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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资源回收利用领域，公开了一种

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该

方法仅需1）粗结晶，2）加入纯水，3）加入稀硫酸，

4）重结晶这简单的四步，利用纯水和稀硫酸分别

调节溶液pH值至9-11和5-8，就能得到工业级以

上纯度的硫酸钠。该回收提纯方法使用工艺简

单，操作方便，投资小，能耗低，原料易得，成本极

低，减少了铅废弃物的排放，节能环保，还回收了

其余的贵金属，提高钱回收率，能够有效解决回

收铅厂副产品堆积过多的问题，是一种非常适于

工业生产的高纯度硫酸钠提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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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1)粗结晶：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废液，脱硫废液中含有一定量的氢氧化

钠，冰冻结晶，待硫酸钠结晶完全后分离，得到粗品硫酸钠晶体；

2)加入纯水：在粗品硫酸钠晶体中加入纯水，使硫酸钠完全溶解，所得硫酸钠溶液的pH

值为9-11，分离去除固体杂质，得到硫酸钠滤液；

3)加入稀硫酸：在硫酸钠滤液中加入稀硫酸后保温，所得硫酸钠溶液的pH值为5-8，再

分离去除固体杂质，得到高纯度硫酸钠滤液；

4)重结晶：将高纯度硫酸钠滤液冰冻结晶，分离后，得到的固体即为高纯度硫酸钠晶

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的冰冻结晶过程需不断搅拌，结晶温度为-10-0℃，结晶时间为2-6h。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或2)中的分离为离心分离，离心分离装置中的滤布为耐碱滤布。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纯水与粗品硫酸钠晶体的质量比例为1:0.5-1:5，硫酸钠溶解温度为40-10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或3)中加入絮凝剂后再分离。

6.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的分离为高速离心分离，离心分离装置中的滤布为高密度滤布。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3)中稀硫酸需要缓缓注入，注入速度以溶液不沸腾为准，并且不断搅拌，保温时间5-

30min。

8.如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3)中的稀硫酸是铅酸蓄电池拆解后预处理的废硫酸。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4)中的冰冻结晶过程需不断搅拌，结晶温度为-10-0℃，结晶时间为0.5-2h。

10.如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4)中的分离为离心分离，离心分离装置中的滤布为耐酸滤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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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资源回收利用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

钠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硫酸钠，又名十水合硫酸钠、芒硝或元明粉，白色、无臭、有苦味的结晶或粉末，有

吸湿性。外形为无色、透明、大的结晶或颗粒性小结晶，主要用于制水玻璃、玻璃、瓷釉、纸

浆、致冷混合剂、洗涤剂、干燥剂、染料稀释剂、分析化学试剂、医药品等。

[0003] 铅酸蓄电池作为重要的二次电源，占据着重要的市场份额。而铅酸蓄电池得到回

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生产流程。现有的铅酸蓄电池的生产中，主要都是考虑了铅的回

收，有湿法回收和火法回收两种。而湿法回收中，前期对铅酸蓄电池的废铅膏进行脱硫，使

用氢氧化钠作为脱硫液，将产生副产品硫酸钠。而副产品硫酸钠在脱硫液中使用冷冻结晶

的方式析出。由于现有脱硫工艺没有深入考虑硫酸钠除杂和回收，导致上述过程产生的硫

酸钠粗盐含有很高的杂质，往往夹杂着一定浓度的二价铅离子，铅是一种重金属离子，不能

回用，只能作为危废处理，极大限制了它在很多非铅工业，尤其是食品和医药工业领域的应

用，因而如何高效地去除脱硫废液中的铅离子，从而回收高纯度的无铅硫酸钠成为日益紧

迫的问题。

[0004] 申请号为201410801216.8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低成本提纯工业粗硫酸钠制取

分析纯硫酸钠的方法，此发明方法生产成本低，销售前景好，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

益，但是此方法是一种工业粗硫酸钠的提纯，没有考虑铅离子的去除，并且使用了碳酸钠、

硫酸铵、以及硫酸银，成本仍然偏高，生产周期较长。申请号为201510172520.5的中国专利

公开了一种废水中硫酸钠的提纯工艺，进行两次碱度调节，有效的去除溶液中的杂质，但是

此方法仍然没有考虑铅离子的去除。

[0005] 申请号为201410019612.5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从含铅脱硫废液中回收硫酸钠

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加入铅络合剂，消除了后续硫酸钠结晶中可能带入的不溶性铅沉淀。再

添加碳酸氢钠或者二氧化碳，使溶液中的铅络合离子以碳酸铅形式沉淀出来，从而回收原

脱硫废液中的铅。络合剂价格昂贵，而硫酸钠价值较低，实际生产中无法采用。且该方法没

有涉及其他金属离子的去除，只针对溶液中的铅离子有特别的去除效果。申请号为

200810047091.9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从脱硫铅膏滤液中回收无水硫酸钠的方法及其装

置，中间步骤加入过量的硫酸和氢氧化钠，起到去重金属离子的同时，大大增加了生产的成

本，并且该方法采用了离子交换树脂去除金属离子，再次增加了生产成本。因此，一种从含

铅废液中低成本回收高纯度硫酸钠的方法还有待开发。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从含铅脱硫废液中低成本回收硫酸钠

的方法，利用重结晶的原理去除重金属离子和其他杂质，得到高纯度的硫酸钠，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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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工业生产。

[0007]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粗结晶：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液，冰冻结晶，待硫酸钠结晶完全后

分离，得到粗品硫酸钠晶体；

[0009] 2)加入纯水：在粗品硫酸钠晶体中加入纯水，使硫酸钠完全溶解，所得硫酸钠溶液

的pH值为9-11，分离去除固体杂质，得到硫酸钠滤液；

[0010] 3)加入稀硫酸：在硫酸钠滤液中加入稀硫酸后保温，所得硫酸钠溶液的pH值为5-

8，再分离去除固体杂质，得到高纯度硫酸钠滤液；

[0011] 4)重结晶：将高纯度硫酸钠滤液冰冻结晶，分离后，得到的固体即为高纯度硫酸钠

晶体。

[0012] 脱硫废液中含有一定量的氢氧化钠，因此粗结晶后的粗品硫酸钠晶体仍然含有少

量氢氧化钠，只需加入适量的纯水，无需额外添加氢氧化钠就能使部分重金属离子在碱性

条件下沉淀析出，根据重结晶中的同离子效应，在碱性条件下，主要能去除金属固体杂质，

在钠离子过量的条件下，再对硫酸钠结晶析出，完成提纯。与加入过量氢氧化钠去除金属离

子的方法的相比成本更低，安全性也更高。

[0013] 加入纯水后，为保证硫酸钠晶体完全溶解，溶液pH值最高能达到11，而铜离子、钴

离子和锰离子等金属离子需要在pH值9以上时才能生成氢氧化物沉淀，因此加入纯水的量

在溶液pH值为9-11时，可有效的去除并回收铜、钴和锰的氢氧化物。过滤后的脱硫液经过调

整还可以循环利用。

[0014] 硫酸铅以及硫酸不溶盐的Ksp很小，在pH值小于8时，稀硫酸的加入能够与铅离子

和其他一些离子反应生成沉淀，再采用絮凝剂或者高速离心机的方法去除沉淀杂质，可以

有效的去除溶液中存在的铅离子以及难溶性硫酸盐，得到分离提纯的效果。再进行重结晶，

过滤后就能够得到高纯度硫酸钠。稀硫酸应足量加入以保证铅离子和其他硫酸不溶盐能够

沉淀完全，经过试验，溶液pH值为5-8时所加入的稀硫酸量的是合适的。与加入铅络合剂去

除铅离子的方法相比，本发明方法成本更低，铅络合剂价格昂贵，成本比回收的硫酸钠价格

还要高，无法用于工业生产。

[0015] 稀硫酸的加入后生成的杂质主要成分是硫酸铅固体，硫酸铅固体还能够物料回收

利用，过滤后的滤液也可以循环利用。

[0016] 作为优选，步骤1)中的冰冻结晶过程需不断搅拌，结晶温度为-10-0℃，结晶时间

为2-6h。

[0017] 不断搅拌能够防止硫酸钠结晶为大颗粒，方便分离。

[0018] 作为优选，步骤1)或2)中的分离为离心分离，离心分离装置中的滤布为耐碱滤布。

[0019] 作为优选，步骤2)中纯水与粗品硫酸钠晶体的比例为1∶0.5-1∶5，硫酸钠溶解温度

为40-100℃。

[0020] 作为优选，步骤2)或3)中加入絮凝剂后再分离。

[0021] 絮凝剂可以是PAM等常见絮凝剂，增加分离效果。

[0022] 作为优选，步骤3)中的分离为高速离心分离，离心分离装置中的滤布为高密度滤

布。

[0023] 高速离心或者使用高密度滤布都可以防止上一步生成的金属沉淀混入到溶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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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作为优选，步骤3)中稀硫酸需要缓缓注入，注入速度以溶液不沸腾为准，并且不断

搅拌，保温时间5-30min。

[0025] 稀硫酸加入到碱性溶液中是放热过程，高温有利于小颗粒物质长大，利于离心分

离，通过保温5-30min，可以使离心分离的效率更高，硫酸钠的回收更完全。

[0026] 作为优选，步骤3)中的稀硫酸是铅酸蓄电池拆解后预处理的废硫酸。

[0027] 硫酸使用铅酸蓄电池拆解后预处理的废硫酸，成本低廉，适合于工业生产。

[0028] 作为优选，步骤4)中的冰冻结晶过程需不断搅拌，结晶温度为-10-0℃，结晶时间

为0.5-2h。

[0029] 作为优选，步骤4)中的分离为离心分离，离心分离装置中的滤布为耐酸滤布。

[0030] 与现有技术对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利用简单的方法去除回收铅副产

品硫酸钠中的杂质，仅仅通过两次调节pH值和简单的分离，就能得到纯度达到工业级以上

标准的硫酸钠，操作简单，投资小，能耗低。所用原料为纯水和稀硫酸，稀硫酸还可以采用铅

酸蓄电池拆解后预处理的废硫酸，原料简单易得，成本极低，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减少了

铅废弃物的排放，节能环保，还回收了其余的贵金属，提高钱回收率，能够有效解决回收铅

厂副产品堆积过多的问题，是一种非常适于工业生产的高纯度硫酸钠提纯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2] 实施例1

[0033] 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废液，在-5℃条件下冷冻4h，待硫酸钠结晶

完全，对结晶后的溶液进行离心分离，等到粗品硫酸钠晶体；按硫酸钠和水的质量比1∶1的

比例加入纯水，加热搅拌，加热温度为70℃，待硫酸钠晶体完全溶解，趁热经过离心机离心

分离，去除碱性固体杂质；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稀硫酸，将溶液pH调至7，搅拌，保温

20min，趁热经过离心分离，去除溶液中的沉淀杂质；滤液在-5℃条件下冷冻1h结晶，得到高

纯度的硫酸钠晶体。

[0034] 实施例2

[0035] 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废液，在-10℃条件下冷冻2h，待硫酸钠结晶

完全，对结晶后的溶液进行离心分离，等到粗品硫酸钠晶体；按硫酸钠和水的质量比1∶1.5

的比例加入纯水，加热搅拌，加热温度为80℃，待硫酸钠晶体完全溶解，趁热经过离心机离

心分离，去除碱性固体杂质；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稀硫酸，将溶液pH调至6，搅拌，保温

20min，趁热经过离心分离，去除溶液中的沉淀杂质；滤液在-10℃条件下冷冻0.5h结晶，得

到高纯度的硫酸钠晶体。

[0036] 实施例3

[0037] 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废液，在-8℃条件下冷冻4h，待硫酸钠结晶

完全，对结晶后的溶液进行离心分离，等到粗品硫酸钠晶体；按硫酸钠和水的质量比1∶1的

比例加入纯水，加热搅拌，加热温度为75℃，待硫酸钠晶体完全溶解，趁热经过离心机离心

分离，去除碱性固体杂质；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稀硫酸，将溶液pH调至7，加入少量PAM，搅

拌，保温30min，趁热经过离心分离，去除溶液中的沉淀杂质；滤液在-10℃条件下冷冻0.5h

结晶，得到高纯度的硫酸钠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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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实施例4

[0039] 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废液，在-1℃条件下冷冻6h，待硫酸钠结晶

完全，对结晶后的溶液进行离心分离，等到粗品硫酸钠晶体；按硫酸钠和水的质量比1∶5的

比例加入纯水，加热搅拌，加热温度为40℃，待硫酸钠晶体完全溶解，趁热经过离心机离心

分离，去除碱性固体杂质；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稀硫酸，将溶液pH调至8，搅拌，保温

10min，趁热经过离心分离，去除溶液中的沉淀杂质；滤液在-1℃条件下冷冻2h结晶，得到高

纯度的硫酸钠晶体。

[0040] 实施例5

[0041] 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铅膏后的脱硫废液，在-3℃条件下冷冻5h，待硫酸钠结晶

完全，对结晶后的溶液进行离心分离，等到粗品硫酸钠晶体；按硫酸钠和水的质量比1∶0.5

的比例加入纯水，加热搅拌，加热温度为100℃，待硫酸钠晶体完全溶解，趁热经过离心机离

心分离，去除碱性固体杂质；在溶液中加入一定量的稀硫酸，将溶液pH调至5，搅拌，保温

5min，趁热经过离心分离，去除溶液中的沉淀杂质；滤液在-8℃条件下冷冻1.5h结晶，得到

高纯度的硫酸钠晶体。

[0042] 对上述实施例1-3中提纯的各个环节，进行铅离子含量跟踪测试，结果见表1。

[0043] 表1.实施例1-3中提纯各个环节的铅离子含量

[0044]

样品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脱硫液中铅含量/ppm 1039.75 1039.75 1039.75

粗品硫酸钠晶体中铅含量/ppm 759.5223 820.2315 837.5623

二次结晶硫酸钠中铅含量(加纯水)/ppm 155.9417 170.2462 180.5624

三次结晶硫酸钠中铅含量(加稀硫酸)/ppm 23.1214 31.2235 20.5647

硫酸钠纯度 98.57％ 97.89％ 98.79％

[0045] 根据表1中实验结果可明显看出，经过该方法处理后的硫酸钠晶体，铅离子含量大

大降低，硫酸钠纯度显著提高。

[0046] 本发明中所用原料、设备，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用原料、设备；本发明中

所用方法，若无特别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4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

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换，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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