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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S1，废水分类收集；S2，高浓度氰

化物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在破氰后，与高浓度酸

碱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中和槽，并生

成沉淀；S3，高浓度中和槽内的废水经沉淀排出

污泥，并与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流

入低浓度破氰槽；S4，低浓度破氰槽内的废水和

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流入低浓度中

和槽，并生成沉淀；S5，低浓度中和槽内的废水经

沉淀排出污泥；S6，暂存槽内的废水过滤后流入

PH调节池；S7，PH调节池内的废水依次经过金属

离子吸附系统、反渗透膜系统形成反渗透水和浓

水。本发明的废水回用率能够达到95％以上，并

且能够节省水节能、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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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性质和浓度，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低浓度氰化物废

水收集池(2)、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

S2，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内的废水在采用碱性氯化法完成破氰处理之后，与高

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内的废水一并流入高浓度中和槽(5)进行中和处理，再往高浓度中

和槽(5)加入絮凝剂，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沉淀；

S3，高浓度中和槽(5)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沉淀池(6)进行沉淀处理，高浓度沉淀池(6)

内的废水通过固液分离设备排出污泥，并且经分离处理的废水与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

(2)内的废水一并流入低浓度破氰槽(7)进行破氰处理；

S4，低浓度破氰槽(7)内的废水和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的废水一并流入低浓度

中和槽(8)进行中和处理，再往低浓度中和槽(8)加入絮凝剂，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

成沉淀；

S5，低浓度中和槽(8)内的废水流入低浓度沉淀池(9)进行沉淀处理，低浓度沉淀池(9)

内的废水通过固液分离设备排出污泥，并且经分离处理的废水流入暂存槽(10)；

S6，暂存槽(10)内的废水依次经过前期过滤系统(11)、微滤膜(12)之后流入PH调节池

(13)，使废水的PH值不小于6；

S7，PH调节池(13)内的废水依次经过金属离子吸附系统(14)、反渗透膜系统(15)形成

反渗透水和浓水，反渗透水相对于废水的质量百分比不大于90％、并且作为回用水流回生

产线，浓水流入蒸发器(2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废水还

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镍废水收集池(16)内，电镀含镍废水收集池(16)内的废水经过镍回收系

统之后流入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废水还

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金废水收集池(17)内，电镀含金废水收集池(17)内的废水通过金回收系

统、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之后流回生产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废水还

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银废水收集池(18)内，电镀含银废水收集池(18)内的废水通过银回收系

统、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之后流回生产线。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按照性质和浓度，

所述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因再生而产生的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

收集池(1)、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

收集池(4)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1中，废水还

分类收集在电镀地面清洗废水收集池(19)，电镀地面清洗废水收集池(19)内的废水流入低

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2中，所述高

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破氰槽(20)，往高浓度破氰槽(20)加入次

氯酸钠和液碱进行所述破氰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6中，所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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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过滤系统(11)包括依次管路连通的砂滤器(11a)、活性炭过滤器(11b)以及保安过滤器

(11c)，砂滤器(11a)与所述暂存槽(10)管路连通，保安过滤器(11c)与所述微滤膜(12)管路

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7中，所述反

渗透膜系统(15)包括卷式反渗透膜(15a)和/或碟式反渗透膜(15b)。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7中，所述浓

水经过蒸发器(21)形成蒸馏水和蒸馏残渣，蒸馏水相对于浓水的质量百分比为95％～

97％、并且作为回用水流入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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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镀废水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电镀是利用电化学的方法在某些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或多层其他金属或合金的

过程，从而起到防止金属氧化，提高耐磨性、导电性、抗腐蚀性及增进美观等作用。

[0003] 在电镀过程中，为了保证电镀金属层与基材之间良好的的结合力及金属镀层平整

良好的外观，电镀前基材表面的氧化层、油污应彻底清除清洗；在电镀过程中，每一层的金

属镀层之间附着的镀液清洗，后处理钝化加膜等工艺清洗，都会产生大量的废水。

[0004] 电镀废水的水质成分复杂，与电镀的工艺配方、生产负荷、操作管理、水处理方式

有很大关系。而电镀废水中的铜、镍、锌、银、锡、镉等重金属离子和氰化物毒性较大，有些属

于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剧毒物质，对人类危害极大。

[0005]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国家对环保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电镀废水排放的标准不断提高，甚至部分工业园区对一类污染物排放严令禁止，环保

已经成为电镀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

[0006] 传统的电镀废水处理方式为：如需氧化或还原的，先氧化或还原处理，再加碱调节

pH，形成重金属氢氧化物颗粒，接着投加聚合氯化铝、三氯化铁等絮凝剂，紧接着投加聚丙

烯酰胺等助凝剂和重金属捕捉剂，使其形成易沉淀的矾花，然后用沉淀池和压滤机进行泥

水分离，最后分离出来的水经过砂滤碳后排放。有时沉淀池出水重金属仍不能达标，在出水

中再添加硫化钠等试剂，然后再进行膜过滤。传统的处理工艺操作简单、对操作人员要求比

较低，出水中的重金属含量基本可以达到GB21900-2008表2标准。然而，这种工艺缺点也比

较明显：占地面积大、药剂投加量大、污泥产量高、处理成本高；尤其是，传统工艺的处理效

果不稳定，容易产生波动，时常有不达标的情况发生。传统的处理工艺对水质复杂的废水仍

不能对这些污染物进行有效的处理。此外，现有技术的电镀废水的处理方法中对于废水回

用也少有提及。

[0007] 从2018年1月1日，电镀废水排放标准提高至GB21900-2008表3标准，越来越多的工

业园区对一类污染物排放严令禁止。随着“零排放”概念的引入，越来越多企业尝试“零排

放”，但是单纯地应用蒸发器实现“零排放”，能耗费用居高不下，使成本增加，抑制了企业的

生存与发展。

发明内容

[0008] 鉴于以上所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电镀废水

零排放处理工艺，包括含氰废水处理和酸碱废水处理，对废水分质分流，分段处理，逐步使

经过处理的废水的水质达到回用水的水质标准，实现中水回用，回用率能够达到95％以上，

并且能够节省水资源、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保护环境。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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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0010] S1，按照性质和浓度，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低浓度氰化物废

水收集池、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

[0011] S2，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在采用碱性氯化法完成破氰处理之后，与

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一并流入高浓度中和槽进行中和处理，再往高浓度中和槽

加入絮凝剂，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沉淀；

[0012] S3，高浓度中和槽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高浓度沉淀池内的

废水通过固液分离设备排出污泥，并且经分离处理的废水与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内的

废水一并流入低浓度破氰槽进行破氰处理；

[0013] S4，低浓度破氰槽内的废水和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一并流入低浓度中

和槽进行中和处理，再往低浓度中和槽加入絮凝剂，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沉淀；

[0014] S5，低浓度中和槽内的废水流入低浓度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低浓度沉淀池内的

废水通过固液分离设备排出污泥，并且经分离处理的废水流入暂存槽；

[0015] S6，暂存槽内的废水依次经过前期过滤系统、微滤膜之后流入PH调节池，使废水的

PH值不小于6；

[0016] S7，PH调节池内的废水依次经过金属离子吸附系统、反渗透膜系统形成反渗透水

和浓水，反渗透水相对于废水的质量百分比不大于90％、并且作为回用水流回生产线，浓水

流入蒸发器。

[0017] 优选地，在步骤S1中，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镍废水收集池内，电镀含镍废水收

集池内的废水经过镍回收系统之后流入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

[0018] 优选地，在步骤S1中，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金废水收集池内，电镀含金废水收

集池内的废水通过金回收系统、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之后流回生产线。

[0019] 优选地，在步骤S1中，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银废水收集池内，电镀含银废水收

集池内的废水通过银回收系统、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之后流回生产线。

[0020] 优选地，按照性质和浓度，所述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因再生而产生的

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高浓度酸碱废水收

集池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

[0021] 优选地，在步骤S1中，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地面清洗废水收集池，电镀地面清洗

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流入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

[0022] 优选地，在步骤S2中，所述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破氰槽，

往高浓度破氰槽加入次氯酸钠和液碱进行所述破氰处理。

[0023] 优选地，在步骤S6中，所述前期过滤系统包括依次管路连通的砂滤器、活性炭过滤

器以及保安过滤器，砂滤器与所述暂存槽管路连通，保安过滤器与所述微滤膜管路连通。

[0024] 优选地，在步骤S7中，所述反渗透膜系统包括卷式反渗透膜和/或碟式反渗透膜。

[0025] 优选地，在步骤S7中，所述浓水经过蒸发器形成蒸馏水和蒸馏残渣，蒸馏水相对于

浓水的质量百分比为95％～97％、并且作为回用水流入生产线。

[0026] 如上所述，本发明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从电镀

废水的源头按照性质和浓度，先对废水分质分流，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

池、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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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和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依次进行破氰、中和以

及沉淀排泥；紧接着，引入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和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内的废水再

依次进行破氰、中和以及沉淀排泥；然后，废水依次经过前期过滤系统、微滤膜、金属离子吸

附系统以及反渗透膜系统形成反渗透水和浓水，反渗透水相对于废水的质量百分比能达到

90％，逐步实现中水回用，减少后段废水的处理压力和能耗，着重于在蒸发器之前减少废水

量，降低蒸发器的运行负荷，减少蒸发器的能耗，从而降低废水处理的整体费用，达到节能

减排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步骤S2和步骤S4中，无需投加助凝剂，从而不会影响微滤膜

的过滤效果。因此，本发明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包括含氰废水处理和酸碱废水处理，

经过处理的废水的水质能够达到回用水的水质标准，实现中水回用，回用率甚至能够达到

95％以上，并且能够节省水资源、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保护环境。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显示为本发明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的流程图。

[0028] 元件标号说明

[0029] 1                      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

[0030] 2                       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

[0031] 3                      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

[0032] 4                       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

[0033] 5                      高浓度中和槽

[0034] 6                      高浓度沉淀池

[0035] 7                       低浓度破氰槽

[0036] 8                       低浓度中和槽

[0037] 9                       低浓度沉淀池

[0038] 10                     暂存槽

[0039] 11                     前期过滤系统

[0040] 11a                     砂滤器

[0041] 11b                    活性炭过滤器

[0042] 11c                    保安过滤器

[0043] 12                     微滤膜

[0044] 13                      PH调节池

[0045] 14                     金属离子吸附系统

[0046] 15                     反渗透膜系统

[0047] 15a                    卷式反渗透膜

[0048] 15b                    碟式反渗透膜

[0049] 16                     电镀含镍废水收集池

[0050] 17                     电镀含金废水收集池

[0051] 18                     电镀含银废水收集池

[0052] 19                     电镀地面清洗废水收集池

[0053] 20                     高浓度破氰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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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21                      蒸发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56] 须知，本说明书所附图中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

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

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

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所能涵盖的范

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及“一”等的用语，亦仅为

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

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0057] 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8] S1，按照性质和浓度，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低浓度氰化物

废水收集池2、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

[0059] S2，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内的废水在采用碱性氯化法完成破氰处理之后，与

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内的废水一并流入高浓度中和槽5进行中和处理，再往高浓度中和

槽5加入絮凝剂(例如三氯化铁溶液)，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沉淀；

[0060] S3，高浓度中和槽5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沉淀池6进行沉淀处理，高浓度沉淀池6内

的废水通过固液分离设备(例如压滤机)排出污泥(污泥可以作为危废处理)，并且经分离处

理的废水与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内的废水一并流入低浓度破氰槽7进行破氰处理；

[0061] S4，低浓度破氰槽7内的废水和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的废水一并流入低浓度

中和槽8进行中和处理，再往低浓度中和槽8加入絮凝剂，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沉

淀；

[0062] S5，低浓度中和槽8内的废水流入低浓度沉淀池9进行沉淀处理，低浓度沉淀池9内

的废水通过固液分离设备(例如压滤机)排出污泥(污泥可以作为危废处理)，并且经分离处

理的废水流入暂存槽10；

[0063] S6，暂存槽10内的废水依次经过前期过滤系统11、微滤膜12之后流入PH调节池13，

使废水的PH值不小于6，PH值通常为6～9；前期过滤系统11主要用于去除较大的固体颗粒以

及有机物，微滤膜12主要用于去除0.1～1微米的颗粒(例如重金属化合物)；

[0064] S7，PH调节池13内的废水依次经过金属离子吸附系统14、反渗透膜系统15形成反

渗透水和浓水，反渗透水相对于废水的质量百分比不大于90％、并且作为回用水流回生产

线，浓水流入蒸发器21，蒸发器21利用沸点差原理对浓水进行分离。

[0065] 本发明从电镀废水的源头按照性质和浓度，先对废水分质分流，废水分类收集在

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以及低浓

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再者，对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和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内的

废水依次进行破氰、中和以及沉淀排泥；紧接着，引入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和低浓度

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的废水再依次进行破氰、中和以及沉淀排泥；然后，废水依次经过前期

过滤系统11、微滤膜12、金属离子吸附系统14以及反渗透膜系统15形成反渗透水和浓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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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水相对于废水的质量百分比能达到90％，逐步实现中水回用，减少后段废水的处理压

力和能耗，着重于在蒸发器21之前减少废水量，降低蒸发器21的运行负荷，减少蒸发器21的

能耗，从而降低废水处理的整体费用，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步骤S2和步

骤S4中，无需投加助凝剂(例如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酰胺会堵塞微滤膜12)，从而不会影响微

滤膜12的过滤效果。因此，本发明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包括含氰废水处理和酸碱废

水处理，经过处理的废水的水质能够达到回用水的水质标准，实现中水回用，回用率甚至能

够达到95％以上，并且能够节省水资源、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保护环境。

[0066] 在步骤S1中，为了合理处理电镀含镍废水，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镍废水收集

池16内，电镀含镍废水收集池16内的废水经过镍回收系统之后流入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

4。镍回收系统可以由吸附树脂制成。

[0067] 在步骤S1中，为了合理处理电镀含金废水，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金废水收集

池17内，电镀含金废水收集池17内的废水通过金回收系统、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

统之后流回生产线。金回收系统可以由活性炭制成，也可以由吸附树脂制成；阳离子交换系

统和阴离子交换系统均可以由交换树脂制成。

[0068] 在步骤S1中，为了合理处理电镀含银废水，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含银废水收集

池18内，电镀含银废水收集池18内的废水通过银回收系统、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

统之后流回生产线。银回收系统可以由活性炭制成；银回收系统可以呈柱状，也可以呈其他

形状；阳离子交换系统和阴离子交换系统均可以由交换树脂制成。

[0069] 进一步的，按照性质和浓度，上述阳离子交换系统、阴离子交换系统因再生而产生

的废水分类收集在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高浓度酸碱废

水收集池3以及低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4内。

[0070] 在步骤S1中，为了合理处理电镀地面清洗废水，废水还分类收集在电镀地面清洗

废水收集池19，电镀地面清洗废水收集池19内的废水流入低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2。

[0071] 在步骤S2中，上述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内的废水流入高浓度破氰槽20，往高

浓度破氰槽20加入次氯酸钠和液碱进行上述破氰处理。在具体使用时，通过氧化还原电极

(ORP探头)来控制破氰结果。在具体实施时，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收集池1和高浓度破氰槽20

之间可以设置高浓度氰化物废水储存槽，这样能够储存一定体积的高浓度氰化物废水。此

外，高浓度酸碱废水收集池3和高浓度中和槽5之间也可以设置高浓度酸碱废水储存槽，这

样能够储存一定体积的高浓度酸碱废水。

[0072] 在步骤S3中，为了更加使废水中的金属离子反应形成沉淀，上述高浓度中和槽5和

高浓度沉淀池6之间可以设置高浓度缓冲槽。同样的，在步骤S5中，上述低浓度中和槽8和低

浓度沉淀池9之间可以设置低浓度缓冲槽。

[0073] 在步骤S6中，上述前期过滤系统11包括依次管路连通的砂滤器11a、活性炭过滤器

11b以及保安过滤器11c，砂滤器11a与上述暂存槽10管路连通，保安过滤器11c与上述微滤

膜12管路连通。砂滤器11a主要用于去除较大的固体颗粒，活性炭过滤器11b主要用于去除

有机物。

[0074] 在步骤S7中，上述金属离子吸附系统14通常由吸附树脂制成。上述反渗透膜系统

15包括卷式反渗透膜(亦称卷式RO膜)和/或碟式反渗透膜(亦称碟式RO膜)。反渗透膜系统

15也可以包括抗污染反渗透膜和海水淡化反渗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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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在步骤S7中，为了进一步提高废水的回用率，上述浓水经过蒸发器21形成蒸馏水

和蒸馏残渣，蒸馏水相对于浓水的质量百分比为95％～97％、并且作为回用水流入生产线，

蒸馏残渣相对于浓水的质量百分比为3％～5％。

[007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电镀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包括含氰废水处理和酸碱废水处

理，对废水分质分流，分段处理，逐步使经过处理的废水的水质达到回用水的水质标准，实

现中水回用，回用率能够达到95％以上，并且能够节省水资源、节能减排、清洁生产、保护环

境。所以，本发明有效克服了现有技术中的种种缺点而具高度产业利用价值。

[0077] 上述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任何熟

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

此，举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发明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

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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