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铊废水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废水除铊装置及其构

成的含铊废水处理装置。所述废水除铊装置包括

电控装置、中和罐、pH计、第一压滤机、收集罐、流

化床反应罐、沙滤器、第二压滤机、第一泵、第二

泵、第三泵和第四泵。所述含铊废水处理装置包

括第一储罐、锅炉脱硫装置、第三压滤机、第二储

罐、除铊装置、第三储罐、渗滤液处理装置、沉淀

装置、锅炉除尘装置、第五泵、第六泵、第七泵、第

八泵和第九泵。通过本实用新型可以将废水中铊

浓度处理至达标(小于0.1μg/L)，提高外排废水

的安全性和环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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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水除铊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电控装置、中和罐、pH计、第一压滤机、收集罐、

流化床反应罐、沙滤器、第二压滤机、第一泵、第二泵、第三泵和第四泵；所述pH计设于所述

中和罐内；所述第一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含铊废水和所述中和罐的入口连通；

所述第二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中和罐的出口和所述第一压滤机的入口连通；所述

收集罐的入口与所述第一压滤机的液相出口连通；所述第三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

的捕捉剂溶液和所述收集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四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收集罐的

液相出口和所述流化床反应罐的入口连通；所述沙滤器设于所述流化床反应罐内；所述第

二压滤机的入口与所述收集罐的固相出口连通；且所述第一泵、第二泵、第三泵和第四泵分

别与所述电控装置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除铊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水除铊装置还包括中转

罐，所述中转罐与所述流化床反应罐的出口连通。

3.一种含铊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储罐、锅炉脱硫装置、第三压滤机、第

二储罐、除铊装置、第三储罐、渗滤液处理装置、沉淀装置、锅炉除尘装置、第五泵、第六泵、

第七泵、第八泵和第九泵；所述除铊装置为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水除铊装置；所述第五泵的

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含铊废水和所述第一储罐的入口连通；所述锅炉脱硫装置的入

口与所述第一储罐的出口连通；所述第六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碱液和所述锅炉

脱硫装置的入口连通；所述第三压滤机的入口与所述锅炉脱硫装置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二

储罐的入口与所述第三压滤机的液相出口连通；所述除铊装置中的第一泵的两端分别通过

管道与所述第二储罐的出口和所述中和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三储罐的入口与所述除铊装

置中的流化床反应罐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七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不含铊废水和

所述第三储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八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反萃取水和所述第三

储罐的入口连通；所述渗滤液处理装置的入口与所述第三储罐的出口连通；所述沉淀装置

的入口与所述渗滤液处理装置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九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沉淀装

置的出口和所述锅炉除尘装置的入口连通；且所述第五泵、第六泵、第七泵、第八泵和第九

泵分别与所述除铊装置中的电控装置电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含铊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装置为沉淀罐。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含铊废水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装置为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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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水除铊装置及其包含上述装置的含铊废水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废水除铊装置及其构成的含铊

废水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铊是一种毒害性极高的重金属元素，对哺乳动物的毒害作用远远大于汞、砷、镉、

铅、锑等常规重金属元素，我国制定了其地表水及饮用水标准：低于0.1μg/L。氯氧化锆生产

线所产生的外排废水存在铊元素，浓度波动较大，分析原因主要是与原材料含量、废水循环

量和排量等有关系。因存在排放不稳定性，部分值超过国家拟定的标准值：5μg/L(后期也可

能严格至1μg/L)，存在环保隐患。

[0003] 锆英砂中铊的含量直接影响到废水中的铊浓度，在使用含铊量小的锆英砂，可以

直接确保废水中的铊浓度达到排放标准。即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在每批砂使用前进行检验，

确定是否使用除铊系统，同时需在使用后跟踪废水中铊浓度。

[0004] 为确定外排水铊元素的流向，进行转型工艺试验，并对氯锆生产线的中间物料进

行排查，可知铊主要来源于锆英砂，固态铊高温下于片碱反应，进行转型时，有以下两种情

况：1、在转型工序高酸度(pH较低时)呈离子状态进入转型水中排出，其浓度与酸度有关系，

在碱水和转型料及后工序物料中含量较小，随着转型料的水洗，铊浓度逐渐降低，在洗水后

期可达到外排标准要求。2、在转型工序低酸度(pH较高时)进入转型水中的铊较少，进入碱

水中的含量也较少，主要进入转型料随氯锆生产工艺进入到母液酸中，经母液酸处理后进

入到高氨氮废水中。

[0005] 对上述第一种情况中的铊的工艺走向进行处理试验，其处理效果为：实验室小试

除铊，  9.35μg/L处理到0.012μg/L，3.9μg/L处理到0.015μg/L；最佳条件下，工艺试验除铊，

28.2μg/L 处理到0.01μg/L，0.705μg/L处理到0.07μg/L，0.149μg/L处理到0.038μg/L；其处

理量为200  吨/天，同时生产过程中需区分转型水和转型洗水；需连续处理；对放射性有一

定去除效果，但未达到处理要求，转型水中铀、钍含量均低于新标，镭可由原来的90.8降至

23.9Bq/L；转型水中和后压滤过程中，因为偏硅酸钠的水解，pH控制存在一定难度，处理效

果相对不稳定；转型水和转型洗水采用渗滤液处理工艺，铀、钍含量可低于新标，但镭的去

除效果明显不够。

[0006] 对上述第二种情况中的铊的工艺走向进行处理试验，其处理效果为：工艺试验除

铊，  13.77μg/L处理到0.141μg/L，6.38μg/L处理到0.01μg/L；其处理量为120吨/天；可间歇

处理中和罐的废水后取样；对氨氮去除无效果，对放射性去除效果还在检验中；氨氮水对pH

起到缓解稳定作用，利于除铊系统参数的设定，进一步优化处理效果；废水、反萃取水采用

渗滤液处理工艺，铀、钍、镭的含量可达到新标要求；高氨氮水进入锅炉脱硫系统，实验去除

效果在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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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7] 基于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废水除铊装置，通过该装置可以将废水

中铊浓度处理至达标(小于0.1μg/L)。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废水除铊装置，包括电控装

置、中和罐、pH计、第一压滤机、收集罐、流化床反应罐、沙滤器、第二压滤机、第一泵、第二

泵、第三泵和第四泵；所述pH计设于所述中和罐内；所述第一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

的含铊废水和所述中和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二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中和罐的出

口和所述第一压滤机的入口连通；所述收集罐的入口与所述第一压滤机的液相出口连通；

所述第三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捕捉剂溶液和所述收集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四

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收集罐的液相出口和所述流化床反应罐的入口连通；所述沙

滤器设于所述流化床反应罐内；所述第二压滤机的入口与所述收集罐的固相出口连通；且

所述第一泵、第二泵、第三泵和第四泵分别与所述电控装置电连接。

[0009]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将待处理水的pH值通过自动调节调至合理参数，再

通过压滤机将其中固体物质分离出来，液相再通过捕捉剂捕捉和氧化；捕捉和氧化后的液

相再进行沙滤，固相再通过压滤机进行处理。通过本实用新型可以将废水中铊浓度处理至

达标(小于0.1μg/L)。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废水除铊装置还包括中转罐，所述中转罐与所述流化床反应罐的

出口连通。

[0011]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了一种含铊废水处理装置，包括第一储罐、锅炉脱硫装置、第三

压滤机、第二储罐、除铊装置、第三储罐、渗滤液处理装置、沉淀装置、锅炉除尘装置、第五

泵、第六泵、第七泵、第八泵和第九泵；所述除铊装置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废水除铊装置；所

述第五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含铊废水和所述第一储罐的入口连通；所述锅炉脱

硫装置的入口与所述第一储罐的出口连通；所述第六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碱液

和所述锅炉脱硫装置的入口连通；所述第三压滤机的入口与所述锅炉脱硫装置的出口连

通；所述第二储罐的入口与所述第三压滤机的液相出口连通；所述除铊装置中的第一泵的

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第二储罐的出口和所述中和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三储罐的入口

与所述除铊装置中的流化床反应罐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七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

不含铊废水和所述第三储罐的入口连通；所述第八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反萃取

水和所述第三储罐的入口连通；所述渗滤液处理装置的入口与所述第三储罐的出口连通；

所述沉淀装置的入口与所述渗滤液处理装置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九泵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

与所述沉淀装置的出口和所述锅炉除尘装置的入口连通；且所述第五泵、第六泵、第七泵、

第八泵和第九泵分别与所述除铊装置中的电控装置电连接。

[0012]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通过锅炉脱硫装置和高碱度去除废水中的氨氮和

铀、钍，通过除铊装置去除铊，通过渗滤液处理装置去除放射性元素，从而提高外排废水的

安全性和环保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沉淀装置为沉淀罐。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沉淀装置为沉淀池。

[0015]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实施，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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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实施例1的废水除铊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实施例2的含铊废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请参阅图1，图1为本实施例的废水除铊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所述废水除铊装置100

包括电控装置101、中和罐102、pH计103、第一压滤机104、收集罐105、流化床反应罐106、沙

滤器107、第二压滤机108、第一泵b1、第二泵b2、第三泵b3和第四泵b4；所述pH计  103设于所

述中和罐102内；所述第一泵b1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含铊废水和所述中和罐102的

入口连通；所述第二泵b2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中和罐102的出口和所述第一压滤机

104的入口连通；所述收集罐105的入口与所述第一压滤机104的液相出口连通；所述第三泵

b3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捕捉剂溶液和所述收集罐105的入口连通；所述第四泵b4

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收集罐105的液相出口和所述流化床反应罐106的入口连通；所

述沙滤器107设于所述流化床反应罐106内；所述第二压滤机108的入口与所述收集罐105的

固相出口连通；且所述第一泵b1、第二泵b2、第三泵b3和第四泵b4分别与所述电控装置101

电连接。

[0020] 作为进一步优化的，所述废水除铊装置100还包括中转罐109，所述中转罐109与所

述流化床反应罐106的出口连通。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中和罐102的体积为8m3；所述第一压滤机104的过滤面积为

100m2；所述收集罐105的体积为10m3；所述流化床反应罐106的尺寸为 所述沙滤

器  107的尺寸为 所述第二压滤机108为铊泥压滤机，过滤面积为10m3；所述中

转罐109的面积为3m3。

[0022] 利用本实施例装置进行除铊的工艺如下：

[0023] (1)启动电控装置101，控制第一泵b1启动，将外部的含铊废水泵入中和罐102内，

控制pH值为6.5；

[0024] (2)控制第二泵b2启动，将中和罐102中的废水泵入第一压滤机104内，通过压滤将

其中固体物质分离出来，滤液进入收集罐105；

[0025] (3)控制第三泵b3启动，将外部的捕捉剂溶液泵入收集罐105内，对收集罐105内的

滤液继续进行捕捉及氧化，从收集罐105内出来的固相进入铊泥压滤机108内，压滤后得到

少量的含铊废渣，并对其进行填埋处理；

[0026] (4)控制第四泵b4启动，将收集罐105内的上层清液泵入流化床反应罐106内，进行

沙滤处理，处理后的废水进入中转罐109内。

[0027]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施例将待处理水的pH值通过自动调节调至合理参数，再通

过压滤机将其中固体物质分离出来，液相再通过捕捉剂捕捉和氧化；捕捉和氧化后的液相

再进行沙滤，固相再通过压滤机进行处理。通过本实施例装置可以将废水中铊浓度处理至

达标(小于0.1μg/L)。

[0028] 实施例2

[0029] 请参阅图2，图2为本实施例的含铊废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所述含铊废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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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装置包括第一储罐201、锅炉脱硫装置202、第三压滤机203、第二储罐204、除铊装置100、

第三储罐205、渗滤液处理装置206、沉淀装置207、锅炉除尘装置208、第五泵b5、第六泵  b6、

第七泵b7、第八泵b8和第九泵b9；所述除铊装置100为实施例1所述的废水除铊装置  100；所

述第五泵b5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含铊废水(这里指含铊浓度不达标，大于  0.1μg/

L)和所述第一储罐201的入口连通；所述锅炉脱硫装置202的入口与所述第一储罐201 的出

口连通；所述第六泵b6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碱液和所述锅炉脱硫装置202的入口

连通；所述第三压滤机203的入口与所述锅炉脱硫装置202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二储罐204 

的入口与所述第三压滤机203的液相出口连通；所述除铊装置100中的第一泵b1的两端分别

通过管道与所述第二储罐204的出口和所述中和罐102的入口连通；所述第三储罐205的入

口与所述除铊装置100中的流化床反应罐106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七泵b7的两端分别通过管

道与外部的不含铊废水(这里指含铊浓度达标，小于0.1μg/L)和所述第三储罐205的入口连

通；所述第八泵b8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外部的反萃取水和所述第三储罐205的入口连通；

所述渗滤液处理装置206的入口与所述第三储罐205的出口连通；所述沉淀装置207的入口

与所述渗滤液处理装置206的出口连通；所述第九泵b9的两端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沉淀装

置  207的出口和所述锅炉除尘装置208的入口连通；且所述第五泵b5、第六泵b6、第七泵b7、

第八泵b8和第九泵b9分别与所述除铊装置100中的电控装置101电连接(为了简洁，图中未

显示出该电连接)。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沉淀装置207为沉淀罐或沉淀池。所述第一储罐201的体积为

20m3；所述第二储罐204的体积为20m3；所述第三储罐205的体积为250m3。

[0031] 利用本实施例装置进行废水处理的工艺如下：

[0032] (1)启动电控装置101，控制第五泵b5启动，将外部的含铊废水泵入第一储罐201

内，并进入锅炉脱硫装置202；

[0033] (2)控制第六泵b6启动，将外部的碱液泵入锅炉脱硫装置202内，通过高碱度去除

废水中的氨氮、铀钍，从锅炉脱硫装置202出来的废水进入第三压滤机203，压滤后的滤液进

入第二储罐204；

[0034] (3)控制第一泵b1启动，将第二储罐204中的滤液泵入除铊装置100的中和罐102内

按照实施例的除铊工艺进行除铊，除铊后的废水进入第三储罐205内；

[0035] (4)控制第七泵b7和第八泵b8启动，分别将外部的不含铊废水和反萃取水泵入第

三储罐205内，从第三储罐205出来的废水进入渗滤液处理装置206，随后进入沉淀罐207；

[0036] (5)控制第九泵b9启动，将沉淀罐207的上层清液泵入锅炉除尘装置208内，处理后

外排。

[0037]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实施例通过锅炉脱硫装置和高碱度去除废水中的氨氮和铀、

钍，通过除铊装置去除铊，通过渗滤液处理装置去除放射性元素，从而提高外排废水的安全

性和环保性。

[003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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