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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

处理酸性废水的方法，经过溶解‑配置石灰乳‑沉

淀‑污泥利用‑一次中和‑二次中和‑沉淀‑砂滤‑

浓缩‑蒸发结晶等步骤，使钠基脱硫灰中的碱金

属和冷轧酸性废水中的氯离子反应，再通过蒸发

结晶形成工业盐，使工业固废的有价成分得到稳

定收集和有效利用，实现了钠基脱硫灰和冷轧酸

性废水零排放，并且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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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处理酸性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溶解：将钠基脱硫灰加入酸洗废水中，充分搅拌溶解，得到碱性溶液；(2)配置石灰

乳：将石灰粉加入水中，充分搅拌，形成石灰乳；(3)沉淀：将步骤(2)所得的石灰乳加入步骤

(1)所述碱性溶液中，充分搅拌，加入絮凝剂形成沉淀物和上层清液，并分离沉淀物和上层

清液；(4)沉淀物利用：沉淀物返烧结利用；(5)一次中和：步骤(3)所述的上层清液加入酸洗

废水中，调节PH值至5‑6，同时曝气；(6)二次中和：在步骤(5)所得的一次中和液中投加氢氧

化钠或步骤(2)所得的石灰乳，调节PH值至6‑8；(7)沉淀：步骤(6)所得的二次中和出水经过

混凝、絮凝后，形成沉淀物和上层清液，所得沉淀物返烧结利用；(8)过滤：步骤(7)所述的上

层清液进入过滤系统，进一步去除悬浮物；(9)浓缩：步骤(8)所得溶液进行反渗透处理，产

生反渗透水和反渗透浓水，所述反渗透浓水进行纳滤处理，产生纳滤水和纳滤浓水，所述反

渗透水做工业水用，所述纳滤水经蒸发回收的蒸馏水做工业水用；(10)蒸发结晶：步骤(9)

中经纳滤水进入蒸发结晶系统，获取工业盐，纳滤浓水用于冲钢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酸洗废水与钠基脱硫灰的

重量比大于4: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石灰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

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石灰乳的量是所述钠基脱

硫灰的1.2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所述沉淀物先去除部分水

分后再进行返烧结利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沉淀物经压滤处理去除部分水分。

7.根据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石灰乳是将石灰粉

加入步骤(9)所得的工业水中形成的。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所述过滤系统为砂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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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处理酸性废水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资源环境保护领域，更具体的涉及一种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处理酸

性废水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烟气处理过程中，常用到喷雾干燥脱硫工艺。喷雾干燥法是目前市场份额仅次于

湿钙法的烟气脱硫技术，主要用于低硫烟气的脱硫。常以熟石灰、苏打粉(碳酸氢钠)作为吸

收剂，通过高速旋转的喷嘴，将吸收剂喷射成直径小于100μm的雾滴，这些具有大面积而分

散的吸收剂雾滴与烟气接触后，一方面与SO2发生化学反应，另一方面烟气与吸收剂发生热

交换，迅速将大部分水蒸发，形成含水量少的脱硫剂与脱硫灰混合物，经循环利用后最终外

排形成固体废物。其中，以苏打粉(碳酸氢钠)作为吸收剂的固体废物简称钠基脱硫灰。

[0003] 钠基脱硫灰是碳酸钠、硫酸钠、亚硫酸钠的混合物，同时含有钙、镁、铁、硅、碳粉

等，不排除含少量重金属的可能。

[0004]

[0005] 表1脱硫灰主要成分

[0006] 目前，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的方式较少，主要有：制化工原料和做肥料两种。中

国发明专利CN103194596A提出了一种钠法脱硫灰资源化处理方法，将脱硫灰溶解后，加入

澄清剂，加热并保持混合液温度在35‑40℃，将混合液静置排除底部沉淀物，将上层清液过

滤后、蒸发浓缩结晶、离心、分离得到硫酸钠。这种方法仅能得到硫酸钠和碳酸钠的混合物，

市场利用较困难。中国实用新型专利CN211871388U公开了一种焦化烟气干法脱硫灰再生利

用设备，将钠基脱硫灰经过絮凝、沉淀固液分离后，在上层清液中加入硫酸，碳酸钠与硫酸

反应生成硫酸钠溶液，然后通过蒸汽加热，使溶液变成硫酸钠的饱和溶液，先后经过硫酸钠

生成釜、复盐生成釜、硫酸铵生成釜后，使固废变成农业级硫酸铵。另外，有论文提到将钠基

脱硫灰做混凝土早强剂使用，但钠基脱硫灰成分不稳定，SO32‑含量高时会导致过量钙矾石

的生成，进而导致混凝土安定性不良，同时脱硫灰中的氯化物灰影响混凝土质量。

[0007] 钢铁企业产生大量的脱硫灰，其中钠基脱硫灰市场化利用最困难；受碱金属对高

炉的影响，也不能返钢铁主系统循环使用。

[0008] 冷轧酸性废水的来源、特性及研究情况：酸洗是冷轧厂不可缺少的工序之一。热轧

钢卷表面含氧化铁皮(FeO、Fe3O4和Fe2O3)，为提高冷轧卷材的机械强度和表面光洁度，轧制

前需对热轧卷进行机械、化学处理，以去除钢材表面的氧化铁皮。常用的方法是用HCL进行

酸洗，酸洗后的钢材经喷洗、漂洗后，又产生酸性废水。酸性废水含二价铁、氯离子和少量

酸，PH值为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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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钠基脱硫灰和酸性废水都是工业中常见的工业废料，如何将两者进行资源化利

用、变废为宝、保护环境，是工业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10]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处理

酸性废水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11] (1)溶解：将钠基脱硫灰加入酸洗废水中，充分搅拌溶解，得到碱性溶液；

[0012] (2)配置石灰乳：将石灰粉加入水中，充分搅拌，形成石灰乳；

[0013] (3)沉淀：将步骤(2)所得的石灰乳加入步骤(1)所述碱性溶液中，充分搅拌，加入

絮凝剂形成沉淀物和上层清液，并分离沉淀物和上层清液；

[0014] 将脱硫灰溶液中的悬浮物分离沉淀；

[0015] Na2CO3+2CaOH＝2NaOH+CaCO3↓

[0016] Na2SO4+2CaOH＝2NaOH+CaSO4↓

[0017] Na2SO3+2CaOH＝2NaOH+CaSO3↓

[0018] 少量的重金属离子以碳酸盐、氢氧化物沉淀。

[0019] (4)沉淀物利用：沉淀物返烧结利用；

[0020] (5)一次中和：步骤(3)所述的上层清液加入酸洗废水中，调节PH值至5‑6，同时曝

气，使未脱除的CaSO3进步一氧化成CaSO4，使废水中的两价铁转化为沉淀性能更好的三价

铁；

[0021] (6)二次中和：在步骤(5)所得的一次中和液中投加氢氧化钠或步骤(2)所得的石

灰乳，调节PH值至6‑8；

[0022] (7)沉淀：步骤(6)所得的二次中和出水经过混凝、絮凝后，形成沉淀物和上层清

液，所得沉淀物返烧结利用；

[0023] (8)过滤：步骤(7)所述的上层清液进入过滤系统，进一步去除悬浮物；

[0024] (9)浓缩：步骤(8)所得溶液进行反渗透处理，产生反渗透水和反渗透浓水，所述反

渗透浓水进行纳滤处理，产生纳滤水和纳滤浓水，所述反渗透水做工业水用，所述纳滤水经

蒸发回收的蒸馏水做工业水用；

[0025] (10)蒸发结晶：步骤(9)中经纳滤水进入蒸发结晶系统，获取工业盐，纳滤浓水用

于冲钢渣。

[0026] 优选地，所述步骤(1)中酸洗废水与钠基脱硫灰的重量比大于4:1。

[0027]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石灰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5。

[0028]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石灰乳的量是所述钠基脱硫灰的1.2倍。

[0029] 优选地，所述步骤(4)中所述沉淀物先去除部分水分后再进行返烧结利用。

[0030] 优选地，沉淀物经压滤处理去除部分水分。

[0031]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所述石灰乳是将石灰粉加入步骤(9)所得的工业水中形成

的。

[0032] 优选地，所述步骤(8)中所述过滤系统为砂滤系统。

[0033] 结合钠基脱硫灰和冷轧酸性废水的特性，经过溶解、中和、絮凝沉淀、反渗透、纳

滤、结晶蒸发等工艺，将钠基脱硫灰中碳酸根、硫酸根、少量重金属、碳粉等沉淀、分离后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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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工序进行循环利用；将冷轧酸洗废水中亚铁离子氧化，形成氢氧化铁沉淀物返烧结工

序进行循环利用；残留在水中的氯化钠，经反渗透纳滤处理后，蒸发结晶形成工业盐。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固废的有价成分得到有效利用，无效成分得

到稳定收集，并返烧结消纳。最终成品工业新水回用，工业盐作为副产品进行社会利用，实

现了钠基脱硫灰和酸性废水零排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

附图说明

[0035]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钠基脱硫灰资源化利用协同处理酸性废水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实施例并不对本发明

做任何形式的限定。除非特别说明，本发明采用的试剂、方法和设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试

剂、方法和设备。除非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所用试剂和材料均为市购。

[0037] 实施例1

[0038] 1、溶解：在4t冷轧酸性废水中加入1t钠基脱硫灰，充分搅拌溶解。

[0039] 2、配置石灰乳：将200kg石灰加入1t工业水中，搅拌形成石灰乳；

[0040] 3、沉淀：将以上1.2吨石灰乳，加入1中所示废水中，充分搅拌，加入絮凝剂，污泥进

入污泥处理系统；

[0041] 4、一次中和：上层清液加入冷轧酸性废水中，酸性废水PH值调节至5.7；

[0042] 5、曝气：打开鼓风曝气系统曝气。

[0043] 6、二次中和：投加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6.8；

[0044] 7、沉淀：在混合槽内投加净水灵，在絮凝槽内投加助凝剂PAM。底部污泥进入污泥

处理系统，污泥返烧结。

[0045] 8、砂滤：上层清液进入砂滤系统，进一步去除悬浮物。

[0046] 9、浓缩：砂滤后的水经反渗透、纳滤处理，反渗透水达到工业用水标准回用，纳滤

浓水用于冲渣。

[0047] 10、蒸发结晶：蒸发后的冷凝水自流进入冷凝水罐，返生产利用，结晶盐做工业盐

外卖。

[0048] 该实施例共生成约0.6t工业盐，所生产工业盐符合工业盐国家标准(GB/T5462‑

2015)是否符合标准，全过程形成闭合回路，所产生的工业水用于生成石灰乳，实现了钠基

脱硫灰和酸性废水零排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

[0049] 实施例2

[0050] 1、溶解：将钠基脱硫灰与冷轧酸性废水按照1:4比例混匀；

[0051] 2、配置石灰乳：将在工业水中加入20％的石灰粉，搅拌，形成石灰乳；

[0052] 3、沉淀：按照脱硫灰重量的1.2倍投加石灰石乳，充分搅拌，加入絮凝剂，将脱硫灰

溶液中的悬浮物分离沉淀；

[0053] Na2CO3+2CaOH＝2NaOH+CaCO3↓

[0054] Na2SO4+2CaOH＝2NaOH+CaSO4↓

[0055] Na2SO3+2CaOH＝2NaOH+CaS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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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少量的重金属离子以碳酸盐、氢氧化物沉淀。

[0057] 4、污泥利用：经压滤等处理后，返烧结利用；

[0058] 5、一次中和：上层清液加入冷轧酸性废水中，控制酸性废水PH值为5；同时曝气，使

未脱除的CaSO3进步一氧化成CaSO4，使废水中的两价铁转化为沉淀性能更好的三价铁。

[0059] 6、二次中和：投加氢氧化钠或石灰乳，调节PH值至6；

[0060] 7、沉淀：二次中和出水自流进入混合絮凝槽，在混合槽内投加净水灵，在絮凝槽内

投加助凝剂PAM。混合絮凝槽出水自流进入斜板沉淀池，在斜板沉淀器中进行泥水分离，底

部的污泥通过螺杆泵排放，一部分回流至混合絮凝槽，其余进入污泥处理系统处理，处理后

的污泥返烧结利用。

[0061] 8、砂滤：上层清液进入砂滤系统，进一步去除悬浮物。

[0062] 9、浓缩：砂滤后的水经反渗透、纳滤处理，反渗透水做工业水回用，最终的纳滤水

进入MVR蒸发结晶系统。

[0063] 10、蒸发结晶：蒸发后的冷凝水自流进入冷凝水罐，返生产利用，结晶盐做工业盐

外卖。

[0064] 实施例3

[0065] 1、溶解：在4t冷轧酸性废水中加入1t钠基脱硫灰，充分搅拌溶解。

[0066] 2、配置石灰乳：将200kg石灰加入1t工业水中，搅拌形成石灰乳；

[0067] 3、沉淀：将以上1.2吨石灰乳，加入1中所示废水中，充分搅拌，加入絮凝剂，污泥进

入污泥处理系统；

[0068] 4、一次中和：上层清液加入冷轧酸性废水中，酸性废水PH值调节至6；

[0069] 5、曝气：打开鼓风曝气系统曝气。

[0070] 6、二次中和：投加氢氧化钠溶液，调节PH值至8；

[0071] 7、沉淀：在混合槽内投加净水灵，在絮凝槽内投加助凝剂PAM。底部污泥进入污泥

处理系统，污泥返烧结。

[0072] 8、砂滤：上层清液进入砂率系统，进一步去除悬浮物。

[0073] 9、浓缩：砂滤后的水经反渗透、纳滤处理，反渗透水达到工业用水标准回用，纳滤

浓水用于冲渣，纳滤水进入MVR蒸发结晶系统。

[0074] 10、蒸发结晶：蒸发后的冷凝水自流进入冷凝水罐，返生产利用，结晶盐做工业盐

外卖。

[0075] 该实施例共生成约0.53t工业盐，所生产工业盐符合工业盐国家标准(GB/T5462‑

2015)是否符合标准，全过程形成闭合回路，所产生的工业水用于生成石灰乳，实现了钠基

脱硫灰和酸性废水零排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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