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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领域，公开

了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

依次包括预处理单元、板框增压泵、板框压滤机、

板框产液罐、用于对板框产液预热处理的预热系

统、陶瓷膜增压泵、陶瓷膜组、陶瓷膜产液罐、纳

滤膜NB1增压泵、纳滤膜NB1组、纳滤膜NB1产液

罐、纳滤膜NB2增压泵、纳滤膜NB2组、纳滤膜NB2

产液罐、纳滤膜NC膜增压泵、纳滤膜NC膜、纳滤膜

NC膜产液罐以及配套的去离子水生产设备。利用

该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通过工

艺参数的调整，产出的合格产液直接送往铅酸蓄

电池配酸站，进行新电池电解液的配制，装置高

效、稳定、可行，实现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高

效回收，促进铅酸蓄电池循环产业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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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相连的预处理

单元(2)、板框增压泵(3)、板框压滤机(4)、板框产液罐(5)、用于对板框产液预热处理的预

热系统(6)、陶瓷膜增压泵(7)、陶瓷膜组(8)、陶瓷膜产液罐(9)、纳滤膜NB1增压泵(10)、纳

滤膜NB1组(11)、纳滤膜NB1产液罐(12)、纳滤膜NB2增压泵(13)、纳滤膜NB2组(14)、纳滤膜

NB2产液罐(15)、纳滤膜NC膜增压泵(16)、纳滤膜NC膜(17)、纳滤膜NC膜产液罐(1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预处理单元(2)为预处理填床，所述预处理填床的填料为石英砂、活性炭中的一种或多

种，所述预处理填床厚度为30-6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预热系统(6)为水浴热交换系统，所述水浴热交换系统包括多级串联U型管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去离子水生产设备，所述去离子水生产设备依次包括MBR反应器(21)、MBR产水增压泵

(22)、一级RO膜组(23)、二级RO膜组(24)、EDI设备(25)、去离子水存储罐(26)。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用于将陶瓷膜浓缩液流入板框压滤机(4)的浓液回流系统一、用于将纳滤膜NB1浓缩液

回流至陶瓷膜产液罐(9)中的浓液回流系统二、用于将纳滤膜NB2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1

产液罐(12)的浓液回流系统三、用于将纳滤膜NC膜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2产液罐(15)的

浓液回流系统四、用于将纳滤膜NB1产液罐(12)中的浓缩产液回流至陶瓷膜组(8)前段的高

浓液回流系统一、用于将纳滤膜NB2产液罐(15)中的浓缩产液回流到陶瓷膜组(8)前段的高

浓液回流系统二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陶

瓷膜组(8)内的陶瓷膜的孔径在50-100微米，纳滤膜NB1组(11)内的纳滤膜NB1的孔径在50-

100nm，纳滤膜NB2组(14)内的纳滤膜NB2的孔径在50-100nm，纳滤膜NC膜(17)的孔径在10-

20nm；陶瓷膜组(8)内的陶瓷膜材质为三氧化二铝或二氧化锆，纳滤膜NB1组(11)内的纳滤

膜NB1材质为聚砜纳滤膜、聚醚砜纳滤膜、聚酰胺纳滤膜中的一种，纳滤膜NB2组(14)内纳滤

膜NB2材质与纳滤膜NB1组(11)内纳滤膜NB1材质相同，纳滤膜NC膜(17)材质为聚砜纳滤膜、

聚醚砜纳滤膜、聚酰胺纳滤膜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废电解液收集池、与预处理单元(2)相连的废电解液进口阀(1)，所述废电解液收集池

材质为大理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预处理单元(2)为预处理填床，所述预处理填床的厚度为30-60cm，所述预处理填床内的

填料为复合吸附材料，所述复合吸附材料制备方法如下，按重量份数计，取4-5份磷酸氢锆、

3-4份2-氨基对苯二甲酸、8-10份DMF，搅拌均匀后加入1-3份纳米硫酸钡，再次搅拌均匀后

升温至90℃保温12h，冷却至室温后，离心后用无水乙醇洗涤，真空干燥后，加入3-5份松油

醇、2-4份乙基纤维素、1-2份无水乙醇，混合均匀，置于130-150℃烧结30-40min，得到颗粒

状的复合吸附材料。

9.一种用权利要求1-8任意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进行循环再利

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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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通过预处理单元(2)进行预处理，通过板框增压泵(3)将废铅酸

蓄电池电解液泵入板框压滤机(4)进行过滤，产出的板框产液进入板框产液罐(5)；

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开启预热系统(6)，板框产液罐(5)内的板框产液进入预热系

统(6)，控制出来的产液温度在20-40℃之间；

产液再通过陶瓷膜增压泵(7)进入陶瓷膜组(8)，产出的陶瓷膜产液进入陶瓷膜产液罐

(9)，用去离子水存储罐(26)内的去离子水对陶瓷膜产液罐(9)内的陶瓷膜产液进行稀释，

直至陶瓷膜产液内的硫酸浓度在16％以下；

纳滤膜NB1增压泵(10)将稀释后的陶瓷膜产液泵入纳滤膜NB1组(11)，产出的纳滤膜

NB1产液进入纳滤膜NB1产液罐(12)，纳滤膜NB2增压泵(13)将纳滤膜NB1产液泵入纳滤膜

NB2组(14)，产出的纳滤膜NB2产液进入纳滤膜NB2产液罐(15)；

纳滤膜NC膜增压泵(16)将纳滤膜NB2产液泵入纳滤膜NC膜(17)，产出的纳滤膜NC膜产

液进入纳滤膜NC膜产液罐(18)内，纳滤膜NC膜产液输送到蓄电池配酸站待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用蓄电池倒酸机收集废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排入废电解液收集池，废电解液收集

池内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入预处理单元(2)；陶瓷膜组(8)的浓缩液回流到板框压滤机

(4)内，纳滤膜NB1组(11)的浓缩液回流到陶瓷膜产液罐(9)中，纳滤膜NB2组(14)的浓缩液

回流到纳滤膜NB1产液罐(12)中，纳滤膜NC膜(17)的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2产液罐(15)

中，纳滤膜NB1产液罐(15)中的浓缩产液回流到陶瓷膜组(8)前段、纳滤膜NB2产液罐(15)中

的浓缩产液回流到陶瓷膜组(8)前段；纳滤膜NB1组(11)对陶瓷膜产液罐(9)内的产液进行

浓缩，出来的浓缩的高杂质废液排放如污水站中，排放的高杂质废液不超过废铅酸蓄电池

电解液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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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铅酸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

环再利用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国，每年废铅蓄电池产生量超过

260x104t。废铅酸蓄电池主要由废电解液(11％～30％)、铅合金(24％～30％)、铅膏(30％

～40％)及其他物质(22％～30％)组成。因此，每100t废铅酸蓄电池将会产生11～30t废电

解液，若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会导致土壤的酸化，以及地下水资源的重金属

污染。在解决酸性废水方面，膜分离技术在冶炼、电镀、采矿和金属表面加工等行业里已有

广泛的应用，是一种新型、高效的流体分离技术，具有低能耗，分离效果好，易于操作等特

点。此外，膜分离技术在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我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

[0003] 公告号为CN105186060B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废旧铅蓄电池电解液回收再利用

装置，该发明包括废旧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储罐，废旧铅蓄电池电解液储罐通过管道一次与

耐酸泵、过滤器和扩散渗析组件的酸液进口相连，水管道与扩散渗析组件的水进口相连，扩

散渗析组件的残液出口通过管道与后续处理工段相连，具有结构简单、减少企业废酸处理

成本，同时能够有效的对废酸进行回收。上述专利公开的废旧铅蓄电池电解液的回收再利

用装置产出的依赖于废酸收集装置的开发实施，且设备不具备电解液进化设施，产出的废

电解液富含有铅、铁、钠、铜、钙、锡等杂质离子，直接循环使用会严重影响电池的寿命，造成

电池内部短路、极板严重腐蚀等蓄电池产品质量问题。公告号为CN105712302B的中国专利

公开了废旧铅蓄电池硫酸回收系统及利用其回收硫酸的方法，该发明包括通过输液管道相

连通的板框过滤设备、微滤膜过滤设备、扩散渗析、纳滤膜过滤设备，实现硫酸的85％回收

率。但该专利采用膜分离设备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产出的废旧硫酸，对废旧硫酸中的金属

阳离子具有明显的拦截效果，无法拦截溶液中的阴离子，而废旧硫酸含有氯离子、磷酸根离

子、硝酸根离子等对铅酸蓄电池危害极大的阴离子，产出的回收酸杂质会超出铅酸蓄电池

用硫酸使用标准，特别是氯离子远远超出标准国家标准0.00065。在设备材面，公告号为

CN105712302B的中国专利中纳滤耐酸膜，采用的硫酸浓度高达30％，纳滤膜在高浓度硫酸

情况下容易损坏，极大降低了材料的寿命。此外，废旧硫酸中含有铅、铜、铁、钠、钙、锡等金

属阳离子、含有大量硫酸根阴离子，微滤膜操作温度5～40℃，在温度较低的条件下，废酸溶

液在经过微滤膜时产生的硫酸铅晶体会堵塞微滤膜系统，不具备低温实施可行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具有回收再利

用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适用于工业化使用的效果，解决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环境污染问

题，促进铅酸蓄电池循环产业链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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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

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预处理单元、板框增压泵、板框压滤机、板框产液罐、

用于对板框产液预热处理的预热系统、陶瓷膜增压泵、陶瓷膜组、陶瓷膜产液罐、纳滤膜NB1

增压泵、纳滤膜NB1组、纳滤膜NB1产液罐、纳滤膜NB2增压泵、纳滤膜NB2组、纳滤膜NB2产液

罐、纳滤膜NC膜增压泵、纳滤膜NC膜、纳滤膜NC膜产液罐。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预处理单元对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行预处理，板框增

压泵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泵入板框压滤机内，出来的板框产液进入板框产液罐内。通过

预热系统对板框产液进行预热处理，控制板框产液温度在20-40℃，延长膜组件如纳滤膜的

寿命，办证产液通量，防止金属硫酸盐结晶堵塞膜组件。

[0007] 陶瓷膜增压泵将预热后的板框产液泵入陶瓷膜组，出来的陶瓷膜产液进入陶瓷膜

产液罐内，纳滤膜NB1增压泵将陶瓷膜产液泵入纳滤膜NB1组内，出来的纳滤膜NB1产液进入

纳滤膜NB1产液罐内，纳滤膜NB2增压泵将纳滤膜NB1产液泵入纳滤膜NB2组内，出来的纳滤

膜NB2产液进入纳滤膜NB2产液罐内。纳滤膜NC膜增压泵将纳滤膜NB2产液泵入纳滤膜NC膜

内，得到的纳滤膜NC膜产液，可输送至蓄电池配酸站，用于新电池电解液的配制。通过多级

膜组件的过滤和工艺参数的优化，实现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高效回收，能得到合格的产

液，装置高效、稳定、可行，适用于工业化使用。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预处理单元为预处理填床，所述预处理填床的填料

为石英砂、活性炭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预处理填床厚度为30-60cm。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预处理填床的填料为石英砂、活性炭中的一种或多种，起

到初步过滤的作用，去除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内固态杂质如烧灼残渣等，避免堵塞膜组件，

保证装置高效、稳定地运行。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预热系统为水浴热交换系统，所述水浴热交换系统

包括多级串联U型管路。

[001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去离子水生产设备，所述去离子水生产设备依次

包括MBR反应器、MBR产水增压泵、一级RO膜组、二级RO膜组、EDI设备、去离子水存储罐。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去离子水生产设备中，MBR反应器又称膜生物反应器，EDI

设备又称EDI纯水设备。MBR反应器与自来水管网相连，用于对自来水进行初级处理。MBP产

水通过MBR产水增压泵后依次进入一级RO膜组、二级RO膜组、EDI设备后得到去离子水，进入

去离子水存储罐中存储，用于对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行稀释。

[0013]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用于将陶瓷膜浓缩液流入板框压滤机的浓液回流

系统一、用于将纳滤膜NB1浓缩液回流至陶瓷膜产液罐中的浓液回流系统二、用于将纳滤膜

NB2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1产液罐的浓液回流系统三、用于将纳滤膜NC膜浓缩液回流到纳

滤膜NB2产液罐的浓液回流系统四、用于将纳滤膜NB1产液罐中的浓缩产液回流至陶瓷膜组

前段的高浓液回流系统一、用于将纳滤膜NB2产液罐中的浓缩产液回流到陶瓷膜组前段的

高浓液回流系统二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膜过滤后得到产液和浓缩液，浓缩液为杂质含量较高的

废液。本发明采用浓缩液回流的方式，提高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循环再生量。

[0015] 纳滤膜NB1产液罐中的浓缩产液形成如下：纳滤膜NB1组出来的纳滤膜NB1产液进

入到纳滤膜NB1产液罐，纳滤膜NB1产液被纳滤膜NB2泵入纳滤膜NB2组，出来纳滤膜NB2产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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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纳滤膜NB2浓缩液，纳滤膜NB2浓缩液通过浓液回流系统三回流到纳滤膜NB1产液罐，再被

纳滤膜NB2增压泵泵入纳滤膜NB2组内，再次出来纳滤膜NB2产液和纳滤膜NB2浓缩液，纳滤

膜NB2浓缩液通过浓液回流系统三再次回流到纳滤膜NB1产液罐，经过多次循环，在纳滤膜

NB1产液罐中形成浓缩产液。

[0016] 纳滤膜NB2产液罐中的浓缩产液形成如下：纳滤膜NB2组出来的纳滤膜NB2产液进

入到纳滤膜NB2产液罐中，纳滤膜NB2产液被纳滤膜NC膜增压泵泵入纳滤膜NC膜，出来纳滤

膜NC膜产液和纳滤膜NC膜浓缩液，纳滤膜NC膜浓缩液通过浓液回流系统四回流至纳滤膜

NB2产液罐，再被纳滤膜NC膜增压泵泵入纳滤膜NC膜，再次出来纳滤膜NC膜产液和纳滤膜NC

膜浓缩液，纳滤膜NC膜浓缩液通过浓液回流系统四再次回流到纳滤膜NB2产液罐中，经过多

次循环，在纳滤膜NB2产液罐中形成浓缩产液。

[0017]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陶瓷膜组内的陶瓷膜的孔径在·50-100微米，纳滤膜NB1

组内的纳滤膜NB1的孔径在50-100nm，纳滤膜NB2组内的纳滤膜NB2的孔径在50-100nm，纳滤

膜NC膜的孔径在10-20nm；陶瓷膜组内的陶瓷膜材质为三氧化二铝或二氧化锆，纳滤膜NB1

组内的纳滤膜NB1材质为聚砜纳滤膜、聚醚砜纳滤膜、聚酰胺纳滤膜中的一种，纳滤膜NB2组

内纳滤膜NB2材质与纳滤膜NB1组内纳滤膜NB1材质相同，纳滤膜NC膜材质为聚砜纳滤膜、聚

醚砜纳滤膜、聚酰胺纳滤膜中的一种。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纳滤膜NB1、纳滤膜NB2、纳滤膜NC膜采用聚砜、聚醚砜、聚

酰胺中的一种，为耐酸纳滤膜。

[0019]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废电解液收集池、与预处理单元相连的废电解液

进口阀，所述废电解液收集池材质为大理石。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废电解液收集池材质为大理石，耐腐蚀，避免废铅酸蓄电

池电解液中混入杂质。

[0021]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预处理单元为预处理填床，所述预处理填床的厚度

为30-60cm，所述预处理填床内的填料为复合吸附材料，所述复合吸附材料制备方法如下，

按重量份数计，取4-5份磷酸氢锆、3-4份2-氨基对苯二甲酸、8-10份DMF，搅拌均匀后加入1-

3份纳米硫酸钡，再次搅拌均匀后升温至90℃保温12h，冷却至室温后，离心后用无水乙醇洗

涤，真空干燥后，加入3-5份松油醇、2-4份乙基纤维素、1-2份无水乙醇，混合均匀，置于130-

150℃烧结30-40min，得到颗粒状的复合吸附材料。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废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的循环再利用中，需要去除其中

的金属阳离子，如铁离子、锰离子、铜离子等。特别是废铅酸蓄电池材料内的铁、铜等合金溶

于其电解液后，造成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中的金属阳离子浓度较高。虽然纳滤膜能对金属

阳离子起到截留和分离的作用，但单纯依靠膜分离技术对金属阳离子进行截留，一方面需

要设置较多的纳滤膜对其进行多次截留，工艺流程偏长，效率低下，且造成装置成本偏高，

另一方面废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金属阳离子浓度偏高，很容易造成纳滤膜的堵塞和损耗，

导致纳滤膜的损耗增大，因此，有必要在废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接触纳滤膜之前，选择性去

除铁离子、铜离子和锰离子这三种金属阳离子。

[0023] 预处理单元为预处理填床，预处理填床内的填料为复合吸附材料，磷酸氢锆是一

种介孔材料，通过将纳米硫酸钡负载于磷酸氢锆上，形成骨架材料，再用松油醇、乙基纤维

素、无水乙醇对其进行包覆，经烧结后得到颗粒状的复合吸附材料。乙基纤维素一是具有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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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作用，将各种组分粘合在一起，形成颗粒，二是乙基纤维素具有良好的成膜性，在复合

材料表面及磷酸氢锆的孔隙内成膜，既能为金属阳离子的吸附提供吸附位点，而且于磷酸

氢锆的孔隙内成膜后能有效提高金属阳离子的传输能力。预处理填床在对废铅酸蓄电池电

解液预处理时，铁离子、铜离子、锰离子等金属阳离子先吸附于复合吸附材料表面，再沿复

合吸附材料的孔隙进一步向复合吸附材料内部扩散，能较好地吸附铁离子、铜离子和锰离

子，有效去除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中的铁离子、铜离子和锰离子。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方法，包括，将废铅酸蓄电

池电解液通过预处理单元进行预处理，通过板框增压泵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泵入板框压

滤机进行过滤，产出的板框产液进入板框产液罐；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开启预热系统，

板框产液罐内的板框产液进入预热系统，控制出来的产液温度在20-40℃之间；产液再通过

陶瓷膜增压泵进入陶瓷膜组，产出的陶瓷膜产液进入陶瓷膜产液罐，用去离子水存储罐内

的去离子水对陶瓷膜产液罐内的陶瓷膜产液进行稀释，直至陶瓷膜产液内的硫酸浓度在

16％以下；纳滤膜NB1增压泵将稀释后的陶瓷膜产液泵入纳滤膜NB1组，产出的纳滤膜NB1产

液进入纳滤膜NB1产液罐，纳滤膜NB2增压泵将纳滤膜NB1产液泵入纳滤膜NB2组，产出的纳

滤膜NB2产液进入纳滤膜NB2产液罐；纳滤膜NC膜增压泵将纳滤膜NB2产液泵入纳滤膜NC膜，

产出的纳滤膜NC膜产液进入纳滤膜NC膜产液罐内，纳滤膜NC膜产液输送到蓄电池配酸站待

用。

[0025]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用蓄电池倒酸机收集废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排

入废电解液收集池，废电解液收集池内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入预处理单元；陶瓷膜组

的浓缩液回流到板框压滤机内，纳滤膜NB1组的浓缩液回流到陶瓷膜产液罐中，纳滤膜NB2

组的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1产液罐中，纳滤膜NC膜的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2产液罐中，

纳滤膜NB1产液罐中的浓缩产液回流到陶瓷膜组前段、纳滤膜NB2产液罐中的浓缩产液回流

到陶瓷膜组前段；纳滤膜NB1组对陶瓷膜产液罐内的产液进行浓缩，出来的浓缩的高杂质废

液排放如污水站中，排放的高杂质废液不超过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12％。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采用多级膜组件对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行过滤，拦截

其中的金属阳离子，产出的纳滤膜NC膜产液能用于新蓄电池的电解液配制，实现废铅酸蓄

电池电解液的循环再生；2、设备包括预处理单元和水浴热交换系统，预处理单元对废铅酸

蓄电池电解液进行初步过滤，去除烧灼残渣等固态杂物，水浴热交换系统起到控制废铅酸

蓄电池电解液的温度，控制温度使膜组件处于性能最佳的水平，且能够适应于低温环境下

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循环再利用，使设备稳定性好；3、用蓄电池倒酸机对废铅酸蓄电

池进行倒酸，废电解液收集池材质采用耐腐蚀的大理石，从源头上控制废电解液的污染问

题，确保纳滤膜NC产液中氯离子的含量符合电池用稀硫酸质量标准；4、膜过滤过程中采用

合理的浓液回流方式，最大化提高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循环再生量；5、膜处理废铅酸蓄

电池电解液，酸性电解液通过管路、膜组件处理，现场环境整洁无污染。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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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图。

[0028] 图1是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是实施例1的工艺流程图。

[0030] 图中，1、废电解液进口阀；2、预处理单元；3、板框增压泵；4、板框压滤机；5、板框产

液罐；6、预热系统；7、陶瓷膜增压泵；8、陶瓷膜组；9、陶瓷膜产液罐；10、纳滤膜NB1增压泵；

11、纳滤膜NB1组；12、纳滤膜NB1产液罐；13、纳滤膜NB2增压泵；14、纳滤膜NB2组；15、纳滤膜

NB2产液罐；16、纳滤膜NC膜增压泵；17、纳滤膜NC膜；18、纳滤膜NC膜产液罐；19、NC产液出口

阀；20、自来水管网进口阀；21、MBR反应器；22、MBR产水增压泵；23、一级RO膜组；24、二级RO

膜组；25、EDI设备；26、去离子水存储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实施例1：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依次相连

的废电解液进口阀1、预处理单元2、板框增压泵3、板框压滤机4、板框产液罐5、用于对板框

产液预热处理的预热系统6、陶瓷膜增压泵7、陶瓷膜组8、陶瓷膜产液罐9、纳滤膜NB1增压泵

10、纳滤膜NB1组11、纳滤膜NB1产液罐12、纳滤膜NB2增压泵13、纳滤膜NB2组14、纳滤膜NB2

产液罐15、纳滤膜NC膜增压泵16、纳滤膜NC膜17、纳滤膜NC膜产液罐18。还包括废电解液收

集池，废电解液收集池材质为大理石，废电解液进口阀1通过管路与废电解液收集池相连。

预处理单元2为预处理填床，预处理填床为一层厚度为30cm的填料，填料为石英砂和活性炭

的混合物。预热系统6为水浴热交换系统，水浴热交换系统包括置于水中的多级串联U型管

路，U型管路材质为PVC材质，内部供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流过。通过水浴温度的控制，保证

出来的液体温度在20-40℃之间。

[0032] 陶瓷膜组8内的陶瓷膜采用三氧化二铝无机陶瓷膜，孔径在50-100微米。纳滤膜

NB1组11内的纳滤膜NB1采用聚砜材质的纳滤膜，孔径50-100nm。纳滤膜NB2组14内的纳滤膜

NB2材质与纳滤膜NB1相同，采用聚砜材质的纳滤膜，孔径50-100nm。纳滤膜NC膜17采用聚醚

砜纳滤膜，孔径10-20nm。

[0033] 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还包括去离子水生产设备，去离子水生产

设备依次包括MBR反应器21、MBR产水增压泵22、一级RO膜组23、二级RO膜组24、EDI设备25、

去离子水存储罐26。MBR反应器21通过自来水管网进口阀20与自来水管网相连，去离子水存

储罐26通过管路与陶瓷膜产液罐9相连接。打开自来水管网进口阀20后，自来水管网的自来

水依次通过MBR反应器21、MBR产水增压泵22、一级RO膜组23、二级RO膜组24、EDI设备25后得

到去离子水，存储于去离子水存储罐26内。

[0034] 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在膜过滤会产生浓缩液，为提高电解液循环再生量，废铅酸

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还包括用于将陶瓷膜浓缩液流入板框压滤机4的浓液回流

系统一、用于将纳滤膜NB1组11浓缩液回流至陶瓷膜产液罐9中的浓液回流系统二、用于将

纳滤膜NB2组14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1产液罐12的浓液回流系统三、用于将纳滤膜NC膜17

浓缩液回流到纳滤膜NB2产液罐15的浓液回流系统四、用于将纳滤膜NB1产液罐12中的浓缩

产液回流至陶瓷膜组8前段的高浓液回流系统一、用于将纳滤膜NB2产液罐15中的浓缩产液

回流到陶瓷膜组8前段的高浓液回流系统二。回流系统一、回流系统二、回流系统三、回流系

统四、高浓液回流系统一、高浓液回流系统二均由管道和泵组成。其中纳滤膜NB1组11对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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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膜产液罐9内的陶瓷膜产液进行过滤，高杂质离子的废液排入污水站，排入污水站的废液

不超过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的12％，从而实现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88％以上的循环再利

用。

[0035] 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方法如下：如图2所示，用蓄电池倒酸机收集废

铅酸蓄电池的电解液，排入废电解液收集池。废电解液收集池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通过

废电解液进口阀1进入预处理单元2，预处理单元2对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初步过滤，出来的

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通过板框增压泵3被泵入板框压滤机4进行压滤，得到的板框产液进入

板框产液罐5。

[0036] 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开启水浴热交换系统，板框产液罐5内的板框产液进入水

浴热交换系统，控制出来的产液温度在20-40℃之间。出来的产液再通过陶瓷膜增压泵7进

入陶瓷膜组8，出来的陶瓷膜产液进入陶瓷膜产液罐9，用去离子存储罐26内的去离子水对

陶瓷膜产液罐9内的陶瓷膜产液进行稀释，直至陶瓷膜产液内的硫酸浓度在16％以下。

[0037] 纳滤膜NB1增压泵10将稀释后的陶瓷膜产液泵入纳滤膜NB1组11，产出的纳滤膜

NB1产液进入纳滤膜NB1产液罐12。纳滤膜NB2增压泵13将纳滤膜NB1产液泵入纳滤膜NB2组

14，产出的纳滤膜NB2产液进入纳滤膜NB2产液罐15。纳滤膜NC膜增压泵16将纳滤膜NB2产液

泵入纳滤膜NC膜17，产出的纳滤膜NC膜产液进入纳滤膜NC膜产液罐18，纳滤膜NC膜产液罐

设置有NC产液出口阀，NC产液出口阀通过管路与蓄电池配酸站相连，产出的合格的纳滤膜

NC膜产液输送至蓄电池配酸站待用。

[0038] 实施例2：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预

处理填床为一层厚度为60cm的填料，填料为活性炭。陶瓷膜组8内的陶瓷膜为二氧化锆陶瓷

膜，纳滤膜NB1组11内的纳滤膜NB1为聚醚砜纳滤膜或聚酰胺纳滤膜，纳滤膜NB2组14内的纳

滤膜NB2材质与纳滤膜NB1相同。纳滤膜NC膜17为聚砜纳滤膜或聚酰胺纳滤膜。

[0039] 实施例3：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预

处理填床为一层厚度在30-60cm之间的填料，填料为复合吸附材料，复合吸附材料制备方法

如下，取4kg磷酸氢锆、3kg的2-氨基对苯二甲酸、8kgDMF，搅拌均匀后加入1kg纳米硫酸钡，

再次搅拌均匀后升温至90℃保温12h，冷却至室温后，离心后用无水乙醇洗涤，真空干燥后，

加入3kg松油醇、2kg乙基纤维素、1kg无水乙醇，混合均匀，置于130-150℃烧结30min，得到

颗粒状的复合吸附材料。

[0040] 实施例4：一种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预

处理填床为一层厚度在30-60cm之间的填料，填料为复合吸附材料，复合吸附材料制备方法

如下，取5kg磷酸氢锆、4kg的2-氨基对苯二甲酸、10kgDMF，搅拌均匀后加入3kg纳米硫酸钡，

再次搅拌均匀后升温至90℃保温12h，冷却至室温后，离心后用无水乙醇洗涤，真空干燥后，

加入5kg松油醇、4kg乙基纤维素、2kg无水乙醇，混合均匀，置于130-150℃烧结40min，得到

颗粒状的复合吸附材料。

[0041] 实验部分：

[0042] 实验组1：采用实施例1中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及方法对某铅

蓄电池循环工业园中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行处理，其电解液硫酸浓度为32％、温度为5

℃、铁离子浓度为0.25％、铜离子浓度为0.0050％、氯离子浓度为0.0004％。将废电解液按

照工艺流程依次进入预处理单元、板框压滤机、预热系统、陶瓷膜系统、纳滤膜NB1组、纳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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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NB2组、纳滤膜NC膜，产出合格产液输送进入蓄电池配酸站进行蓄电池电解液的配制。其

中，为控制电解液的温度在20～30℃，将水浴热交换系统的控制器设置出口温度为25℃。为

将陶瓷膜产液稀释至16％以下，1立方电解液需加入1体积去离子水进行稀释。采用原子吸

收光谱对产液进行检测，产液铁离子浓度为0.0003％、铜离子浓度为0.0001％、锰离子浓度

为0.00003％，通过比浊法测试氯离子含量为0.0002％，滴定分析测试还原物SO2符合国家

标准，产品合格。

[0043] 实验组2：采用实施例1中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及方法，对某铅

蓄电池循环工业园中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行处理，其电解液硫酸浓度为25％、温度为

10℃、铁离子浓度为0.20％、铜离子浓度为0.0030％、氯离子浓度为0.0003％。将废电解液

按照上述工艺流程依次进入预处理单元、板框压滤机、预热系统、陶瓷膜系统、纳滤膜NB1

组、纳滤膜NB2组、纳滤膜NC膜，产出合格产液输送进入蓄电池配酸站进行蓄电池电解液的

配制。其中，为控制电解液的温度在20～30℃，将水浴热交换系统的控制器设置出口温度为

25℃。为将陶瓷膜产液稀释至16％以下，1立方电解液需加入0.7体积去离子水进行稀释。采

用原子吸收光谱对产液进行检测，产液铁离子浓度为0.00025％、铜离子浓度为0.00008％、

锰离子浓度为0.000025％，通过比浊法测试氯离子含量为0.00017％，滴定分析测试还原物

SO2符合国家标准，产品合格。

[0044] 实验组3：采用实施例1中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循环再利用的装置及方法，对某铅

蓄电池循环工业园中的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进行处理，其电解液硫酸浓度为20％、温度为

22℃、铁离子浓度为0.16％、铜离子浓度为0.001％、氯离子浓度为0.0002％。将废电解液按

照上述工艺流程依次进入预处理单元、板框压滤机、预热系统、陶瓷膜系统、纳滤膜NB1组、

纳滤膜NB2组、纳滤膜NC膜，产出合格产液输送进入蓄电池配酸站进行蓄电池电解液的配

制。将预热系统关闭，无需预热处理。为将陶瓷膜产液稀释至16％以下，1立方电解液需加入

0 .3体积去离子水进行稀释。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对产液进行检测，产液铁离子浓度为

0.0001％、铜离子浓度为0.00005％、锰离子浓度为0.000015％，通过比浊法测试氯离子含

量为0.00013％，滴定分析测试还原物SO2符合国家标准，产品合格。

[0045] 实验组4：采用实施例3中的预处理填床，对某铅蓄电池循环工业园中的废铅酸蓄

电池电解液进行处理，其电解液硫酸浓度为32％、温度为5℃、铁离子浓度为0.25％、铜离子

浓度为0.0050％、锰离子浓度为0.001％。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置于预处理填床内处理

200min，产出的产液。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对产液进行检测，产液铁离子浓度为0.05％、铜离

子浓度为0.001％、锰离子浓度为0.0005％。

[0046] 实验组5：采用实施例4中的预处理填床，对某铅蓄电池循环工业园中的废铅酸蓄

电池电解液进行处理，其电解液硫酸浓度为25％、温度为10℃、铁离子浓度为0.20％、铜离

子浓度为0.0030％、锰离子浓度为0.0008％。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置于预处理填床内处

理200min，产出的产液。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对产液进行检测，产液铁离子浓度为0.04％、铜

离子浓度为0.0015％、锰离子浓度为0.0001％。

[0047] 实验组6：采用实施例4中的预处理填床，对某铅蓄电池循环工业园中的废铅酸蓄

电池电解液进行处理，其电解液硫酸浓度为20％、温度为22℃、铁离子浓度为0.16％、铜离

子浓度为0.001％、锰离子浓度为0.0007％。将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置于预处理填床内处理

200min，产出的产液。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对产液进行检测，产液铁离子浓度为0.02％、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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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浓度为0.0007％、锰离子浓度为0.00015％。

[0048] 表1废铅酸蓄电池电解液中杂质含量及铅酸蓄电池用稀硫酸国家标准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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