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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属于废水处

理技术领域。该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包括：

进水系统、一级处理系统、二级处理系统、产水系

统和污泥处理系统；一级处理系统包括FeSO4加

药装置、H2O2加药装置、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

和一级MCR池；二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三

级反应池和二级MCR池。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多

级反应池对不同重金属离子进行处理并且设置

了多级MCR池，从而降低处理成本，提高出水水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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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水系统、一级处理系统、二级处

理系统、产水系统和污泥处理系统；

进水系统包括调节池，调节池设有液位计一，并在出口设有进水泵；

一级处理系统包括FeSO4加药装置、H2O2加药装置、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和一级MCR

池，其中，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和一级MCR池依次设置，一级反应池设有ORP计，二级反应

池设有pH计一，一级MCR池设有液位计二；一级反应池通过管路与进水泵连通，FeSO4加药装

置和H2O2加药装置对应一级反应池设置，一级MCR池设有一级MCR；

二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三级反应池和二级MCR池，其中，一级MCR通过一级产水

组件与三级反应池连接，三级反应池设有pH计二，二级MCR池中设有液位计三和二级MCR，二

级MCR通过二级产水组件与产水池连通，产水池中设有液位计四；

对应二级反应池和三级反应池，设置有NaOH加药装置；对应一级MCR和二级MCR，设有曝

气风机；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和三级反应池分别通过放空管路与调节池连接；

污泥处理系统包括先后连接的污泥池和泥水分离器，一级MCR通过一级排泥组件和污

泥池连通，二级MCR通过二级排泥组件和污泥池连通；对应泥水分离器，设置有PAC加药装置

和PAM加药装置，泥水分离器出水端与调节池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一级产水组件包括连

接一级MCR出水口和三级反应池的一级MCR产水管，以及沿一级MCR产水管设置的一级MCR产

水电动阀、一级MCR产水泵和一级MCR产水流量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二级产水组件包括连

接二级MCR出水口和产水池的二级MCR产水管，以及沿二级MCR产水管设置的二级MCR产水电

动阀、二级MCR产水泵和二级MCR产水流量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一级处理系统还设有

一级MCR反洗组件；一级MCR反洗组件包括一级MCR反洗管，一级MCR反洗管与一级MCR产水管

连通，沿一级MCR反洗管设有一级MCR反洗泵、一级MCR反洗流量计和一级MCR反洗电动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二级处理系统还设有

二级MCR反洗组件；二级MCR反洗组件包括二级MCR反洗管，二级MCR反洗管与二级MCR产水管

连通，沿二级MCR反洗管设有二级MCR反洗泵、二级MCR反洗流量计和二级MCR反洗电动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一级排泥组件包括一

级排泥管，以及沿一级排泥管设置的一级MCR排泥泵和一级MCR排泥电动阀。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二级排泥组件包括二

级排泥管，以及沿二级排泥管设置的二级MCR排泥泵和二级MCR排泥电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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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一种废水处理领域的技术，具体是一种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硫酸镍溶解后可用作电镀、化学镀表面处理技术的镀液、电池正极材料等，还

用于制备其他镍盐，如氟化镍、氨基磺酸镍、硝酸镍、氧化镍等，也可以用作有机合成等反应

的催化剂。我国目前工业硫酸镍年产能约为100kt(以NiSO4·6H2O计)。国内金川集团、吉恩

镍业主要生产使用硫化镍为原料生产硫酸镍，其原料中伴随着镍铜钴以及铂族金属等有价

金属，在精炼提纯分离中产出大量不同浓度、不同介质的含镍溶液，包括萃取工序产生的氯

化铜锰液、硫酸钠萃余液、P204萃余液、C272萃取的镍皂后液、C272萃取的洗镁液等，该类废

水具有产出量大、含有有机物、重金属离子种类多的特点，一般均含有Ni、Co、Cu、Pb、As等，

而排放标准较为严格，要求各重金属离子全部达标排放。

[0003] 硫酸镍生产废水目前常用工艺为化学沉淀法，通过添加氢氧化钠调节pH将重金属

离子转化为氢氧化物沉淀，然后进一步添加硫化钠形成硫化物沉淀，通过混凝等方式将重

金属离子去除，最后通过吸附树脂等对废水中重金属离子进行进一步去除，保证达标排放。

由于硫酸镍生产废水重金属种类多，含有Ni、Co、Cu、Pb、As、Hg等重金属离子，而不同重金属

离子去除所需药剂不同，通过单一化学沉淀不能将所有重金属离子去除，进而导致出水超

标；去除不同金属离子的最佳pH有较大差别，在后续工艺会添加硫化钠对金属离子进行进

一步去除的条件下，处理效果仍不稳定；萃取剂会与重金属离子形成络合，导致重金属沉淀

不完全，进而导致出水超标；使用混凝进行重金属的分离，需添加大量混凝药剂，药剂费用

高、污泥产生量大；吸附树脂需要频繁再生，运行成本高，运行维护困难。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由此而来。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了一种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

统，通过设置多级反应池对不同重金属离子进行处理并且设置了多级MCR池，从而降低处理

成本，提高出水水质。

[0006] 本实用新型包括：进水系统、一级处理系统、二级处理系统、产水系统和污泥处理

系统。

[0007] 进水系统包括调节池，调节池设有液位计一，并在出口设有进水泵。

[0008] 一级处理系统包括FeSO4加药装置、H2O2加药装置、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和一级

MCR池，其中，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和一级MCR池依次设置，一级反应池设有ORP计，二级

反应池设有pH计一，一级MCR池设有液位计二；一级反应池通过管路与进水泵连通，FeSO4加

药装置和H2O2加药装置对应一级反应池设置，一级MCR池设有一级MCR。

[0009] 二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三级反应池和二级MCR池，其中，一级MCR通过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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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水组件与三级反应池连接，三级反应池设有pH计二，二级MCR池中设有液位计三和二级

MCR，二级MCR通过二级产水组件与产水池连通，产水池中设有液位计四。

[0010] 对应二级反应池和三级反应池，设置有NaOH加药装置；对应一级MCR和二级MCR，设

有曝气风机；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和三级反应池分别通过放空管路与调节池连接。

[0011] 污泥处理系统包括先后连接的污泥池和泥水分离器，一级MCR通过一级排泥组件

和污泥池连通，二级MCR通过二级排泥组件和污泥池连通；对应泥水分离器，设置有PAC加药

装置和PAM加药装置，泥水分离器出水端与调节池连通。

[0012] 优选地，一级产水组件包括连接一级MCR出水口和三级反应池的一级MCR产水管，

以及沿一级MCR产水管设置的一级MCR产水电动阀、一级MCR产水泵和一级MCR产水流量计。

[0013] 优选地，二级产水组件包括连接二级MCR出水口和产水池的二级MCR产水管，以及

沿二级MCR产水管设置的二级MCR产水电动阀、二级MCR产水泵和二级MCR产水流量计。

[0014] 优选地，一级处理系统还设有一级MCR反洗组件；一级MCR反洗组件包括一级MCR反

洗管，一级MCR反洗管与一级MCR产水管连通，沿一级MCR反洗管设有一级MCR反洗泵、一级

MCR反洗流量计和一级MCR反洗电动阀。

[0015] 优选地，二级处理系统还设有二级MCR反洗组件；二级MCR反洗组件包括二级MCR反

洗管，二级MCR反洗管与二级MCR产水管连通，沿二级MCR反洗管设有二级MCR反洗泵、二级

MCR反洗流量计和二级MCR反洗电动阀。

[0016] 优选地，一级排泥组件包括一级排泥管，以及沿一级排泥管设置的一级MCR排泥泵

和一级MCR排泥电动阀。

[0017] 优选地，二级排泥组件包括二级排泥管，以及沿二级排泥管设置的二级MCR排泥泵

和二级MCR排泥电动阀。

[0018] 技术效果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20] 1)通过设置多级反应池对不同重金属离子(As、Pb、Ni、Cu、Co)有层次地进行处理，

从而提高出水水质，增加出水稳定性；

[0021] 2)设置了多级MCR池进行泥水分离，降低了药剂使用量以及污泥产量，且MCR池土

地占用少，运行维护简单。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图1中A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图1中B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1中C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5为图1中D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7] 图6为图1中E区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

[0029] 调节池10、液位计一11、进水泵12；

[0030] 一级反应池21、二级反应池22、一级MCR池23、ORP计24、pH计一25、液位计二26；

[0031] 三级反应池31、二级MCR池32、pH计二33、一级MCR产水管34、一级MCR产水电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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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一级MCR产水泵36、一级MCR产水流量计37、液位计三38；

[0032] 产水池41、液位计四42、二级MCR产水管43、二级MCR产水流量计44、二级MCR产水泵

45、二级MCR产水电动阀46；

[0033] 污泥池51、泥水分离器52、污泥池液位计53、污泥池排泥管54、污泥池排泥泵55、污

泥池排泥电动阀56、污泥池排泥流量计57、PAC加药装置58、PAM加药装置59；

[0034] 一级排泥管71、二级排泥管72、一级MCR排泥电动阀73、一级MCR排泥泵74、二级MCR

排泥电动阀75、二级MCR排泥泵76；

[0035] 二级MCR反洗管81、二级MCR反洗泵82、二级MCR反洗流量计83、二级MCR反洗电动阀

84、一级MCR反洗管85、一级MCR反洗泵86、一级MCR反洗流量计87、一级MCR反洗电动阀88。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详细描述。

[0037] 实施例1

[0038]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施例涉及一种硫酸镍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包括进水系统、一

级处理系统、二级处理系统、产水系统和污泥处理系统。

[0039] 进水系统包括调节池10，调节池设有液位计一11，并在出口设有进水泵12。

[0040] 一级处理系统包括FeSO4加药装置61、H2O2加药装置62、一级反应池21、二级反应池

22和一级MCR池23，其中，一级反应池21、二级反应池22和一级MCR池23依次设置，一级反应

池21设有ORP计24，二级反应池22设有pH计一25，一级MCR池23设有液位计二26；一级反应池

21通过进水管13与进水泵12连通，FeSO4加药装置61和H2O2加药装置62对应一级反应池21设

置，一级MCR池23设有一级MCR。

[0041] 二级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三级反应池31和二级MCR池32；

[0042] 一级MCR通过一级产水组件与三级反应池31连接，一级产水组件包括连接一级MCR

出水口和三级反应池的一级MCR产水管34，以及沿一级MCR产水管34设置的一级MCR产水电

动阀35、一级MCR产水泵36和一级MCR产水流量计37；三级反应池31设有pH计二33；

[0043] 二级MCR池32中设有液位计三38和二级MCR，二级MCR通过二级产水组件与产水池

连通；二级产水组件包括连接二级MCR出水口和产水池41的二级MCR产水管43，以及沿二级

MCR产水管43设置的二级MCR产水电动阀46、二级MCR产水泵45和二级MCR产水流量计44；产

水池41中设有液位计四42。

[0044] 对应二级反应池22和三级反应池31，设置有NaOH加药装置62；对应一级MCR和二级

MCR，设有曝气风机64；一级反应池21、二级反应池22和三级反应池31分别通过放空管路与

调节池10连接，放空管路设有放空阀。

[0045] 污泥处理系统包括污泥池51和泥水分离器52，两者通过污泥池排泥管54连接，沿

污泥池排泥管54设置有污泥池排泥泵55、污泥池排泥电动阀56和污泥池排泥流量计57，污

泥池51设有污泥池液位计53；一级MCR通过一级排泥组件和污泥池51连通，二级MCR通过二

级排泥组件和污泥池51连通；对应泥水分离器52，设置有PAC加药装置58和PAM加药装置59，

泥水分离器出水端与调节池10连通。

[0046] 一级排泥组件包括一级排泥管71，以及沿一级排泥管设置的一级MCR排泥电动阀

73和一级MCR排泥泵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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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二级排泥组件包括二级排泥管72，以及沿二级排泥管设置的二级MCR排泥电动阀

75和二级MCR排泥泵76。

[0048] 一级处理系统还设有一级MCR反洗组件；一级MCR反洗组件包括一级MCR反洗管85，

一级MCR反洗管85与一级MCR产水管34连通，沿一级MCR反洗管85设有一级MCR反洗泵86、一

级MCR反洗流量计87和一级MCR反洗电动阀88。

[0049] 二级处理系统还设有二级MCR反洗组件；二级MCR反洗组件包括二级MCR反洗管81，

二级MCR反洗管81与二级MCR产水管连通，沿二级MCR反洗管81设有二级MCR反洗泵82、二级

MCR反洗流量计83和二级MCR反洗电动阀84。

[0050] 针对一级MCR反洗组件和二级MCR反洗组件，设置负压传感器，监控管路压力。

[0051] 一级MCR产水电动阀、一级MCR反洗电动阀、一级MCR排泥电动阀、二级MCR产水电动

阀、二级MCR反洗电动阀、二级MCR排泥电动阀、污泥池排泥电动阀分别与电气控制柜电连

接。

[0052] 本实施例的工作过程如下。

[0053] 1、进水系统：

[0054] 硫酸镍生产中产生的P204萃余液、C272萃余液、C272萃取洗镁液、氯化铜锰液、硫

酸钠萃余液等排放进入调节池进行水量和水质调节；液位计一用于监控调节池中液位，当

处于低液位时，关闭进水泵，当处于高液位时，打开进水泵；进水泵将调节池废水通过进水

管输送至一级反应池内。

[0055] 2、一级处理系统：

[0056] FeSO4加药装置、H2O2加药装置通过加药管一和加药管二向一级反应池中投加对硫

酸亚铁和双氧水对水中的络合物进行破络，同时将三价砷氧化为五价砷，并生成沉淀。控制

反应ORP为200～300mv，双氧水与硫酸亚铁摩尔比为10:1～1:1，反应时间为30～60min；一

级反应池出水溢流至二级反应池，NaOH加药装置通过加药管三向二级反应池中投加氢氧化

钠将pH调整至9.5左右，反应时间30～60min将Pb转化为沉淀；二级反应池出水溢流至一级

MCR池，通过MCR膜进行过滤，MCR系统使用浸没式超滤系统，膜材料为PTFE，通量为5～

30LMH；污水在一级MCR产水泵的抽吸下，输送至三级反应池。通过液位计二监测一级MCR池

内中液位，当处于低液位时，关闭一级MCR产水泵及一级MCR产水电动阀，当处于高液位时，

开启一级MCR产水泵及一级MCR产水电动阀。

[0057] 3、二级处理系统：

[0058] NaOH加药装置通过加药管四向三级反应池中投加氢氧化钠将pH调整至11～12将

Ni、Cu、Co转化为沉淀，反应时间30～60min；三级反应池出水溢流至二级MCR池，通过与一级

MCR池中相同的MCR膜进行过滤，废水在二级MCR产水泵的抽吸下，输送至产水池。通过液位

计三监测二级MCR池液位，当处于低液位时，关闭二级MCR产水泵及二级MCR产水电动阀，当

处于高液位时，开启二级MCR产水泵及二级MCR产水电动阀。

[0059] 4、产水系统：

[0060] 产水池水可以作为矿山洗砂水回用，也可以为一级MCR和二级MCR反洗提供水源，

液位计四用于监测产水池中液位，当处于低液位时，停止一级MCR反洗泵及二级MCR反洗泵，

以保护水泵电机，当处于高液位时，可以开启水泵；在自控程序的控制下，可以实现定期对

MCR膜箱的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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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5、污泥处理系统：

[0062] 一级反应池、二级反应池、三级反应池均设置有放空阀，分别通过放空管一、放空

管二、放空管三与调节池相连，当需要放空时，将池内的废水排入调节池。一级MCR池和二级

MCR池分别通过一级MCR排泥电动阀、二级MCR排泥电动阀和排泥管一、排泥管二与污泥池相

连，当需要排泥时排泥电动阀打开，泥水混合物通过排泥管一、排泥管二排入污泥池，污泥

在此池内进行浓缩。污泥池内设置有液位计五，当处于高液位时，泥水分离系统开始工作，

当处于低液位时，停止泥水分离系统工作。泥水分离器运行与PAC加药装置、PAM加药装置、

污泥池排泥泵及污泥池排泥电动阀联动，当泥水分离器开始运行时，污泥池排泥电动阀启

动，污泥池排泥泵启动，PAC加药装置、PAM加药装置启动，分别向污泥添加絮凝剂和助凝剂，

污泥通过污泥浓缩管，输送至泥水分离器，进行压滤，干泥委外处理，滤液可回流至调节池。

[0063] 6、电控系统：

[0064] 各水泵、风机、加药装置、自动阀们、电子仪表等通过电缆线及信号线，接入电气控

制柜，最终设备的运行由电控程序控制。具体连接方式属于常规技术手段，在此不做赘述。

电控系统由智能化系统控制，能根据工艺的需求设定所需的参数，然后控制各个设备、仪

表、阀门等自动智能化运行，满足变压器生产废水的处理。

[0065]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

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

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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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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