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96198.1

(22)申请日 2019.08.27

(71)申请人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423000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

镇东河东路

(72)发明人 龙冰　陈克锋　邹勤　谢加文　

陈玉林　吕清纯　段瑶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众合诚成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46

代理人 李宝硕

(51)Int.Cl.

C02F 9/04(2006.01)

C02F 11/12(2019.01)

C02F 103/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

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S1、取该选矿

废水，加硫酸将废水pH值调至7.5，搅拌反应；S2、

再加450mg/L·废水用量氯酸钠，搅拌反应；S3、

再加15mg/L·废水用量PAC，搅拌反应；S4、最后

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后静置沉

淀；S5、沉淀后的出水即呈无色、透明状后进行下

一步操作；S6、进行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排放，

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调节PH值，

将硫酸加至最前端操作，使水先变色，然后再加

氯酸钠进行COD氧化降解，防止了水质由于硫酸

与水中的其它化学物质反应，使处理后出水显

色，使最终经过废水处理系统后的出水呈无色、

透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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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取该选矿废水，加硫酸将废水pH值调至7.5，搅拌反应；

S2、再加450mg/L·废水用量氯酸钠，搅拌反应；

S3、再加15mg/L·废水用量PAC，搅拌反应；

S4、最后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后静置沉淀；

S5、沉淀后的出水即呈无色、透明状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S6、进行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中废水用量硫酸含量为250-300m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中搅拌时间为2-4min；

所述步骤S2中搅拌时间为4-6min；

所述步骤S3中搅拌时间为4-6min；

所述步骤S4中搅拌时间为2-4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4中静置沉淀0.8-1.5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2-S4中均在反应池中进行反应，所述步骤S5在沉淀池进行沉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1-S4中转速为10-15rpm/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6中检测分析包括PH测定和浊度测定；

所述PH测定是通过对沉淀池不同位置通过PH测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PH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所述浊度测定包括如下步骤：

1)、首先目测沉淀池中固液分离后，水质在静止状态下，是否无颜色，然后是否无漂浮

物；

2)、接着通过浊度计对沉淀池不同位置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测量值进行求和

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2中浊度计使用前进行手动校准。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S5中沉淀物通过干燥机进行干燥，干燥水分低于1.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6中对于排放的污水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率为0.5-1L/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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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废水处理就是利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方法对废水进行处理，使废水净化，减少污

染，以至达到废水回收、复用，充分利用水资源，而在选矿主干流程为钼铋硫全浮—黑白钨

混浮—萤石浮，使用的选矿药剂有乙硫氮、煤油、水玻璃、苯甲羟肟酸、油酸类等，现有技术

方案：总尾矿先通过加石灰让它在尾矿库中自然沉淀，澄清后的选矿废水再进入专门的废

水处理站作深度处理，最后达标排放，该废水COD110～180mg/L、pH值10.0～12.0；

[0003] 如今的废水处理工艺为：当废水COD146mg/L、pH值11.86时，先加450mg/L·废水用

量氯酸钠，搅拌反应5min，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3min，静置沉降1h，澄清后

上清液再加入280mg/L·废水用量硫酸调节pH值7.5，处理后废水COD65mg/L、pH值7.5，加硫

酸后废水颜色会加深，由无色透明变成淡黄色，

[0004] 但是在后端操作加硫酸回调pH值至中性后选矿废水颜色会变黄，增加了出水色

度，影响了出水指标，引起该现象的原因是硫酸与水中的其它化学物质反应，使处理后出水

显色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变色的方法，可以有效解决上述背

景技术中提出在后端操作加硫酸回调pH值至中性后选矿废水颜色会变黄，增加了出水色

度，影响了出水指标，引起该现象的原因是硫酸与水中的其它化学物质反应，使处理后出水

显色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

变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取该选矿废水，加硫酸将废水pH值调至7.5，搅拌反应；

[0008] S2、再加450mg/L·废水用量氯酸钠，搅拌反应；

[0009] S3、再加15mg/L·废水用量PAC，搅拌反应；

[0010] S4、最后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后静置沉淀；

[0011] S5、沉淀后的出水即呈无色、透明状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0012] S6、进行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排放。

[001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中废水用量硫酸含量为250-300mg/L。

[0014]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中搅拌时间为2-4min；

[0015] 所述步骤S2中搅拌时间为4-6min；

[0016] 所述步骤S3中搅拌时间为4-6min；

[0017] 所述步骤S4中搅拌时间为2-4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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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4中静置沉淀0.8-1.5h。

[001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2-S4中均在反应池中进行反应，所述步骤S5在沉淀

池进行沉淀。

[002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1-S4中转速为10-15rpm/min。

[002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6中检测分析包括PH测定和浊度测定；

[0022] 所述PH测定是通过对沉淀池不同位置通过PH测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PH值

进行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23] 所述浊度测定包括如下步骤：

[0024] 1)、首先目测沉淀池中固液分离后，水质在静止状态下，是否无颜色，然后是否无

漂浮物；

[0025] 2)、接着通过浊度计对沉淀池不同位置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测量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2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2中浊度计使用前进行手动校准。

[002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5中沉淀物通过干燥机进行干燥，干燥水分低于

1.5％。

[002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S6中对于排放的污水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率为0.5-

1L/M3。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调节

PH值，将硫酸加至最前端操作，使水先变色，然后再加氯酸钠进行COD氧化降解，防止了水质

由于硫酸与水中的其它化学物质反应，使处理后出水显色，使最终经过废水处理系统后的

出水呈无色、透明状，降低了污染，并且通过多次检测求取平均值，来保证测量的数据的准

确性，防止了检测失误，造成污染，而通过干燥处理沉淀池中的沉淀物，将其可以合理保存

处理，方便安全。

附图说明

[0030]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1] 在附图中：

[0032] 图1是本发明的步骤流程示意图；

[0033] 图2是本发明的浊度测定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5] 实施例1：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

变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6] S1、取该选矿废水，加硫酸将废水pH值调至7.5，搅拌反应；

[0037] S2、再加450mg/L·废水用量氯酸钠，搅拌反应；

[0038] S3、再加15mg/L·废水用量PAC，搅拌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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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S4、最后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后静置沉淀；

[0040] S5、沉淀后的出水即呈无色、透明状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0041] S6、进行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排放。

[0042]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中废水用量硫酸含量为280mg/L。

[004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中搅拌时间为3min；

[0044] 步骤S2中搅拌时间为5min；

[0045] 步骤S3中搅拌时间为5min；

[0046] 步骤S4中搅拌时间为3min。

[004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4中静置沉淀1h。

[004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2-S4中均在反应池中进行反应，步骤S5在沉淀池进行沉

淀。

[004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S4中转速为13rpm/min。

[005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6中检测分析包括PH测定和浊度测定；

[0051] PH测定是通过对沉淀池不同位置通过PH测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PH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52] 浊度测定包括如下步骤：

[0053] 1)、首先目测沉淀池中固液分离后，水质在静止状态下，是否无颜色，然后是否无

漂浮物；

[0054] 2)、接着通过浊度计对沉淀池不同位置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测量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55]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2中浊度计使用前进行手动校准。

[005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5中沉淀物通过干燥机进行干燥，干燥水分低于1.5％。

[0057]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6中对于排放的污水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率为0.7L/M3。

[0058] 实施例2：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

变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9] S1、取该选矿废水，加硫酸将废水pH值调至7.5，搅拌反应；

[0060] S2、再加450mg/L·废水用量氯酸钠，搅拌反应；

[0061] S3、再加15mg/L·废水用量PAC，搅拌反应；

[0062] S4、最后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后静置沉淀；

[0063] S5、沉淀后的出水即呈无色、透明状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0064] S6、进行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排放。

[0065]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中废水用量硫酸含量为250-300mg/L。

[006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中搅拌时间为2min；

[0067] 步骤S2中搅拌时间为4min；

[0068] 步骤S3中搅拌时间为4min；

[0069] 步骤S4中搅拌时间为2min。

[007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4中静置沉淀0.8h。

[007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2-S4中均在反应池中进行反应，步骤S5在沉淀池进行沉

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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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S4中转速为15rpm/min。

[007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6中检测分析包括PH测定和浊度测定；

[0074] PH测定是通过对沉淀池不同位置通过PH测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PH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75] 浊度测定包括如下步骤：

[0076] 1)、首先目测沉淀池中固液分离后，水质在静止状态下，是否无颜色，然后是否无

漂浮物；

[0077] 2)、接着通过浊度计对沉淀池不同位置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测量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7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2中浊度计使用前进行手动校准。

[007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5中沉淀物通过干燥机进行干燥，干燥水分低于1.5％。

[008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6中对于排放的污水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率为0.5L/M3。

[0081] 实施例3：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技术方案，一种消除选矿废水处理过程中废水

变色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2] S1、取该选矿废水，加硫酸将废水pH值调至7.5，搅拌反应；

[0083] S2、再加450mg/L·废水用量氯酸钠，搅拌反应；

[0084] S3、再加15mg/L·废水用量PAC，搅拌反应；

[0085] S4、最后再加入2mg/L·废水用量PAM，搅拌反应后静置沉淀；

[0086] S5、沉淀后的出水即呈无色、透明状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0087] S6、进行检测分析，合格后进行排放。

[008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中废水用量硫酸含量为300mg/L。

[008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中搅拌时间为4min；

[0090] 步骤S2中搅拌时间为6min；

[0091] 步骤S3中搅拌时间为6min；

[0092] 步骤S4中搅拌时间为4min。

[009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4中静置沉淀1.5h。

[0094]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2-S4中均在反应池中进行反应，步骤S5在沉淀池进行沉

淀。

[0095]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1-S4中转速为10rpm/min。

[0096]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6中检测分析包括PH测定和浊度测定；

[0097] PH测定是通过对沉淀池不同位置通过PH测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PH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098] 浊度测定包括如下步骤：

[0099] 1)、首先目测沉淀池中固液分离后，水质在静止状态下，是否无颜色，然后是否无

漂浮物；

[0100] 2)、接着通过浊度计对沉淀池不同位置定器取样三次，将三次所得的测量值进行

求和除以次数，求得平均值。

[010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2中浊度计使用前进行手动校准。

[0102]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5中沉淀物通过干燥机进行干燥，干燥水分低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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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步骤S6中对于排放的污水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率为1L/M3。

[0104] 通过实施例1-3制成如下表格：

[0105]

[0106] 通过测量，均是复合绿化标准，且PH合格，但是在使用中降低转速而提高时间造成

可见物的产生，从而需要提高沉淀时间，综合得知，实施例1适合推广使用。

[01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结构科学合理，使用安全方便，调节

PH值，将硫酸加至最前端操作，使水先变色，然后再加氯酸钠进行COD氧化降解，防止了水质

由于硫酸与水中的其它化学物质反应，使处理后出水显色，使最终经过废水处理系统后的

出水呈无色、透明状，降低了污染，并且通过多次检测求取平均值，来保证测量的数据的准

确性，防止了检测失误，造成污染，而通过干燥处理沉淀池中的沉淀物，将其可以合理保存

处理，方便安全。

[0108]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

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

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

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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