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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

法，包括：原水软化后过滤，软化产水进入软化产

水池，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经自

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行超滤，获得的超滤产水进

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超滤

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

滤器过滤，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

透设备脱盐，得到的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

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反渗透浓水经反

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

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浓水反渗透设备

脱盐，得到的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

浓水箱；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

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缩，产水进入

调节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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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理，过滤，获得的软化产水进入软化

产水池；

S2、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

S3、清水池中的产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获得超滤产水和超滤

浓水，超滤产水进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

S4、超滤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过滤；

S5、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渗透

产水和反渗透浓水，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

S6、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经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

器，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浓水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产水

和超浓水，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浓水箱；

S7、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缩，产

水进入调节水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1中，所述软化设备

为机械加速澄清池，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内设置斜管蜂窝沉淀结构，倾斜角度与水平方向

成60°；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单台处理量为250m3/h；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

6-12h；优选地，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8h。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用机械加速澄清池软

化原水的过程中，所用碱为碳酸钠和氢氧化钠，所用酸为盐酸，所用凝聚剂为聚合氯化铝，

所用絮凝剂为分子量为800-1200万的聚丙烯酰胺；优选地，在使用的过程中，絮凝剂的使用

浓度为0.2-0.3w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2中，所述全自动过

滤器由10个过滤室组成，当过滤室滤料截污至2-2.5kg/m2泥渣时，装置进行自动反冲洗；其

中，反冲洗时间为3-5min，强度为12-14L/s·m2；所述全自动过滤器滤室底部的多孔滤板上

安装加强型ABS排水帽；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的虹吸管采用向上布置的形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

每运行30-60min反冲洗一次，每4次反冲洗加杀菌剂杀菌一次，反冲洗排水进入废液收集

池；每隔3-6个月对膜进行一次化学清洗，清除表面的污堵；优选地，所述杀菌剂为次氯酸

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

中超滤膜过滤运行过程中采用错流过滤的运行方式，产水率＞90％；所述超滤设备的处理

能力为220m3/h，采用的膜元件为中空纤维结构，材质为聚偏氟乙烯，选用立式单根的形式，

每根膜元件都有单独的阀门，在拆卸时不影响其它膜元件的运行；优选地，所述膜元件的膜

面积为75m2，通量为50L/m2·h，可达到3.75m3/支，数量为60支；优选地，所述膜元件为膜元

件SFP-2880或膜元件UFOA225L。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4中，所述反渗透保

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中的超

滤产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静态管道混合器的管内流速为0.9-1.2m/s；反渗透保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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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出水的余氯＜0.1mg/L；在S6中，所述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

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中的超滤浓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

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

备采用一级二段，整体回收率为75％；在S6中，所述浓水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回收率

为65％；优选地，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的回收率为75％，系统脱盐率≥98％，产水量为

165m3/h，选用222支反渗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37支，排列为24：13；在

S6中，浓水反渗透设备回收率为65％，系统脱盐率≥98％，产水量为40m3/h；选用84支反渗

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14支，排列为9：5；优选地，在S5和S6中，反渗透

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的进水管均采用侧位进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S6中，反渗透浓水池

中的反渗透浓水先经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后再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

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系统

处理量为6000m3/d，原水250m3/h进入膜系统，最终出水235m3/h，出水水质满足TDS＜750mg/

L，硫酸根＜3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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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油化工、电力和煤化工等工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含无机盐的废水，这些

废水含盐量高，有机物成分复杂，生化降解性能差，属于高含盐废水，此类废水如果直接排

放将会破坏周边土壤、使水体含盐量升高，同时浪费矿物资源。因此，实现工业高盐废水的

盐水分离以及循环利用不仅是各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是环境保护的必然要求。目前，针对高

盐废水最常用的处理方法包括：多级蒸发、多效闪蒸、生化处理等，然而，由于高盐废水中含

盐量较高，现有的处理方法存在运行费用高、处理效果不是很好、产水率低、出水不稳定等

缺陷，影响了中水回用的范围。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其

成本低，运行安全，维护简便，出水水质稳定且品质好，产水率高，占地少。

[000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S1、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理，过滤，获得的软化产水进入

软化产水池；

[0006] S2、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

[0007] S3、清水池中的产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获得超滤产水和

超滤浓水，超滤产水进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

[0008] S4、超滤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过滤；

[0009] S5、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

渗透产水和反渗透浓水，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

[0010] S6、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经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

滤器，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浓水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产

水和超浓水，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浓水箱；

[0011] S7、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

缩，产水进入调节水池。

[0012] 优选地，在S1中，所述软化设备为机械加速澄清池，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内设置斜

管蜂窝沉淀结构，倾斜角度与水平方向成60°；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单台处理量为250m3/

h；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6-12h。

[0013] 优选地，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8h。

[0014] 优选地，在用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原水的过程中，所用碱为碳酸钠和氢氧化钠，所

用酸为盐酸，所用凝聚剂为聚合氯化铝，所用絮凝剂为分子量为800-1200万的聚丙烯酰胺。

[0015] 优选地，在使用的过程中，絮凝剂的使用浓度为0.2-0.3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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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在S2中，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由10个过滤室组成，当过滤室滤料截污至2-

2.5kg/m2泥渣时，装置进行自动反冲洗；其中，反冲洗时间为3-5min，强度为12-14L/s·m2；

所述全自动过滤器滤室底部的多孔滤板上安装加强型ABS排水帽；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的虹

吸管采用向上布置的形式。

[0017] 优选地，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每运行30-60min反冲洗一次，每4次反冲洗加杀菌

剂杀菌一次，反冲洗排水进入废液收集池；每隔3-6个月对膜进行一次化学清洗，清除表面

的污堵。

[0018] 优选地，所述杀菌剂为次氯酸钠。

[0019] 优选地，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中超滤膜过滤运行过程中采用错流过滤的运行方

式，产水率＞90％；所述超滤设备的处理能力为220m3/h，采用的膜元件为中空纤维结构，材

质为聚偏氟乙烯，选用立式单根的形式，每根膜元件都有单独的阀门，在拆卸时不影响其它

膜元件的运行。

[0020] 优选地，所述膜元件的膜面积为75m2，通量为50L/m2·h，可达到3.75m3/支，数量为

60支。

[0021] 优选地，所述膜元件为膜元件SFP-2880或膜元件UFOA225L。

[0022] 优选地，在S4中，所述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

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中的超滤产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静态管道混合器的

管内流速为0.9-1.2m/s；反渗透保安过滤器出水的余氯＜0.1mg/L；在S6中，所述反渗透浓

水保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

器中的超滤浓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

[0023] 优选地，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整体回收率为75％；在S6中，所述

浓水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回收率为65％。

[0024] 优选地，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的回收率为75％，系统脱盐率≥98％，产水量为

165m3/h，选用222支反渗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37支，排列为24：13；在

S6中，浓水反渗透设备回收率为65％，系统脱盐率≥98％，产水量为40m3/h；选用84支反渗

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14支，排列为9：5。

[0025] 优选地，在S5和S6中，反渗透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的进水管均采用侧位进水。

[0026] 优选地，在S6中，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先经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后再经

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

[0027] 优选地，整个系统处理量为6000m3/d，原水250m3/h进入膜系统，最终出水235m3/h，

出水水质满足TDS＜750mg/L，硫酸根＜350mg/L。

[0028] 优选地，在S1中，所述过滤为砂滤过滤器过滤。

[0029] 优选地，在S1中，收集池收集的原水经增压泵增压后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

理。

[0030] 优选地，在S2中，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增压泵增压后进入全自动过滤器。

[0031] 优选地，在S2中，所述全自动过滤器中4个滤室组合共用一个冲洗水箱；每组当一

个滤室进行反冲洗时，其中三个滤室所产生的水和一清水箱存水一起帮助这一滤室反冲

洗，虹吸破坏管来自动结束反冲洗过程；所述全自动过滤器单台处理量为250m3/h，材质为

碳钢内环氧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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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优选地，在S3中，还包括采用超滤产水池中的超滤产水对超滤设备进行清洗。

[0033] 优选地，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需要定期用酸碱进行清洗，

[0034] 优选地，在S3中，所述超滤产水池容积为500m3。

[0035] 优选地，在S3中，所述自清洗过滤器的过滤精度为100μm。

[0036] 优选地，在S5中，所述反渗透浓水池的容积为100m3。

[0037] 优选地，在S5和S6中，所用的高压泵采用变频控制，可以有效的延长泵的使用寿

命。

[0038] 优选地，在S5中，在反渗透设备中，高压管路部分选用SS304不锈钢，低压部分选用

UPVC管路；

[0039] 优选地，在S5中，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阳离子树脂吸附后经阴离子树脂吸

附然后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渗透产水和反渗透浓水。

[0040] 优选地，在S6中，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经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前，还包

括将反渗透浓水进行光催化氧化反应，所述光催化氧化反应的时间为40-55min，所用光为

波长为254nm的紫外光，氧化剂为H2O2，每升浓水投加量为2-5mmol。

[0041] 优选地，S4中的反渗透保安过滤器和S6中的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中的滤芯均为

聚丙烯喷熔超细纤维滤芯，滤壳采用玻璃钢材质。

[0042] 优选地，收集池出水至超滤设备进水管道采用碳钢材质，超滤设备产水管道采用

UPVC材质，反渗透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进水主管采用UPVC材质，产水管采用UPVC材质，压

缩空气管道采用镀锌材质，清洗、加药等附属装置管道采用UPVC材质，反渗透设备本体高压

管道采用SS304材质，低压管道采用UPVC材质，浓水反渗透设备本体高压管道采用SS316材

质，低压管道采用UPVC材质，超滤设备本体采用UPVC材质。

[0043] 优选地，在S7中，所述PFET增压泵流量为20m3/h，扬程为25米，过流部件材质为

2205双相不锈钢。

[0044] 优选地，所述PFET增压泵选用杭州南方或上海凯泉的卧式离心泵。

[0045] 优选地，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材质为碳钢内环氧防腐。

[0046] 优选地，所述反渗透保安过滤器和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均为外壳保安过滤器，

其外壳采用玻璃钢材质，滤元为可更换滤棒，过滤精度为5微米，长度为40英寸，滤芯为聚丙

烯喷熔超细纤维滤芯。

[0047] 优选地，将原水与调节水池中处理后的产水勾兑后排放，其中满足含盐量(TDS)小

于1000mg/L，硫酸根＜350mg/L。

[0048] 优选地，反渗透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的膜组件均为一极两段，一段设备的浓水

作为二段设备的进水，在其产水达到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可有效的提高整套设备的回收率，

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0049] 本发明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中，首先将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

中进行软化处理，去除了水中硬度、悬浮颗粒等，过滤后获得的软化产水依次经全自动过滤

器和自清洗过滤器过滤能截留体系中的颗粒和胶体等杂质，且截留效果好，清洗方便；之后

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去除了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同时去除原水中的高分子物质(蛋白

质、核酸、多糖等)以及细菌、有机物等杂质，确保反渗透的正常运行，采用特定的超滤膜元

件，使用寿命长，且能长期保证产水水质，对胶体、悬浮颗粒、色度、浊度、细菌、大分子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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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有良好的分离能力；超滤产水分别经反渗透增压泵和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后分别进

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和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截留了大于5μm的颗粒后分别进入反渗透

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脱除了水中的可溶性盐份、胶体、有机物及微生物，使出水达到除

盐的目的；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缩，

处理工艺流程短，抗结垢性能良好，运行费用低；本发明所述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中，

以软化设备中进行的软化为前处理，超滤系统为预处理，以反渗透装置为核心脱盐装置，之

后采用PFET蒸发系统进行浓缩，结合软化、超滤、反渗透以及PFET蒸发浓缩的协同作用，运

行安全、可靠、环保、高效节能，产水水质稳定、品质好，系统的回收率高、反渗透使用寿命

长，占地少。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51] 实施例1

[0052]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S1、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理，过滤，获得的软化产水进入

软化产水池；

[0054] S2、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

[0055] S3、清水池中的产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获得超滤产水和

超滤浓水，超滤产水进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

[0056] S4、超滤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过滤；

[0057] S5、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

渗透产水和反渗透浓水，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

[0058] S6、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经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

滤器，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浓水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产

水和超浓水，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浓水箱；

[0059] S7、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

缩，产水进入调节水池。

[0060] 实施例2

[0061]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S1、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理，过滤，获得的软化产水进入

软化产水池；其中，所述软化设备为机械加速澄清池，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内设置斜管蜂窝

沉淀结构，倾斜角度与水平方向成60°；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单台处理量为250m3/h；所述

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6h；在用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原水的过程中，所用碱为碳酸

钠和氢氧化钠，所用酸为盐酸，所用凝聚剂为聚合氯化铝，所用絮凝剂为分子量为800万的

聚丙烯酰胺；在使用的过程中，絮凝剂的使用浓度为0.3wt％；

[0063] S2、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其中，所述全自

动过滤器由10个过滤室组成，当过滤室滤料截污至2kg/m2泥渣时，装置进行自动反冲洗；其

中，反冲洗时间为5min，强度为12L/s·m2；所述全自动过滤器滤室底部的多孔滤板上安装

加强型ABS排水帽；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的虹吸管采用向上布置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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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S3、清水池中的产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获得超滤产水和

超滤浓水，超滤产水进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其中，所述超滤设备每运

行30min反冲洗一次，每4次反冲洗加次氯酸钠杀菌一次，反冲洗排水进入废液收集池；每隔

6个月对膜进行一次化学清洗，清除表面的污堵；所述超滤设备中超滤膜过滤运行过程中采

用错流过滤的运行方式，产水率＞90％；所述超滤设备的处理能力为220m3/h，采用的膜元

件为中空纤维结构，材质为聚偏氟乙烯，选用立式单根的形式，每根膜元件都有单独的阀

门，在拆卸时不影响其它膜元件的运行；所述膜元件的膜面积为75m2，通量为50L/m2·h，可

达到3.75m3/支，数量为60支；所述膜元件为膜元件SFP-2880；

[0065] S4、超滤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过滤；其中，所述反渗

透保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中

的超滤产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静态管道混合器的管内流速为1.2m/s；反渗透保安过

滤器出水的余氯＜0.1mg/L；

[0066] S5、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

渗透产水和反渗透浓水，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

[0067] S6、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经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

滤器，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浓水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产

水和超浓水，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浓水箱；其中，所述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

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中的超滤浓

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

[0068] S7、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

缩，产水进入调节水池；

[0069] 其中，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整体回收率为75％；在S6中，所述浓

水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回收率为65％；

[0070] 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的系统脱盐率≥98％，产水量为165m3/h，选用222支反渗

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37支，排列为24：13；在S6中，浓水反渗透设备的

系统脱盐率≥98％，产水量为40m3/h；选用84支反渗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

内，共14支，排列为9：5；

[0071] 在S5和S6中，反渗透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的进水管均采用侧位进水；

[0072] 在S6中，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先经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后再经浓水增压

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

[0073] 实施例3

[007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S1、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理，过滤，获得的软化产水进入

软化产水池；其中，所述软化设备为机械加速澄清池，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内设置斜管蜂窝

沉淀结构，倾斜角度与水平方向成60°；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单台处理量为250m3/h；所述

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12h；在用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原水的过程中，所用碱为碳酸

钠和氢氧化钠，所用酸为盐酸，所用凝聚剂为聚合氯化铝，所用絮凝剂为分子量为1200万的

聚丙烯酰胺；在使用的过程中，絮凝剂的使用浓度为0.2wt％；

[0076] S2、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其中，所述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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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滤器由10个过滤室组成，当过滤室滤料截污至2.5kg/m2泥渣时，装置进行自动反冲洗，

其中，反冲洗时间为3min，强度为14L/s·m2；所述全自动过滤器滤室底部的多孔滤板上安

装加强型ABS排水帽；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的虹吸管采用向上布置的形式；

[0077] S3、清水池中的产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获得超滤产水和

超滤浓水，超滤产水进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其中，所述超滤设备每运

行60min反冲洗一次，每4次反冲洗加杀菌剂杀菌一次，反冲洗排水进入废液收集池；每隔3

个月对膜进行一次化学清洗，清除表面的污堵；所述杀菌剂为次氯酸钠；所述超滤设备中超

滤膜过滤运行过程中采用错流过滤的运行方式，产水率为92％；所述超滤设备的处理能力

为220m3/h，采用的膜元件为中空纤维结构，材质为聚偏氟乙烯，选用立式单根的形式，每根

膜元件都有单独的阀门，在拆卸时不影响其它膜元件的运行；所述膜元件的膜面积为75m2，

通量为50L/m2·h，可达到3.75m3/支，数量为60支；所述膜元件为膜元件UFOA225L；

[0078] S4、超滤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过滤；其中，所述反渗

透保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待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中

的超滤产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静态管道混合器的管内流速为0.9m/s；反渗透保安过

滤器出水的余氯为0.05mg/L；

[0079] S5、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

渗透产水和反渗透浓水，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

[0080] S6、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先经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后再经反渗透浓水增

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

浓水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产水和超浓水，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浓水箱；

[0081] S7、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

缩，产水进入调节水池；

[0082] 其中，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整体回收率为75％；在S6中，所述浓

水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回收率为65％；

[0083] 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的系统脱盐率为98％，产水量为165m3/h，选用222支反渗

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37支，排列为24：13；在S6中，浓水反渗透设备的

系统脱盐率为98％，产水量为40m3/h；选用84支反渗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

内，共14支，排列为9：5；

[0084] 在S5和S6中，反渗透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的进水管均采用侧位进水。

[0085] 实施例4

[0086]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含盐废水中水回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7] S1、收集池收集的原水进入软化设备中进行软化处理，过滤，获得的软化产水进入

软化产水池；

[0088] S2、软化产水池中的软化产水经全自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清水池；

[0089] S3、清水池中的产水经自清洗过滤器过滤后进入超滤设备中超滤获得超滤产水和

超滤浓水，超滤产水进入超滤产水池，超滤浓水进入废液收集池；

[0090] S4、超滤产水经反渗透增压泵提升后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过滤；

[0091] S5、反渗透保安过滤器的出水经反渗透高压泵增压后进入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反

渗透产水和反渗透浓水，反渗透产水进入调节水池，反渗透浓水进入反渗透浓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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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S6、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经反渗透浓水增压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

滤器，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出水经浓水高压泵增压后进入浓水反渗透设备脱盐，得到产

水和超浓水，产水进入调节水池，超浓水排入超浓水箱；

[0093] S7、超浓水箱中的超浓水经PFET增压泵增压后进入PFET蒸发浓缩设备中进行浓

缩，产水进入调节水池；

[0094] 其中，在S1中，所述软化设备为机械加速澄清池，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内设置斜管

蜂窝沉淀结构，倾斜角度与水平方向成60°；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单台处理量为250m3/h；

所述机械加速澄清池的排泥周期为8h；

[0095] 在用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原水的过程中，所用碱为碳酸钠和氢氧化钠，所用酸为

盐酸，所用凝聚剂为聚合氯化铝，所用絮凝剂为分子量为1000万的聚丙烯酰胺；在使用的过

程中，絮凝剂的使用浓度为0.25wt％；

[0096] 在S2中，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由10个过滤室组成，当过滤室滤料截污至2.2kg/m2泥

渣时，装置进行自动反冲洗；其中，反冲洗时间为4min，强度为13L/s·m2；所述全自动过滤

器滤室底部的多孔滤板上安装加强型ABS排水帽；所述全自动过滤器的虹吸管采用向上布

置的形式；

[0097] 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每运行45min反冲洗一次，每4次反冲洗加杀菌剂杀菌一次，

反冲洗排水进入废液收集池；每隔4个月对膜进行一次化学清洗，清除表面的污堵；

[0098] 所述杀菌剂为次氯酸钠；

[0099] 在S3中，所述超滤设备中超滤膜过滤运行过程中采用错流过滤的运行方式，产水

率为93％；所述超滤设备的处理能力为220m3/h，采用的膜元件为中空纤维结构，材质为聚

偏氟乙烯，选用立式单根的形式，每根膜元件都有单独的阀门，在拆卸时不影响其它膜元件

的运行；

[0100] 所述膜元件的膜面积为75m2，通量为50L/m2·h，可达到3.75m3/支，数量为60支；

[0101] 所述膜元件为膜元件SFP-2880；

[0102] 在S4中，所述反渗透保安过滤器进水总管上设置有管道混合器，经管道混合器向

待进入反渗透保安过滤器中的超滤产水中投加还原剂和阻垢剂；静态管道混合器的管内流

速为1m/s；反渗透保安过滤器出水的余氯为0.08mg/L；

[0103] 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整体回收率为75％；在S6中，所述浓水反

渗透设备采用一级二段，回收率为65％；

[0104] 在S5中，所述反渗透设备的系统脱盐率为99％，产水量为165m3/h，选用222支反渗

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玻璃钢膜壳内，共37支，排列为24：13；在S6中，浓水反渗透设备回

收率为65％，系统脱盐率为98％，产水量为40m3/h；选用84支反渗透膜组件，放置于6芯装的

玻璃钢膜壳内，共14支，排列为9：5；

[0105] 在S5和S6中，反渗透设备和浓水反渗透设备的进水管均采用侧位进水；

[0106] 在S6中，反渗透浓水池中的反渗透浓水先经机械加速澄清池软化后再经浓水增压

泵提升至反渗透浓水保安过滤器；

[0107] 本发明中，整个系统处理量为6000m3/d，原水250m3/h进入膜系统，最终出水235m3/

h，出水水质满足TDS＜750mg/L，硫酸根＜350mg/L。

[010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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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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