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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

金属离子的方法，包括反应设备和反应工艺。反

应设备包括反应釜釜体，反应釜釜体内安装有贯

穿釜体的搅拌桨，搅拌桨由平叶桨和多孔平叶式

涡轮桨组成；反应釜内设置有多孔筛板将反应釜

内划分为反应区和熟化区；反应釜釜体设有进液

口和进气口；反应釜体内对应熟化区设有出液

口；反应釜釜体顶部设有排气口。高盐溶液和硫

化氢气体在反应器的底部反应区经搅拌桨的涡

轮的剧烈搅拌，两相密切接触、充分反应；反应完

成后进入熟化区进行深度反应和气液分离，分离

后的未反应气体经过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液体经出液口溢流出釜。反应后的高盐水溶液中

的重金属离子可降低至0.0005g/L以下，满足高

盐水溶液净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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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由以下设备和工艺完成：

反应设备：包括反应釜釜体，反应釜釜体内安装有贯穿釜体的搅拌桨，该搅拌桨的通过

安装在反应釜顶部的变频电机提供动力；反应釜内设置有多孔筛板，该多孔筛板将反应釜

内划分为反应区和熟化区；所述搅拌桨由2-3层平均分布的平叶桨和4-6片多孔平叶式涡轮

桨组成，且搅拌桨的平叶桨安装在熟化区，多孔平叶式涡轮桨安装在反应区；反应釜釜体底

部设有进液口和进气口；反应釜体内对应熟化区设有出液口；反应釜釜体顶部设有排气口，

并在排气口和进气口上安装有可调泄压阀或闸阀；

反应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1）关闭出液口阀门和进气口阀门，开启进液口阀门和排气口阀门，保证反应装置气密

性；

（2）在反应釜釜体内以液体流速25L/h  ~250L/h通入高盐水，在设定的搅拌速度下边搅

拌边进液；

（3）待釜内液体到达釜体积1/6时，停止进液，开启进气口阀门，通入硫化氢气体，并控

制硫化氢气体流速为硫化氢与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摩尔比为1:1~1:2；进气时间为进液时

间的2倍；

（4）液体和气体同时进釜，液体流速为25L/h  ~250L/h，气体流速按照硫化氢与高盐水

中重金属离子摩尔比1:1~1:2对应气体流速；

（5）待液位至自动检测器检测端口时，开启检测设备，检测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的变

化，记录溶液的电位数值，并控制反应终点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小于-50mv；

（6）待液位高于出液口时，开启出液口阀门，保持液体和气体进液速率，监测溶液的氧

化还原电位，平稳运行1~3h后关闭系统，反应后的剩余气体经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7）出液口溢流出的溶液经慢速滤纸过滤后，测定滤液的目标金属离子含量；

（8）运行停止后，釜内液体可经下料口排出釜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设备中，反应釜釜体上对应熟化区靠近筛板设有检测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设备中，出液口采用直角弯管设计。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设备中，在搅拌桨与反应釜釜体之间设有密封填料圈。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设备中，在反应釜底板中心设有凹槽，搅拌桨的端头在凹槽内灵活转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设备中，在反应釜底部对应底板凹槽处设有下料口。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工艺的步骤（2）中，高盐水为氯化钠水溶液、硫酸钠水溶液、氯化镍水溶液、硫酸镍水溶液

或其混合溶液，且高盐水的pH=1.0~4.0。

8.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应工艺的步骤（2）中，高盐水的温度在25℃~70℃。

9.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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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工艺的步骤（3）、（4）中，高盐水中的重金属离子为铜离子、铅离子、镍离子、砷酸根离子。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反应工艺的中，搅拌桨叶外周线速度在1.5m/s~3.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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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尤其涉及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

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用于湿法冶金、化工的水质净化。

背景技术

[0002] 重金属污染已成为今天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因为他们对环境顽固不化和持久

性的危害，所以重金属污染受到特别关注。污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去除方法有很多，针对不同

的重金属离子有着不同的去除方法。化学沉淀法是使重金属废水中呈溶解状态的重金属转

变为不溶于水的重金属化合物的方法，包括氢氧化物沉淀法、碳酸盐沉淀法和硫化物沉淀

法等。硫化物沉淀法中，由于硫化氢是一种具有水溶性的腐蚀性气体，可以作为沉淀重金属

离子的硫源。目前，硫化物沉淀法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中，采用的设备工艺主要是气液

两相反应，作为常见的化学反应，主要是将气体分散并溶于液体中进行反应，采用的设备是

搅拌鼓泡反应器。搅拌鼓泡反应器作为一种常见的气液反应装置，是以液相为连续相、气相

为分散相的气液反应器。根据气体导入方式的不同，搅拌鼓泡反应器可以分为强制分散式、

自吸分散式和表面充气分散式。搅拌反应器需要消耗动力，如何合理利用搅拌器的动力是

其节能的重点。

[0003] 金属的硫化物的溶度积常数较小，一般用以指导溶液中重金属离子的移除工作

（机理：Mn+  +  S2-  =  M2Sn↓）。重金属离子沉淀剂的二价硫负离子的来源包括硫化氢、硫化钠、

硫化镍、硫化钡等含硫化合物。硫化钠作为硫源易于向待净化的高盐溶液中引入过量的钠，

造成体系钠富集进而产生不利影响；硫化镍作为硫源需要保持一定的活性并且其制备工艺

要求严格、步骤繁琐；而对于非镍体系易于引入重金属离子，增加净化成本；硫化钡作为硫

源适用于含有硫酸根负离子的体系，对于非硫酸体系易于造成净化体系钡离子超标；硫化

氢作为硫源能够有效避免上述硫化试剂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可作为无碱金属元素和重金属

元素引入的清洁型硫化剂使用。但是，硫化氢常以气体形态存在，如何提高硫化氢利用率和

气液反应速率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在综合考虑各种形式的搅拌鼓泡反应器的优缺点和硫化

氢特点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一款适用于硫化氢去除重金属离子的反应效率高、运行平稳、

反应进程可监测、节能型气液反应设备。利用这一设备去除氯化镍水溶液、硫酸镍水溶液、

氯化钠水溶液、硫酸钠水溶液或几种溶液的混合液中的铜离子、铅离子、锌离子、镍离子或

砷酸根的方法还未见文献报道。使用这种设备在一定搅拌速度、一定反应时间，及在一定的

溶液温度、溶液pH、摩尔比、反应时间等条件下，控制溶液终点的氧化还原电位，反应完成后

可将溶液中的有害金属离子浓度降低至0.0005g/L以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以确保硫化

氢与重金属离子高效反应、运行平稳、合理利用其机械动力。

[0005] 本发明硫化氢去除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的方法，由以下设备和工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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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设备：包括反应釜釜体，反应釜釜体内安装有贯穿釜体的搅拌桨，该搅拌桨的通过

安装在反应釜顶部的变频电机提供动力；反应釜内设置有多孔筛板，该多孔筛板将反应釜

内划分为反应区和熟化区；所述搅拌桨由2-3层平均分布的平叶桨和4-6片多孔平叶式涡轮

桨组成，且搅拌桨的平叶桨安装在熟化区，多孔平叶式涡轮桨安装在反应区；反应釜釜体底

部设有进液口和进气口；反应釜体内对应熟化区设有出液口；反应釜釜体顶部设有排气口，

并在排气口和进气口上安装有可调泄压阀或闸阀。

[0006] 为了便于监测气液反应进程，反应釜釜体上对应熟化区靠近筛板设有检测口，如

pH检测口、温度检测口、氧化还原电位检测口等。为了保证出液口高度低于液面高度，出液

口采用直角弯管设计。

[0007] 为了保证反应釜的气密性，在搅拌桨与反应釜釜体之间设有密封填料圈。

[0008] 为了保证搅拌桨工作时的稳定性，在反应釜底板中心设有凹槽，搅拌桨的端头在

凹槽内灵活转动。

[0009] 在反应釜底部对应底板凹槽处设有下料口，用于反应结束后排出釜内液体。

[0010] 反应工艺：高盐水由底部进液口进入反应釜，硫化氢气体经由底部进气口进入反

应釜。镍电解液和硫化氢气体在反应器的底部反应区经搅拌桨的涡轮部分的剧烈搅拌、两

相密切接触、充分反应；反应完成后进入熟化区进行深度反应和气液分离，分离后的未反应

气体经过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液体经出液口溢流出釜。具体操作如下：

（1）关闭出液口阀门和进气口阀门，开启进液口阀门和排气口阀门，保证反应装置气密

性；

（2）在反应釜釜体内以液体流速25L/h  ~250L/h通入高盐水，在设定的搅拌速度下边搅

拌边进液；其中，高盐水为氯化钠水溶液、硫酸钠水溶液、氯化镍水溶液、硫酸镍水溶液或其

混合溶液，且高盐水的pH=1.0~4.0，温度在25℃~70℃；

（3）待釜内液体到达釜体积1/6时，停止进液，开启进气口阀门，通入硫化氢气体，并控

制硫化氢气体流速为硫化氢与高盐水中重金属离子摩尔比为1:1~1:2；进气时间为进液时

间的2倍；

（4）液体和气体同时进釜，液体流速为25L/h  ~250L/h，气体流速按照硫化氢与高盐水

中重金属离子摩尔比1:1~1:2对应气体流速；

（5）待液位至自动检测器检测端口时，开启检测设备，检测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的变

化，记录溶液的电位数值，并控制反应终点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小于-50mv；

（6）待液位高于出液口时，开启出液口阀门，保持液体和气体进液速率，监测溶液的氧

化还原电位，平稳运行1~3h后关闭系统，反应后的剩余气体经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7）出液口溢流出的溶液经慢速滤纸过滤后，测定滤液的目标金属离子含量；

（8）运行停止后，釜内液体可经下料口排出釜内。

[0011] 上述整个工艺的中，搅拌桨叶外周线速度为1.5~3.5m/s；

经检测，反应后的高盐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浓度降低至0.0005g/L以下，满足高盐水溶液

净化要求。此外，反应速率由气液进液速率调控、反应程度由搅拌速率调控、反应进程由所

配置监测装置实行在线监测并指导反应参数调节，完全满足净化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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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气液反应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1，对本发明用于硫化氢去除重金属离子的装置和方法作进一步详

细说明。

[0014] 实施例1

反应装置：包括反应釜14，反应釜釜体14内安装有贯穿釜体的搅拌桨4，且搅拌桨4与反

应釜釜体14之间通过密封填料圈2密封。反应釜釜体内设置有多孔筛板7，该多孔筛板将反

应釜划分为反应区15和熟化区16。搅拌桨4由三层平均分布的平叶桨和六片多孔平叶式涡

轮桨组成（孔径为0.5~5mm，搅拌桨材料为耐酸碱腐蚀的钛合金、锆合金、镍合金材料。），且

平叶桨安装在反应釜的熟化区16，多孔平叶式涡轮桨安装在反应釜的反应区15；搅拌桨4通

过安装在反应釜顶部的变频电机1提供动力。在反应釜底板中心设有凹槽9，搅拌桨4的端头

可在凹槽9内灵活转动。反应釜釜体底部设有进液口12和进气口10；反应釜体内对应熟化区

16设有出液口13（采用直角弯管设计，且出液口高度低于液面高度）；反应釜釜体顶部设有

排气口3，并在排气口3和进气口10上安装有可调泄压阀或闸阀。反应釜釜体14上对应熟化

区16靠近筛板7处设有检测口5、6。在反应釜底部对应底板凹槽9处设有下料口11。

[0015] 反应工艺：利用上述装置对pH=1.5的氯化镍和硫酸镍混合高盐溶液中的铜和砷离

子进行一段连续深度除铜和砷实验。设置搅拌桨叶外周线速度为1.6m/s，硫化氢与铜离子

摩尔比为1:1.8，反应液温度为65℃，设定液体到达出液口的时间为15min。具体操作流程

为：

（1）关闭出液口阀门和进气口阀门，开启进液口阀门和出气口阀门，保证反应装置气密

性；

（2）在反应釜内按照设计液体流量（35L/h）通入混合高盐溶液，边搅拌边进液；

（3）待釜内液体到达釜体积1/6时，停止进液，开启进气口阀门，通入通入硫化氢气体，

设定气体流速为：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1:0.9，进气时间为进液时间的2倍；

（4）液体和气体同时进釜，液体流速为设定流量，气体按照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

1.8所对应气体流速；

（5）待液位至自动检测器检测口时，开启检测设备，检测到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为-

58mv；

（6）待液位高于出液口位置时，开启出液口阀门，保持液体和气体进液速率，平稳运行

3h后关闭系统，反应后的剩余气体经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7）出液口溢流出的溶液经慢速滤纸过滤后，测定滤液的铜离子含量；经分析表明，溶

液中的铜离子含量小于0.00005g/L，溶液中砷含量小于0.0001g/L；

（8）运行停止后，釜内液体可经下料口排出釜内。

[0016] 实施例2

反应装置：同实施例1。

[0017] 反应工艺：利用上述装置对pH=2.5的氯化钠和硫酸钠混合高盐溶液中的铜、镍、

铅、锌离子进行一段连续深度除铜、镍、铅、锌实验。设置搅拌桨叶外周线速度为3.1m/s，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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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氢与重金属离子摩尔比为2 .0，反应液温度为65℃，设定液体到达13出口的时间为

5.3min。具体操作流程为：

（1）关闭出液口阀门和进气口阀门，开启进液口阀门和出气口阀门，保证反应装置气密

性；

（2）在反应釜内按照设计液体流量（100L/h）通入混合高盐溶液，边搅拌边进液；

（3）待釜内液体到达釜体积1/6后，停止进液，开启进气口阀门，通入硫化氢气体，设定

气体流速为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1:1，进气时间为进液时间的2倍；

（4）液体和气体同时进釜，液体流速为设定流量，气体按照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

2.0所对应气体流速；

（5）待液位至自动检测器检测端口时，开启检测设备，检测到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为-

78mv；

（6）待液位高于出液口位置时，开启出液口阀门，保持液体和气体进液速率，平稳运行

0.2h后关闭系统，反应后的剩余气体经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7）出液口溢流出的溶液经慢速滤纸过滤后，测定滤液的铜离子含量；经分析表明，溶

液中的铜离子含量小于0.00005g/L、镍离子含量小于0.0001g/L、铅离子含量小于0.0001g/

L、锌离子含量小于0.00005g/L；

（8）运行停止后，釜内液体可经下料口排出釜内。

[0018] 实施例3

反应装置：同实施例1。

[0019] 反应工艺：利用上述装置对pH=4.5的氯化钠高盐溶液中的铜、镍、铅、锌和砷离子

进行一段深度移除实验。设置搅拌桨叶外周线速度为2.5m/s，硫化氢与重金属离子摩尔比

为2.0，反应液温度为65℃，设定液体到达13出口的时间为21min。具体操作流程为：

（1）关闭出液口阀门和进气口阀门，开启进液口阀门和出气口阀门，保证反应装置气密

性；

（2）在反应釜内按照设计液体流量（25L/h）通入混合高盐溶液，边搅拌边进液；

（3）待釜内液体到达釜体积1/6时后停止进液，开启进气口阀门，通入硫化氢气体，设定

气体流速为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1:1，进气时间为进液时间的2倍；

（4）液体和气体同时进釜，液体流速为设定流量，气体按照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

2.0所对应气体流速；

（5）待液位至自动检测器检测端口时，开启检测设备，检测到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为-

63mv；

（6）待液位高于出液口位置时，开启出液口阀门，保持液体和气体进液速率，平稳运行

0.4h后关闭系统，反应后的剩余气体经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7）出液口溢流出的溶液经慢速滤纸过滤后，测定滤液的铜离子含量；经分析表明，溶

液中的铜、镍、铅、锌、砷离子浓度均小于0.0001g/L；

（8）运行停止后，釜内液体可经下料口排出釜内。

[0020] 实施例4

反应装置：同实施例1。

[0021] 反应工艺：利用上述装置对pH=3.5的硫酸镍高盐溶液中的铜离子进行一段连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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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移除实验。设置搅拌桨叶外周线速度为1.5m/s，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1.3，反应液温

度为65℃，设定液体到达13出口的时间为15min。具体操作流程为：

（1）关闭出液口阀门和进气口阀门，开启进液口阀门和出气口阀门，保证反应装置气密

性；

（2）在反应釜内按照设计液体流量（35L/h）通入硫酸镍高盐溶液，边搅拌边进液；

（3）待釜内液体到达釜体积1/6后，停止进液，开启进气口阀门，通入硫化氢气体，设定

气体流速为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1:0.65，进气时间为进液时间的2倍；

（4）液体和气体同时进釜，液体流速为设定流量，气体按照硫化氢与铜离子摩尔比为

1.3所对应气体流速；

（5）待液位至自动检测器检测端口时，开启检测设备，检测到溶液的氧化还原电位为-

52mv；

（6）待液位高于出液口位置时，开启出液口阀门，保持液体和气体进液速率，平稳运行

3h后关闭系统，反应后的剩余气体经排气口进入尾气吸收系统；

（7）出液口溢流出的溶液经慢速滤纸过滤后，测定滤液的铜离子含量；经分析表明，溶

液中的铜离子浓度小于0.0001g/L；

（8）运行停止后，釜内液体可经下料口排出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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