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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

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废脱硫液进行湿

式氧化，得到反应液；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

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c)将步骤b)得

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

得到硫酸钠。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突破性地

采用湿式氧化对废脱硫液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较

高纯度的硫酸钠，不仅实现了危废的无害化处

理，还变废为宝，得到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产品；

同时，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工艺简单、易于操作，具

有较高的环保、社会及经济价值。实验结果表明，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得到的硫酸钠纯度在98.8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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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废脱硫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所述废脱硫液含有1％～3％的硫酸钠，2％

～6％的硫代硫酸钠，0.2％～1.0％的碳酸钠，0.8％～4.0％的碳酸氢钠，硫单质为悬浮状

态，含量为0.01～0.10mg/L，2.5％～4％的硫氰酸钠；所述湿式氧化的温度为360℃，压力为

4.5MPa，时间为6h；

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

c)将步骤b)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分别得到硫酸钠和滤液；

再将过滤后得到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干燥的方式为减压浓缩；所

述干燥的温度为50℃～9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溶剂为乙醇和/或丙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的用

量比为1g：(1.4mL～2.1m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述混合的方式为搅拌；所述混

合的温度为25℃～35℃，时间为1.0h～2.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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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无机化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利用脱硫液生产硫酸钠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硫酸钠用途广泛，包括：化学工业用作制造硫化钠硅酸钠水玻璃及其它化工产品；

造纸工业用于制造硫酸盐纸浆时的蒸煮剂；玻璃工业用以代替纯碱做助溶剂；纺织工业用

于调配维尼纶纺丝凝固剂；还可用于有色金属冶金、皮革等方面。因此，其在人们生产生活

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0003] 目前，国内大部分焦化企业去除焦炉煤气中的硫化氢一般采用湿法脱硫，根据现

在的实际情况，脱硫液使用一段时间后随着复盐的增加，必然需要排除一部分脱硫液，同时

补充一部分新的脱硫液；而要排除的一部分脱硫液需要处理，根据国家环境的要求，排出的

废脱硫液禁止外排，现有技术一般将上述废脱硫液喷洒到煤中烧掉重新进入循化系统。

[0004] 通过对废脱硫液进行分析，其含有浓度较高的硫酸钠，如果能够加以利用，不仅实

现了将废脱硫液变废为宝，还拓宽了硫酸钠的制备工艺，具有较大的环保、社会及经济多重

价值。但是，废脱硫液中还含有硫代硫酸钠、硫单质以及硫氰酸钠等物质，种类较多、处理复

杂，尤其是硫氰酸钠很难实现转化，更是增加了处理难度。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采用本

发明提供的方法能够得到纯度较高的硫酸钠，且工艺简单、易于操作。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a)将废脱硫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

[0008] 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

[0009] c)将步骤b)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得到硫酸钠。

[0010] 优选的，步骤a)中所述废脱硫液中含有硫酸钠、硫代硫酸钠、碳酸钠、碳酸氢钠、硫

单质和硫氰酸钠。

[0011] 优选的，步骤a)中所述湿式氧化的温度为90℃～370℃，压力为1.0MPa～5.0MPa，

时间为5h～11h。

[0012] 优选的，步骤b)中所述干燥的方式为减压浓缩；所述干燥的温度为50℃～90℃。

[0013]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溶剂为乙醇和/或丙酮。

[0014]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的用量比为1g：(1.4mL～2.1mL)。

[0015]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混合的方式为搅拌；所述混合的温度为25℃～35℃，时间为

1.0h～2.0h。

[0016] 优选的，步骤c)中所述过滤过程还得到滤液。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c)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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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将过滤后得到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

[001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a)将废脱硫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

[0021] 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

[0022] c)将步骤b)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得到硫酸钠。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废脱硫

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

c)将步骤b)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得到硫酸钠。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突破性地采用湿式氧化对废脱硫液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较高纯度的硫酸钠，不仅

实现了危废的无害化处理，还变废为宝，得到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产品；同时，本发明提供

的方法工艺简单、易于操作，具有较高的环保、社会及经济价值。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

的方法得到的硫酸钠纯度在98.8以上。

[0024]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还能够得到纯度较高的副产物硫氰酸钠，进一步增加了

废脱硫液的经济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a)将废脱硫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

[0028] 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

[0029] c)将步骤b)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得到硫酸钠。

[0030] 在本发明中，将废脱硫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在本发明中，所述废脱硫液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用于湿法脱硫的脱硫液使用一段时间后排出的废脱硫液，本发明

对所述废脱硫液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在本发明中，所述废脱硫液中优选含有硫酸钠、硫代

硫酸钠、碳酸钠、碳酸氢钠、硫单质和硫氰酸钠，其中各组分及含量均可采用本领域技术人

员熟知的分析、检测方法得到，本发明对此没有特殊限制。

[0031] 本发明首先将废脱硫液进行湿式氧化；本发明对所述湿式氧化的设备没有特殊限

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湿式氧化系统即可。在本发明中，所述湿式氧化的温度优选

为90℃～370℃，更优选为100℃～360℃；所述湿式氧化的压力优选为1.0MPa～5.0MPa，更

优选为2.0MPa～4.5MPa；所述湿式氧化的时间优选为5h～11h，更优选为6h～10h。本发明采

用上述特定条件进行湿式氧化，能够保证将废脱硫液中的硫代硫酸钠等组分全部转化为硫

酸钠，同时保证硫氰酸钠不被氧化，从而实现控制硫酸钠产品具有较高纯度。

[0032] 得到所述反应液后，本发明将所述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在本发

明中，所述干燥的方式优选为减压浓缩，本发明对此没有特殊限制。在本发明中，所述干燥

的温度优选为50℃～90℃，更优选为60℃～80℃。本发明在上述特定温度下进行干燥，能够

在保证能耗低的情况下，使反应液中的水分全部蒸干，从而不会对产品硫酸钠及副产物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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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酸钠的纯度造成影响。

[0033] 得到所述固体反应混合物后，本发明将所述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

过滤，得到硫酸钠。在本发明中，所述溶剂优选为乙醇和/或丙酮，更优选为乙醇。本发明对

所述溶剂的来源没有特殊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上述乙醇和丙酮的市售商品即

可。本发明选择特定种类的上述溶剂，能够最大程度使硫酸钠和硫氰酸钠实现分离。

[0034] 在本发明中，所述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的用量比优选为1g：(1.4mL～2.1mL)，更

优选为1g：(1.4mL～2.1mL)。本发明在上述配比条件下将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进行混合，

能够保证固体反应混合物中的硫氰酸钠全部溶解，并且减少后期浓缩溶剂得到副产物硫氰

酸钠的能耗。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的方式优选为搅拌；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机械搅拌

或人工搅拌的技术方案均可。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的温度优选为25℃～35℃；所述混合的

时间优选为1.0h～2.0h。在本发明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混合的过程具体为在25℃条

件下搅拌1.0h；在本发明另一个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混合的过程具体为35℃条件下搅拌

2.0h。本发明选择特定的混合参数条件，能够保证硫氰酸钠全部溶于溶剂的同时，减少溶剂

的挥发。

[0036] 在本发明中，将所述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得到硫酸钠。本发

明对所述过滤的方式没有特殊限制，目的是得到不溶的固体产物硫酸钠。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过滤过程优选还得到滤液。本发明优选还包括：

[0038] 将过滤后得到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本发明通过对上述废脱硫液的处

理工艺、处理参数的控制，能够保证得到的副产物硫氰酸钠具有较高纯度。

[003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废脱硫液生产硫酸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将废脱硫

液进行湿式氧化，得到反应液；b)将步骤a)得到的反应液进行干燥，得到固体反应混合物；

c)将步骤b)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溶剂混合后，进行过滤，得到硫酸钠。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突破性地采用湿式氧化对废脱硫液进行处理，得到具有较高纯度的硫酸钠，不仅

实现了危废的无害化处理，还变废为宝，得到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产品；同时，本发明提供

的方法工艺简单、易于操作，具有较高的环保、社会及经济价值。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

的方法得到的硫酸钠纯度在98.8以上。

[0040]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还能够得到纯度较高的副产物硫氰酸钠，进一步增加了

废脱硫液的经济价值。

[0041]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通过以下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本发明以下实施例

所用的废脱硫液来自原料气脱硫系统，其含有1％～3％的硫酸钠，2％～6％的硫代硫酸钠，

0.2％～1 .0％的碳酸钠，0.8％～4.0％的碳酸氢钠，硫单质为悬浮状态，含量为0.01～

0.10mg/L，2.5％～4％的硫氰酸钠。

[0042] 实施例1

[0043] (1)将废脱硫液在100℃、2.0MPa条件下进行湿式氧化，反应时间为10h，反应结束

后得到反应液；

[0044] (2)将步骤(1)得到的反应液在60℃条件下进行减压浓缩至干，得到固体反应混合

物；

[0045] (3)将步骤(2)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乙醇按照用量比1g：1.5mL混合，然后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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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搅拌1.0h，过滤，得到硫酸钠；

[0046] (4)将步骤(3)过滤后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

[0047] 对实施例1得到的硫酸钠和硫酸氢钠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

硫酸钠的纯度为98.88％；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硫氰酸钠的纯度为99.01％。

[0048] 实施例2

[0049] (1)将废脱硫液在150℃、3.0MPa条件下进行湿式氧化，反应时间为8h，反应结束后

得到反应液；

[0050] (2)将步骤(1)得到的反应液在60℃条件下进行减压浓缩至干，得到固体反应混合

物；

[0051] (3)将步骤(2)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丙酮按照用量比1g：1.5mL混合，然后在25

℃条件下搅拌1.0h，过滤，得到硫酸钠；

[0052] (4)将步骤(3)过滤后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

[0053] 对实施例1得到的硫酸钠和硫酸氢钠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

硫酸钠的纯度为99.12％；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硫氰酸钠的纯度为99.22％。

[0054] 实施例3

[0055] (1)将废脱硫液在250℃、4.0MPa条件下进行湿式氧化，反应时间为7h，反应结束后

得到反应液；

[0056] (2)将步骤(1)得到的反应液在80℃条件下进行减压浓缩至干，得到固体反应混合

物；

[0057] (3)将步骤(2)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乙醇按照用量比1g：2.0mL混合，然后在35

℃条件下搅拌2.0h，过滤，得到硫酸钠；

[0058] (4)将步骤(3)过滤后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

[0059] 对实施例1得到的硫酸钠和硫酸氢钠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

硫酸钠的纯度为99.32％；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硫氰酸钠的纯度为99.38％。

[0060] 实施例4

[0061] (1)将废脱硫液在360℃、4.5MPa条件下进行湿式氧化，反应时间为6h，反应结束后

得到反应液；

[0062] (2)将步骤(1)得到的反应液在80℃条件下进行减压浓缩至干，得到固体反应混合

物；

[0063] (3)将步骤(2)得到的固体反应混合物与乙醇按照用量比1g：2.0mL混合，然后在35

℃条件下搅拌2.0h，过滤，得到硫酸钠；

[0064] (4)将步骤(3)过滤后的滤液进行浓缩，得到硫氰酸钠。

[0065] 对实施例1得到的硫酸钠和硫酸氢钠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

硫酸钠的纯度为99.45％；本发明实施例1得到的硫氰酸钠的纯度为99.55％。

[0066] 所公开的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

这些实施例的多种修改对本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将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

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

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所公开的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

的最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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