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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

的方法，采用了包括直接往含氟废水中加入过量

的碳酸钠盐，使溶液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完全结

晶析出，或先往含氟废水溶液加氨得到氟化铵溶

液，或先将含氟废水中的氟沉淀富集，再用铵盐

溶液将氟沉淀富集物中的氟转化成氟化铵溶液，

然后往氟化铵溶液中加入过量的碳酸钠盐，使其

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完全结晶析出，过滤得氟化

钠滤饼和沉氟后液；氟化钠滤饼经氟化铵溶液洗

涤烘干后得纯度达到99.25％以上的高品质的氟

化钠产品，沉氟后液经结晶回收其中的碳酸钠

盐，碳酸钠盐结晶母液进一步脱盐后中水回用。

本发明具有操作简便，氟的回收率高，生产成本

低，氟化钠产品质量好，不产生含氟废弃物等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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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步骤一：分离回收氟化钠

先按含氟废水中的氟沉淀析出理论量的1～3倍，加入含钙沉淀剂、含镁沉淀剂中的至

少一种，使废水中的氟沉淀富集，过滤得氟沉淀富集物滤饼，或澄清去除上清液得氟沉淀富

集物的底泥；

加入含钙沉淀剂得到的氟沉淀富集物按其中的钙转化成草酸钙理论量的1～2倍加入

草酸铵或/和草酸，加水调节固液比为1:1～6  g/ml，控制溶液pH值为1.5～6.5，10～80℃搅

拌或研磨搅拌转型0.5～5h，过滤得含草酸钙的滤饼及氟的富集液，所得含草酸钙的滤饼用

于分离回收草酸，所得氟富集液中加入碳酸钠盐，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过滤

得氟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

加入含镁沉淀剂得到的氟沉淀富集物按其中的镁转化成磷酸铵镁理论量的1～1.5倍

加入磷酸铵或磷酸和氨，加水调节固液比1:1～5  g/ml，控制溶液pH值为8～10，15～65℃搅

拌或研磨搅拌转型1～5h，过滤得磷酸铵镁滤饼和含氟化铵的滤液，或按其中的镁转化成碳

酸镁理论量的1～10倍加入碳酸铵或碳酸氢铵，加水调节固液比1:2～10  g/ml，控制溶液pH

值为8～11，5～65℃搅拌或研磨搅拌转型1～5h，过滤得含氟化铵的滤液和含碳酸镁的滤

饼；所得磷酸铵镁滤饼作产品销售，所得含碳酸镁的滤饼返回氟沉淀富集工序循环使用，所

得含氟化铵的滤液加入碳酸钠盐，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反应产生的氨回收

利用，反应结束后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

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过程控制体系温度为5～105℃；

步骤二：氟化钠精制

将步骤一得到的氟化钠滤饼搅拌加入氟化铵溶液中精制，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精制后

液，精制后液补加适量氟化铵后返回继续用于氟化钠滤饼的精制，精制氟化钠干燥脱水后

得高品质的氟化钠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含氟废水是指F浓度为0.1～450g/L的含氟废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碳酸钠盐为碳酸钠或/和碳酸氢钠。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步骤一中，氟化钠结晶析出过程结束后，采用分级过滤将氟化钠晶体与转型渣分开，然

后再分别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转型渣；分级过滤采用水力分级技术，利用氟化钠晶体与转

型渣比重的差异，将氟化钠晶体与转型渣分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沉淀剂选自氧化钙、氢氧化钙、硫酸钙、氯化钙、硝酸钙、碳酸钙、碳酸氢钙、氧化

镁、氢氧化镁、硫酸镁、氯化镁、硝酸镁、碳酸镁、碳酸氢镁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含钙或含镁的沉淀剂按溶液中的氟形成MeF2沉淀理论量的1～3倍加入，0～100℃搅拌

或研磨搅拌0.5～5h，使其中的氟在pH值为4～13的条件下沉淀析出，其中，  Me为  Ca或Mg。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精制是指所得氟化钠滤饼按固液比S/L=1:1～10  g/ml加入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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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的NH4F溶液中，25～95℃搅拌洗涤0.5～2.5h，使其中夹带的Na2CO3和NaHCO3转化成氟化

钠，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精制后液，精制后液补加适量氟化铵后返回继续用于氟化钠滤饼

的精制，精制氟化钠干燥脱水后作产品出售，或用作氟化工产品的生产原料；制备的氟化钠

纯度达99.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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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及冶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氟化钠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广泛用于化工、冶金、木材防腐剂、农业杀虫剂、酿

造业杀菌剂、医药防腐剂、焊接助焊剂、碱性锌酸盐镀锌添加剂及搪瓷、造纸业等行业。目

前，氟化钠主要生产方法有：熔浸法、中和法、氟硅酸钠法、离子交换法等。

[0003] 熔浸法是将荧石、纯碱和石英砂在800～1000℃的温度下锻烧，然后用水浸取，再

经蒸发、结晶、干燥后得氟化钠成品；中和法是先用纯碱或烧碱溶液中和氢氟酸，然后经蒸

发、结晶、干燥后得氟化钠成品；氟硅酸钠法是以磷肥厂产出的含氟硅酸的废气为原料，也

可以用氟硅酸或氟硅酸钠为原料在碱性溶液中分解得到白炭黑和氟化钠，但分解过程白炭

黑与氟化钠难以有效分离，所得氟化钠还需用浓的热碱液洗涤，即便是热碱液洗涤后氟化

钠产品中通常还是含有0.4～0.5％的硅；离子交换法是用氢氟酸处理钠离子负载交换柱，

制取氟化钠。

[0004] 以上氟化钠的生产方法都要求溶液中F的浓度达100g/L以上，而工业上产生的含

氟废水中F的浓度有高有低，且成分复杂。氟化钠在水中的溶解度又比较大，室温下NaF的溶

解度约为1mol/L(42g/L)。因此，含氟废水一般不能用作氟化钠的生产原料，尤其是低浓度

的含氟废水。因为溶液中氟浓度低，氟化钠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的蒸发浓缩，经济上不合算。

目前，国内外低浓度的含氟废水，及复杂的含氟废水普遍采用石灰沉淀法处理，这不仅造成

氟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产生大量的含氟固体废弃物。

[0005] 此外，现行工艺生产的氟化钠产品分一级、二级、三级3个等级，其中质量最好的一

级氟化钠产品要求其主含量NaF≥98％，杂质SiO2≤0.5％、Na2CO3≤0.5％、Na2SO4≤0.3％、

HF≤0.1％、水中不溶物≤0.7％，水分0.5％。由此看出，氟化钠产品的质量还有一定的提升

空间。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工艺简单，操作简便，氟回收率高，环境友好的以含氟

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

[0007]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08] 步骤一：分离回收氟化钠

[0009] 直接往含氟废水中加入碳酸钠盐，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过滤得氟

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或

[0010] 先往含氟废水中加入氨或铵，使含氟废水转型(废水中氟的存在形态发生转变)，

过滤得含氟化铵的溶液和转型渣，然后往所得含氟化铵的溶液中加入碳酸钠盐，使其中的

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铵则以氨气形式挥发，所得氨气回收利用，反应结束后过滤得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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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或

[0011] 先按含氟废水中的氟沉淀析出理论量的1～3倍，加入含钙沉淀剂、含镁沉淀剂、含

钠沉淀剂、含铵或氨沉淀剂中的至少一种，使废水中的氟沉淀富集，过滤得氟沉淀富集物滤

饼，或澄清去除上清液得氟沉淀富集物的底泥；

[0012] 加入含钙沉淀剂得到的氟沉淀富集物按其中的钙转化成草酸钙理论量的1～2倍

加入草酸铵或/和草酸，加水调节固液比为1:1～6g/ml，控制溶液pH值为1.5～6.5，10～80

℃搅拌或研磨搅拌转型0.5～5h，过滤得含草酸钙的滤饼及氟的富集液，所得含草酸钙的滤

饼用于分离回收草酸，所得氟富集液中加入碳酸钠盐，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

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

[0013] 加入含镁沉淀剂得到的氟沉淀富集物按其中的镁转化成磷酸铵镁理论量的1～

1.5倍加入磷酸铵或磷酸和氨，加水调节固液比1:1～5g/ml，控制溶液pH值为8～10，15～65

℃搅拌或研磨搅拌转型1～5h，过滤得磷酸铵镁滤饼和含氟化铵的滤液，或按其中的镁转化

成碳酸镁理论量的1～10倍加入碳酸铵或碳酸氢铵，加水调节固液比1:2～10g/ml，控制溶

液pH值为8～11，5～65℃搅拌或研磨搅拌转型1～5h，过滤得含氟化铵的滤液和含碳酸镁的

滤饼；所得磷酸铵镁滤饼作产品销售，所得含碳酸镁的滤饼返回氟沉淀富集工序循环使用，

所得含氟化铵的滤液加入碳酸钠盐，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反应产生的氨回

收利用，反应结束后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

[0014] 加入含钠沉淀剂或含氨沉淀剂得到的氟沉淀富集物按固液比1:1～6g/ml与3.5～

7.5mol/L的氨水混合，室温搅拌0.5～5h，控制溶液终点pH值为8.5～10.5，使沉淀富集物中

的氟进入溶液，过滤得含氟的溶液和转型渣，然后往所得含氟的溶液中加入碳酸钠盐，使其

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铵则以氨气形式挥发回收利用，反应结束后过滤得氟化钠

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

[0015] 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过程控制体系温度为5～105℃；

[0016] 步骤二：氟化钠精制

[0017] 将步骤一得到的氟化钠滤饼搅拌加入氟化铵溶液中精制，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精

制后液，精制后液补加适量氟化铵后返回继续用于氟化钠滤饼的精制，精制氟化钠干燥脱

水后得高品质的氟化钠产品。

[0018]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步骤一中，氟以氟化钠

形式结晶析出过程中，是在搅拌的状态下，将碳酸钠盐加入含氟溶液或含氟化铵的滤液中，

待溶液或滤液中气泡逐渐消失后，继续加入碳酸钠盐使溶液中Na的浓度升至25～230g/L

后，继续搅拌1～3h，使溶液中残留的氟化钠进一步结晶析出。

[0019]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所述的含氟废水是指F

浓度为0.1～450g/L的含氟废液。

[0020]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所述的碳酸钠盐为碳酸

钠或/和碳酸氢钠。

[0021]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步骤一中，氟化钠结晶

析出过程结束后，先采用水力分级技术将氟化钠晶体与转型渣分开后，再分别过滤得氟化

钠滤饼和转型渣；所述水力分级是利用氟化钠晶体与转型渣比重的差异，将氟化钠晶体与

转型渣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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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步骤一中，先往含氟废

水中加入氨或铵，使含氟废水转型是指往含氟废水中加入氨气、氨水、碳酸铵、碳酸氢铵中

的至少一种，调溶液pH值至8.5～10.5，0～70℃，搅拌1.5～4.5h，使其中的含氟化合物转化

成氟化铵和转型渣。

[0023]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将反应产生的含氨的气

体直接用于含氟废水的转型，或先用石灰或石灰乳去除反应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后，再用于

含氟废水的转型。

[0024]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所述的沉淀剂选自氧化

钙、氢氧化钙、硫酸钙、氯化钙、硝酸钙、碳酸钙、碳酸氢钙、氧化镁、氢氧化镁、硫酸镁、氯化

镁、硝酸镁、碳酸镁、碳酸氢镁、氢氧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硫酸钠、氯化钠、硝酸钠、氨水、

氨气、碳酸铵、碳酸氢铵、硫酸铵、氯化铵、硝酸铵中的至少一种，其中含钙或含镁的沉淀剂

按溶液中的氟形成MeF2沉淀理论量的1～3倍加入(Me＝Ca，Mg)，0～100℃搅拌或研磨搅拌

0.5～5h，使其中的氟在pH值为4～13的条件下沉淀析出；含钠沉淀剂或含铵或氨的沉淀剂

按溶液中的络氟酸形成络氟酸钠或络氟酸铵沉淀理论量的1～3倍加入，‑20～60℃搅拌1～

10h，使其中的氟沉淀析出。本发明根据废水中氟的赋存形态选择相应的沉淀剂使氟沉淀，

随后，采用不同的转型剂使沉淀物中的氟转变为氟化铵或氢氟酸，添加过量的碳酸钠盐，利

用钠的同离子效应，使不同浓度不同性质的含氟废水都能用作氟化钠生产的原料。至于沉

淀剂、转型剂的选择，反应条件的控制，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基于沉淀、转型的目的，可以确定

的。

[0025]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所述的精制是指所得氟

化钠滤饼按固液比S/L＝1:1～10g/ml加入质量体积浓度为5～650g/L的NH4F溶液中，25～

95℃搅拌洗涤0.5～2.5h，使其中夹带的Na2CO3和NaHCO3转化成氟化钠，过滤得精制氟化钠

和精制后液，精制后液补加适量氟化铵后返回继续用于氟化钠滤饼的精制，精制氟化钠干

燥脱水后作产品出售，或用作氟化工产品的生产原料。

[0026]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将步骤一得到的碳酸钠

溶液冷却至‑3～10℃，结晶1～5h，过滤得碳酸钠晶体及其结晶母液，所得碳酸钠晶体直接

返回步骤一用作氟化钠的沉淀剂，或干燥脱水后再返回步骤一用作氟化钠的沉淀剂，碳酸

钠结晶母液脱盐后中水回用，或

[0027] 往步骤一得到的碳酸钠溶液中通入CO2酸化至pH为8.5～4.5，0～50℃结晶0.5～

6.5h，过滤得碳酸氢钠晶体及其结晶母液，所得碳酸氢钠晶体直接返回步骤一用作氟化钠

的沉淀剂，或热处理后再返回步骤一用作氟化钠的沉淀剂，碳酸氢钠结晶母液脱盐后中水

回用；

[0028] 所述的脱盐是指采用电渗析‑反渗透组合膜技术脱除碳酸钠结晶母液及碳酸氢钠

结晶母液中的碳酸钠盐，并将电渗析产生的浓水与步骤一得到的碳酸钠溶液合并后冷却结

晶回收其中的碳酸钠盐，电渗析产生的淡水再经反渗透中水回用。

[0029]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所述的草酸回收是指按

滤饼中的草酸钙转化成草酸理论量的1～3倍加入盐酸或硝酸或硫酸，加水调节固液比1:2

～12g/ml，0～100℃搅拌0.5～5h，过滤，得到草酸或草酸和相应的无机盐及其结晶母液。所

得的结晶母液直接返回含草酸钙滤饼分解工序继续使用，所得草酸直接返回氟化钙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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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工序循环使用，或转化成草酸铵后再返回氟化钙沉淀物转型工序循环使用。

[0030] 本发明一种以含氟废水为原料生产高品质氟化钠的方法，制备的氟化钠纯度达

99.25％以上。

[0031] 本发明从含氟废水中回收氟化钠的方法的基本原理可用以下反应式来表示：

[0032] 2HF+Na2CO3＝2NaF↓+CO2↑+H2O   (1)

[0033] HF+NaHCO3＝NaF↓+CO2↑+H2O   (2)

[0034] H2SiF6+6NH3+2H2O＝6NH4F+SiO2↓   (3)

[0035] Me2++2F‑＝MeF2↓   (4)

[0036] CaF2+(NH4)2C2O4＝CaC2O4↓+2NH4F   (5)

[0037] CaC2O4+HCl＝CaCl2+H2C2O4↓   (6)

[0038] H2C2O4+2NH3＝(NH4)2C2O4+H2O   (7)

[0039] MgF2+(NH4)3PO4＝MgNH4PO4↓+2NH4F   (8)

[0040] MgF2+(NH4)2CO3＝MgCO3↓+2NH4F   (9)

[0041] H2SiF6+2Na
+＝Na2SiF6↓+2H

+
   (10)

[0042] H2TiF6+2NH4
+＝(NH4)2TiF6↓+2H

+
   (11)

[0043] H2SiF6+4NH3+2H2O＝6NH4F+SiO2↓   (12)

[0044] (NH4)2TiF6+4NH3+3H2O＝6NH4F+H2TiO3↓   (14)

[0045] 2NH4F+Na2CO3＝2NaF↓+2NH3↑+CO2↑+H2O   (15)

[0046] NH4F+NaHCO3＝NaF↓+NH3↑+CO2↑+H2O   (16)

[0047] H2SiF6+3Na2CO3＝6NaF↓+SiO2↓+H2O+3CO2↑   (17)

[0048] H2SiF6+6NaHCO3＝6NaF↓+SiO2↓+4H2O+6CO2↑   (18)

[0049] 2NaHCO3＝Na2CO3+H2O+3CO2↑   (19)

[0050] Na2CO3+CO2+H2O＝2NaHCO3   (20)

[0051] CaO+CO2＝CaCO3   (21)

[0052] 利用同离子效应，在含氟废水中加入过量的碳酸钠盐，它既是氟化钠的沉淀剂，同

时也是氟化钠沉淀析出的促进剂。

[0053] 1、本发明巧妙地将氟的富集、氟富集物的转型、氟化钠的结晶析出及氟化钠的精

制组合起来，特别是对于含氟浓度低的废水，先采用沉淀的方式富集氟，随后，针对沉淀剂

及氟的赋存形态的不同，选择相应的转型剂使废水中氟的存在形态发生转变，并利用钠的

同离子效应，使不同浓度不同性质的含氟废水都能用作氟化钠生产的原料，并使氟的回收

率及工艺过程所用化学试剂的循环利用率达到极致。

[0054] 2、本发明通过采用含氟废水先加氨或铵转型，转型后液再加碳酸钠盐沉淀氟的工

艺路线，这不仅可有效回收废水中的氟，而且能实现氨或铵在工艺过程的循环利用，并以氟

化铵溶液作为氟化钠沉淀物的洗涤液，使氟化钠产品的纯度可达99.25％以上，而国标一级

氟化钠的产品只要求NaF主含量不低于98％，其中含有的SiO2、Na2CO3、Na2SO4等杂质接近

2％。

[0055] 3、本发明选择以氟化钠晶体的形式回收废水中的氟，极大改善了氟沉淀物的液固

分离性能，有效克服了已有工艺中氟产品过滤及洗涤困难的缺陷。

[0056] 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操作简便，氟的回收率高，生产成本低，氟化钠产品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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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生含氟废弃物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以下实施例旨在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

本发明的进一步限定。

[0058] 实施例1

[0059] 取钽铌冶炼厂的钽铌中和母液2.5m3，升温至95℃，搅拌缓慢加入碳酸钠，使其中

的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待溶液中气泡逐渐消失，继续加入碳酸钠使溶液中Na2CO3的浓

度升至350g/L，再搅拌1.5h，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含碳酸钠的溶液，反应过程产生的含氨气

体经石灰柱净化后，返回钽铌中和工序循环使用。所得氟化钠滤饼按固液比S/L＝1:3g/ml

加入185g/L的NH4F溶液中，65℃搅拌洗涤1.5h，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氟化铵溶液，氟化铵溶

液返回滤饼洗涤工序继续使用，精制氟化钠烘干后得纯度达99.85％的高品质氟化钠产品；

所得含碳酸钠的溶液室温通CO2酸化至0.05MPa，搅拌结晶1h，过滤得碳酸氢钠晶体及其结

晶母液，所得碳酸氢钠返回氟化钠结晶工序继续使用，碳酸氢钠结晶母液冷却结晶芒硝后，

再经组合膜技术脱盐中水回用。中和母液氟化钠回收实验结果如下：

[0060]   F‑ NH4
+ SO4

2‑ pH

钽铌中和母液,g/L 56.5 78.6 43.7 7.9

碳酸氢钠结晶母液,g/L 0.05 0.1 52.8 8.2

[0061] 实施例2

[0062] 取钽铌矿萃残液2m3，室温搅拌通入氨气，调pH至8.7转型，继续搅拌2h，过滤得转

型渣滤饼和含NH4F的滤液。所得含NH4F的滤液加热至85℃，搅拌缓慢加入碳酸钠使溶液中的

氟以氟化钠形式结晶析出，铵则以氨气形式挥发，待溶液中气泡逐渐消失，继续加入碳酸钠

使溶液中Na2CO3浓度升至200g/L，再搅拌2h，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碳酸钠溶液，反应过程产

生的含氨气体返回清萃残液转型工序回收利用。所得氟化钠滤饼按固液比S/L＝1:2g/ml加

入89g/L的NH4F溶液中，85℃搅拌洗涤0.5h，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洗涤后液，洗涤后液返回

滤饼洗涤工序继续使用，精制氟化钠烘干后得纯度达99.25％的高品质氟化钠产品；所得含

碳酸钠的溶液室温通CO2酸化至0.03MPa，搅拌结晶1h，过滤得碳酸氢钠晶体及其结晶母液，

所得碳酸氢钠返回氟化钠结晶工序继续使用，碳酸氢钠结晶母液冷却结晶芒硝后，再经组

合膜技术脱盐中水回用。矿萃残液氟化钠回收实验结果如下：

[0063]   Fe F H2SO4 Si Ti

矿萃残液,g/L 1.5 137.8 603.6 14.3 8.4

碳酸氢钠结晶母液,g/L 0.01 0.06 pH＝8.5 0.01 0.01

[0064] 实施例3

[0065] 取钛材加工产生含硝酸～氢氟酸的洗涤废液3m3，先用扩散渗析回收其中的游离

硝酸和氢氟酸，所得扩散渗析残液通入氨气调pH至8.5，室温搅拌转型2h，过滤得偏钛酸滤

饼和含NH4F的滤液。所得滤液加热至90℃，搅拌缓慢加入碳酸钠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形式

结晶析出，铵则以氨气形式挥发，待溶液中气泡逐渐消失，继续加入碳酸钠使溶液中Na2CO3
浓度升至400g/L，再搅拌1.5h，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碳酸钠溶液，反应过程产生的含氨气体

返回扩散渗析残液转型工序回收利用。所得氟化钠滤饼按固液比S/L＝1:4g/ml加入2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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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NH4F溶液中，45℃搅拌洗涤0.5h，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洗涤后液，洗涤后液返回滤饼洗涤

工序继续使用，精制氟化钠烘干后得纯度达99.37％的高品质氟化钠产品；所得含碳酸钠的

溶液先加入硝酸钠至其浓度达100g/L，然后～5℃冷却结晶碳酸钠，过滤得碳酸钠晶体及其

结晶母液，所得碳酸钠返回氟化钠结晶工序继续使用，碳酸钠结晶母液补加适量硝酸和氢

氟酸后，返回钛材加工洗涤工序循环使用。扩散渗析残液氟化钠回收实验结果如下：

[0066]   HNO3 HF ∑F Ti

扩散渗析残液,g/L 75.6 3.1 45.8 18.4

碳酸钠结晶母液,g/L pH＝9.5 ‑‑‑ 0.01 0.01

[0067] 实施例4

[0068] 取玻璃厂酸蚀含氟废液5m3，过滤去除其中的悬浮物，并按其中的F～形成CaF2沉淀

化学计量数的2.5倍加入CaCl2，室温搅拌1.5h使其中的氟沉淀富集，过滤得氟沉淀富集物

和除氟后液。除氟后液送废水回用工序处理，所得氟沉淀富集物按其中的钙转化成草酸钙

理论量的1倍加入草酸铵，加水调节固液比为1:3g/ml，并用草酸维持溶液pH值2.5～4.5，50

℃搅拌转型2.5h，过滤得含草酸钙的滤饼和含氟化铵的滤液，所得含草酸钙的滤饼加盐酸

回收回收其中的草酸，所得含氟化铵的滤液缓慢加入碳酸钠盐，95℃使其中的氟以氟化钠

形式结晶析出，反应产生的气体(NH3+CO2)用草酸吸收回收氨，待溶液中气泡逐渐消失，继续

加入碳酸钠盐使溶液中Na2CO3浓度升至320g/L，然后再搅拌1.5h，过滤得氟化钠滤饼和含碳

酸钠的溶液。所得氟化钠滤饼按固液比S/L＝1:5g/ml加入160g/L的NH4F溶液中，60℃搅拌

洗涤1.5h，过滤得精制氟化钠和洗涤后液，洗涤后液返回滤饼洗涤工序继续使用，精制氟化

钠烘干后得纯度达99.31％的高品质氟化钠产品。含氟废液处理前后的化验结果如下：

[0069]   pH 悬浮物 F

处理前，mg/L 3.2 103.1 312.6

处理后，mg/L 11.5 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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