膜处理，将料液浓缩至盐

浓度 9％ ，然 后使 用多效 膜蒸馏装置 (装置具体形式 和操作过程参见专 利 ：

ZL201010570625.3和ZL201010570653.5)浓缩至盐浓度(固含量)18％左右(其中Ca2+约为

1500mg/L)。而反渗透及多效膜蒸馏浓缩过程中产生的淡水可回用于生产或经EDI等简单处

理后用作锅炉用水。

[0051] 4)纳滤浓水的处理：所得纳滤浓水先加入1％盐酸将pH调节至5左右，进入脱气塔

除去其中的CO2；脱气后的料液使用30％NaOH调节pH至9左右，再使用型号BW30R的苦咸水淡

化膜和SW30-4040的反渗透膜浓缩至盐含量6％左右，此时硫酸钙接近饱和；然后与步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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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高钙盐溶液混合沉降，则约75％硫酸钙会沉淀出来。清液然后使用压气蒸馏-在线结

晶装置将浓水浓缩至其它盐(主要是硫酸钠、氯化钠、氯化镁、硝酸钠)近饱和，同时通过结

晶除去料液中剩余的硫酸钙。膜法浓缩后的近饱和的盐溶液可使用四效蒸发-结晶装置分

别制取无水硫酸钠、氯化钠、二水氯化镁、硝酸钠等固体盐，而最后少量的主要含部分有机

污染物的结晶母液则可并入原反渗透浓水处理体系中。

[0052] 实施例2

[0053] 料液：某反渗透法海水淡化厂副产浓水，6.14°Bé，pH＝8.07，[Ca2+]＝0.65g/L，

[Mg2+]＝2.41g/L，[SO42-]＝4.82g/L，[Na+]＝18.78g/L，[Cl-]＝34.28g/L。

[0054] 采取的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0055] 1)预处理：使用精度为5μm的聚丙烯喷熔过滤器和截留分子量分别为10000、2000

的超滤膜处理，微超滤过程的整体操作压力为0.15MPa。微、超滤浓水进入污泥资源回收装

置处理，清液返回至预处理阶段。

[0056] 2)低截留纳滤膜处理：预处理后料液进入洁海瑞泉膜技术(天津)有限公司生产的

PSS-SNF-8040低截留纳滤装置，操作压力3.5MPa，操作温度25℃。浓盐水中95％左右的

SO42-、20％左右的Ca2+、75％以上的Mg2+被截留，10％左右的一价离子被截留，形成纳滤浓

水，其体积约占原反渗透浓水体积的35％，纳滤浓水中SO4
2-浓度约为13.3g/L、Ca2+约为

0.89g/L、Mg2+约为5.77g/L，总盐度约为82～85g/L。而渗透侧盐浓度约为45～49g/L，其中

SO42-浓度约为0.24g/L、Ca2+约为0.52g/L、Mg2+约为0.6g/L。

[0057] 3)纳滤渗透液的处理：所得纳滤渗透液分别使用型号SUPER  RO的反渗透膜处理，

将料液浓缩至盐浓度120～135g/L，最高操作压力90～140bar；浓水可使用四效蒸发装置浓

缩至盐浓度(固含量)220g/L左右，其中SO42-浓度约为1.07g/L、Ca2+约为2.33g/L、Mg2+约为

2.69g/L。

[0058] 4)纳滤浓水的处理：所得纳滤浓水使用多效膜蒸馏(装置具体形式和操作过程参

见专利：ZL201010570625 .3和ZL201010570653 .5)浓缩至CaSO4近饱和，再与步骤3)所得

220g/L浓盐水混合沉降，则约70％硫酸钙会沉淀出来。过滤后的清液使用压汽蒸馏-CaSO4

在线结晶装置将浓水浓缩至其它盐(主要是硫酸钠、氯化钠、氯化镁等)近饱和，同时通过结

晶除去料液中剩余的硫酸钙。近饱和的盐溶液可使用蒸发-结晶装置分别制取无水硫酸钠、

氯化钠、二水氯化镁等固体盐，结晶后的苦卤可用于提钾提溴等工序或并入原反渗透浓水

处理体系。

[0059] 本发明处理方法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彻底消除了反渗透浓水的污染性，大幅降

低了浓缩-在线结晶去除硫酸钙这种高能耗和高设备投资过程的处理规模，回收的淡水和

固体盐还可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0060] 虽然已经详细说明了本发明及其优点，但是应当理解在不超出由所附的权利要求

所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各种改变、替代和变换。而且，本申请的范

围不仅限于说明书所描述的过程、设备、手段、方法和步骤的具体实施例。本领域内的普通

技术人员从本发明的公开内容将容易理解，根据本发明可以使用执行与在此所述的相应实

施例基本相同的功能或者获得与其基本相同的结果的、现有和将来要被开发的过程、设备、

手段、方法或者步骤。因此，所附的权利要求旨在在它们的范围内包括这样的过程、设备、手

段、方法或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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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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