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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

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用于实现将

电镀污泥浆液酸化处理的硫酸浸提罐、第一压滤

机、用于接收浸出滤液的储液罐、含有铜萃取剂

的第一萃取槽、用于实现将三价铬离子氧化成六

价铬离子的氧化罐、第一沉淀罐、第二压滤机、用

于实现将六价铬离子还原成三价铬离子的还原

罐、用于沉淀三价铬离子的第二沉淀罐、第三压

滤机以及用于收集铬沉淀的第一储料罐。本实用

新型实现了电镀污泥中的铜、镍、锌99％的高效

回收，同时实现了电镀污泥中Cr98％以上的回收

效率并制备成高价值产品，浸提残渣完全脱毒，

使来料的危废完全转为一般固废。整个装置结构

简单，设备成本低，收益明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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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用于实

现将电镀污泥浆液一次浸出的硫酸浸提罐、第一压滤机、用于接收浸出滤液的储液罐、含有

铜萃取剂的第一萃取槽、用于实现将三价铬离子氧化成六价铬离子的氧化罐、第一沉淀罐、

第二压滤机、用于实现将六价铬离子还原成三价铬离子的还原罐、用于沉淀三价铬离子的

第二沉淀罐、第三压滤机以及用于收集铬沉淀的第一储料罐，所述硫酸浸提罐的出料口与

第一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压滤机的一次浸出滤液出口与储液罐的入料口连接，

所述储液罐的出料口与第一萃取槽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萃取槽的铜萃余液出口与氧化

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氧化罐的出料口与第一沉淀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沉淀罐的出

料口与第二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压滤机的滤液出口与还原罐的入料口连接，所

述还原罐的出料口与第二沉淀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沉淀罐的出料口与第三板框的入

料口连接，所述第三压滤机的滤渣出口与第一储料罐的入料口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压滤机的一次浸出滤渣出口与生物酸浸提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生物酸浸提罐的出料口

与第四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四压滤机的二次浸出滤液出口与储液罐的入料口连

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四压滤机的二次浸出滤渣出口与洗渣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洗渣罐的出料口与第五压滤机

的入料口连接，第五压滤机的三次浸出滤液出口与生物酸浸提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五

压滤机的滤渣出口与残渣储罐的入料口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压滤机、第二压滤机、第三压滤机、第四压滤机、第五压滤机均为板框压滤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一萃取槽的富铜液出口与硫酸铜结晶釜的入料口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压滤机的滤渣出口与第二储料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储料罐的出料口与酸溶罐的入

料口连接，所述酸溶罐的出料口与含有镍萃取剂的第二萃取槽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萃

取槽的富镍液出口与硫酸镍结晶釜的入料口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萃取槽的镍萃余液出口与含有锌萃取剂的第三萃取槽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三萃取槽的

富锌液出口和硫酸锌结晶釜的入料口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三萃取槽的锌萃余液出口与污水处理装置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

化罐为含双氧水氧化罐，所述还原罐为含焦硫酸钠还原罐，所述第一沉淀罐和第二沉淀罐

均为含液碱沉淀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储料罐的出料口与用于实现将氢氧化铬分解成三氧化二铬的高温煅烧装置连接，所述

高温煅烧装置为马弗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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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电镀污泥金属回收设备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

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镀是当今全球三大污染工业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电镀企业超过1万多家，

电镀行业每年排出的电镀废水约有40亿立方米。如此大量的电镀废水，经化学方法处理后

产生的是具有大量重金属的电镀污泥。这些电镀污泥，其主要成分为铬、铁、铜、镍、铝、锌、

镁、钙、硅、硫、氰等。由于电镀污泥中重含有大量有毒有害的重金属，因此被国家名列为危

险废物。但同时电镀污泥富含大量金属资源，电镀污泥中铬含量相对较高，具有较高的回收

价值。

[0003] 现有技术中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回收利用重金属，常利用火法、湿法技术将污泥

中的重金属提取，回收利用，而火法技术有高温熔融法、焙烧法和焚烧法，采用火法技术处

置电镀污泥需利用燃料，耗能较多而且焚烧过程易造成二次污染；湿法技术相对来说成本

低、二次污染小，但目前的湿法技术对铜、镍、铬的选择性较差，导致回收率较低。

[0004] 因此，现有技术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改进。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种种不足，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现提出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

处置电镀污泥装置，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用于实现将电镀污

泥浆液一次浸出的硫酸浸提罐、第一压滤机、用于接收浸出滤液的储液罐、含有铜萃取剂的

第一萃取槽、用于实现将三价铬离子氧化成六价铬离子的氧化罐、第一沉淀罐、第二压滤

机、用于实现将六价铬离子还原成三价铬离子的还原罐、用于沉淀三价铬离子的第二沉淀

罐、第三压滤机以及用于收集铬沉淀的第一储料罐，其中，所述硫酸浸提罐的出料口与第一

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压滤机的一次浸出滤液出口与储液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

储液罐的出料口与第一萃取槽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萃取槽的铜萃余液出口与氧化罐的

入料口连接，所述氧化罐的出料口与第一沉淀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沉淀罐的出料口

与第二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压滤机的滤液出口与还原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还

原罐的出料口与第二沉淀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沉淀罐的出料口与第三板框的入料口

连接，所述第三压滤机的滤渣出口与第一储料罐的入料口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储料罐的出料口与用于实现将氢氧化铬分解成三氧化二铬的

高温煅烧装置连接，所述高温煅烧装置为马弗炉。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压滤机的一次浸出滤渣出口与生物酸浸提罐的入料口连接，

所述生物酸浸提罐的出料口与第四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四压滤机的二次浸出滤液

出口与储液罐的入料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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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第四压滤机的二次浸出滤渣出口与洗渣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洗

渣罐的出料口与第五压滤机的入料口连接，第五压滤机的三次浸出滤液出口与生物酸浸提

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五压滤机的滤渣出口与残渣储罐的入料口连接。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萃取槽的富铜液出口与硫酸铜结晶釜的入料口连接。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压滤机的滤渣出口与第二储料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储

料罐的出料口与酸溶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酸溶罐的出料口与含有镍萃取剂的第二萃取槽

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萃取槽的富镍液出口与硫酸镍结晶釜的入料口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萃取槽的镍萃余液出口与含有锌萃取剂的第三萃取槽的入料

口连接，所述第三萃取槽的富锌液出口和硫酸锌结晶釜的入料口连接。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萃取槽的锌萃余液出口与污水处理装置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氧化罐为含双氧水氧化罐。

[0015] 优选的，所述还原罐为含焦硫酸钠还原罐。

[0016] 优选的，所述第一沉淀罐和第二沉淀罐均为含液碱沉淀罐。

[0017] 优选的，所述第一压滤机、第二压滤机、第三压滤机、第四压滤机、第五压滤机均为

板框压滤机。

[0018] 有益效果：

[0019]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该装置实现了电

镀污泥中的铜、镍、锌99％的高效回收，同时实现了电镀污泥中Cr98％以上的回收效率并制

备成高价值产品，浸提残渣完全脱毒，使来料的危废完全转为一般固废。整个装置结构简

单，设备成本低，收益明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中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示意图。

[0021] 附图中：100-化浆池、210-第一压滤机、220-第二压滤机、230-第三压滤机、  240-

第四压滤机、250-第五压滤机、310-硫酸浸提罐、320-生物酸浸提罐、330-  酸溶罐、340-洗

渣罐、350-残渣储罐、360-储液罐、370-氧化罐、380-还原罐、  410-第一储料罐、420-第二储

料罐、510-第一萃取槽、520-第二萃取槽、530-第三萃取槽、610-第一沉淀罐、620-第二沉淀

罐、710-硫酸铜结晶釜、720-硫酸镍结晶釜、730-硫酸锌结晶釜、800-马弗炉。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本实用新型的

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基于本申请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其它类同实施例，都应当属于本申请

保护的范围。

[0023] 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用于实现将电镀污

泥浆液一次浸出的硫酸浸提罐310、第一压滤机210、用于接收浸出滤液的储液罐360、含有

铜萃取剂的第一萃取槽510、用于实现将三价铬离子氧化成六价铬离子的氧化罐370、第一

沉淀罐610、第二压滤机220、用于实现将六价铬离子还原成三价铬离子的还原罐380、用于

沉淀三价铬离子的第二沉淀罐620、第三压滤机230以及用于收集铬沉淀的第一储料罐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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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硫酸浸提罐  310的出料口与第一压滤机21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压滤机210

的一次浸出滤液出口与储液罐36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储液罐360的出料口与第一萃取槽

51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萃取槽510的铜萃余液出口与氧化罐37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氧

化罐370的出料口与第一沉淀罐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一沉淀罐610的出料口与第二压滤机

22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压滤机220的滤液出口与还原罐  38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还原

罐380的出料口与第二沉淀罐62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沉淀罐620的出料口与第三板框

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三压滤机230的滤渣出口与第一储料罐410的入料口连接。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储料罐410的出料口与用于实现将氢氧化铬分解成三氧化二

铬的高温煅烧装置连接，所述高温煅烧装置为马弗炉800。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压滤机210的一次浸出滤渣出口与生物酸浸提罐320的入料口

连接，所述生物酸浸提罐320的出料口与第四压滤机24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四压滤机240

的二次浸出滤液出口与储液罐360的入料口连接。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第四压滤机240的二次浸出滤渣出口与洗渣罐340的入料口连接，

所述洗渣罐340的出料口与第五压滤机250的入料口连接，第五压滤机250 的三次浸出滤液

出口与生物酸浸提罐32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五压滤机250的滤渣出口与残渣储罐350的

入料口连接。

[002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萃取槽510的富铜液出口与硫酸铜结晶釜710的入料口连接。

[0028]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压滤机220的滤渣出口与第二储料罐42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

第二储料罐420的出料口与酸溶罐33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酸溶罐330的出料口与含有镍萃

取剂的第二萃取槽520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二萃取槽520的富镍液出口与硫酸镍结晶釜

720的入料口连接。

[0029]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萃取槽520的镍萃余液出口与含有锌萃取剂的第三萃取槽530

的入料口连接，所述第三萃取槽530的富锌液出口和硫酸锌结晶釜730的入料口连接。

[003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三萃取槽530的锌萃余液出口与污水处理装置连接。

[0031] 优选的，所述氧化罐370为含双氧水氧化罐370。

[0032] 优选的，所述还原罐380为含焦硫酸钠还原罐380。

[0033] 优选的，所述第一沉淀罐和第二沉淀罐620均为含液碱沉淀罐。

[0034] 优选的，所述第一压滤机210、第二压滤机220、第三压滤机230、第四压滤机240、第

五压滤机250均为板框压滤机。

[0035] 具体实施例：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7] 一种基于铬回收的资源化处置电镀污泥装置，如图1所示，将电镀污泥与水按照一

定固液比在化浆池100中进行化浆处理，将完全化浆后的浆液倒入硫酸浸提罐310中，硫酸

浸提罐310的硫酸与浆液在搅拌条件下完全反应，此时浆液的  pH呈酸性。将硫酸浸提罐310

中反应完全的浆液倒入到第一压滤机210中进行压滤，得到一次浸出滤液和一次浸出滤渣。

[0038] 将一次浸出滤液收集到储液罐360中。将一次浸出滤渣收集到生物酸浸提罐  320

中，向生物酸浸提罐320中加入生物酸，连续搅拌至一次浸出滤渣与生物酸反应完全，然后

将反应完全的混合液倒入到第四压滤机240中进行压滤，压滤得到二次浸出滤液和二次浸

出滤渣，将二次浸出的滤液收集到储液罐36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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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将二次浸出滤渣收集到洗渣罐340中，向洗渣罐340中加入清水对二次浸出滤渣进

行化浆水洗，化浆水洗一段时间后，将化浆水倒入到第五压滤机250中进行压滤，得到滤液

和浸出滤渣。将滤液收集到生物酸浸提罐320中，再与生物酸浸提罐320中的生物酸进行反

应，通过第四压滤机240得到滤液，得到的滤液再进入到储液罐360中储存，以上操作过程反

复进行，保证通过第四压滤机240压滤得到滤渣经过反复水洗后电镀污泥中的金属尽可能

多的回收处理。

[0040] 优选的，化浆水洗时间为1小时。

[0041] 将三次浸出滤渣收集至残渣储罐350中。

[0042] 优选的，残渣储罐350中的三级浸出滤渣可作为建材砖进行再利用。

[0043] 将储液罐360中收集的滤液加入到含有铜萃取剂的第一萃取槽510中，萃取后，一

是获得富铜液，收集富铜液到硫酸铜结晶釜710中进行蒸发浓缩结晶，制备得到五水硫酸

铜；二是获得铜萃余液。将铜萃余液收集至氧化罐370中，将溶液中的Fe2+、Cr3+完全氧化成

Fe3+、Cr6+，然后将溶液倒入第一沉淀罐中，加入液碱，直至溶液中的沉淀不再产生。将溶液

倒入到第二压滤机220中进行压滤，得到滤液和滤渣。将滤液收集到还原罐380中，向还原罐

380中加入含焦硫酸钠，将Cr6+还原成Cr3+。然后将溶液加入到第二沉淀罐620中，向第二沉

淀罐620中加入液碱，将溶液中的三价铬沉淀成氢氧化铬，直至溶液中的沉淀不再产生。

[0044] 将含有铬沉淀的混合液倒入到第三压滤机230中进行压滤，得到滤液和滤渣，将滤

渣收集至第一储料罐410中，将第一储料罐410中的沉淀使用马弗炉800  进行高温煅烧，使

氢氧化铬分解成三氧化二铬，将滤液作为电镀污泥化浆水回用至化浆池100中。

[0045] 优选的，液碱的质量浓度为30％。

[0046] 优选的，所述氧化罐370为含双氧水氧化罐370。

[0047] 所述第二压滤机210压滤得到的滤渣收集至第二储料罐420中，然后将滤渣加到酸

溶罐330中，向酸溶罐330中加入适量的硫酸，使滤渣完全中和溶解成溶液。将溶液加入至含

有镍萃取剂的第二萃取槽520中进行萃取，萃取后，一是获得富镍液，将富镍液收集至硫酸

镍结晶釜720进行蒸发浓缩结晶，制备得到六水硫酸镍，二是获得镍萃余液。

[0048] 将镍萃余液收集至含锌萃取剂的第三萃取槽530中，萃取后，一是获得富锌液，收

集至硫酸镍结晶釜720进行蒸发浓缩结晶，制备得到七水硫酸锌，二是获得锌萃余液进入污

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

[0049] 以上，所述第一压滤机、第二压滤机、第三压滤机、第四压滤机、第五压滤机优选为

板框压滤机。

[0050] 以上已将本实用新型做一详细说明，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之较佳实施例而

已，当不能限定本实用新型实施范围，即凡依本申请范围所作均等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

实用新型涵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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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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