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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

回收方法，将钢铁轧钢工序产生的含铬废水中送

入废水调节池进行预处理，废水调节池内投加絮

凝剂沉淀，污泥排出送烧结处置；废水调节池中

的上清液废水依次送入多介质过滤器、保安过滤

器进行过滤处理后，依次进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和

反渗透膜组件除盐，经反渗透膜组件脱盐后的产

水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水，反渗透浓

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解毒后含Cr(OH)3

悬浮液进入喷雾蒸发系统，喷雾干燥产生Cr

(OH)3粗品；将Cr(OH)3粗品置于煅烧炉中，并于

1050℃～1150℃下煅烧，获得铬绿粗品。有益效

果为：占地面积小、运行稳定，实现了废水零排放

和铬资源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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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0、将钢铁轧钢工序产生的含铬废水中送入废水调节池进行预处理，废水调节池内

投加絮凝剂沉淀，污泥排出送烧结处置；

S200、废水调节池中的上清液废水依次送入多介质过滤器、保安过滤器进行过滤处理

后，依次进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和反渗透膜组件除盐，经反渗透膜组件脱盐后的产水回用到

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水，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S300、解毒后含Cr(OH)3悬浮液进入喷雾蒸发系统，喷雾干燥产生Cr(OH)3粗品；

S400、将Cr(OH)3粗品置于煅烧炉中，并于1050℃～1150℃下煅烧，获得铬绿粗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100中，絮凝剂为PAC和PA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混

凝条件为：搅拌速度50r/min，PAC和PAM的投加量分别为8mg/L～15mg/L和0.5mg/L～1.5mg/

L，水力停留时间为30min～60min。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PAC的质量百分比为3wt％；所述PAM的质量百分比为2wt％。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200中，

多介质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1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细菌、微生物和病毒；

保安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

微滤膜组件去除废水中0.1μm～15μm不溶物和悬浮颗粒。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还原池包括一级还原池、二级还原池和中和池；

一级还原池和二级还原池中均先加入稀硫酸，调节pH值到2～3，再投加NaHSO3溶液还原

剂与浓水中的Cr6+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充分反应，水力停留时间HRT  120min～180min，反应式

为：Cr2O72-+3HSO3-+5H+→2Cr3++3SO42-+4H2O；

一级还原池中的废水以自流形式进入二级还原池；

一级还原池中溶液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200mV～230mV，溶液pH  2.5～3，HRT  60min

～90min；

二级还原池中溶液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160mV～180mV，溶液pH  2～2.5，HRT  60min

～90min；

二级还原池还原后的含铬废水送入中和池，调节pH8～9，水中Cr3+生成Cr(OH)3悬浮液，

反应式为：Cr3++3OH-→Cr(OH)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稀硫酸的质量浓度为10％～15％；所述NaHSO3溶液的质量百分比为30wt％～35wt％。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S300具体如下：

解毒后含Cr(OH)3废水进入喷雾蒸发系统，通过雾化喷头，以5μm～50μm大小的雾滴喷入

干燥塔内，干燥塔内与热空气逆流接触进行热量传递，在塔内雾滴的水分迅速蒸干、含Cr

(OH)3浓水雾滴结晶，获得Cr(OH)3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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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煅

烧炉高温烟气余热回喷雾蒸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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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含铬废水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

回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轧钢工序(冷轧、硅钢)的含铬废水主要是来自采用高价含铬化合物(如，铬酸)钝

化液钝化钢板表面时喷涂溅出的部分高价铬溶液及冲洗地面产生的废水，废水中所含的水

溶性Cr6+毒性很大，为致癌物，常以CrO42-和Cr2O72-的形式存在，处理与处置困难。

[0003] 目前常规处理技术有物理法(吸附、膜法、离子交换法)、化学法(沉淀、还原)、物理

化学法(电渗析)和生物法及相关组合工艺等，这些方法都能达到不同程度铬的去除，在六

价铬解毒方面好的效果，但是都存在后续铬元素的回用利用方面问题，且运行成本较高，在

工程化方面不具备优势。实际工业上最常见的处理工艺是采用亚硫酸钠(亚硫酸氢钠)还原

法，使Cr(VI)两级还原成Cr(III)，然后加碱(氢氧化钠、石灰和絮凝剂等)沉淀，产生含Cr

(III)的污泥，出水Cr(VI)达到钢铁工业水污染排放标准(GB13456-2012)后废水外排，这种

常规处理方法存在问题有占地面积大、处理费用高、污泥多、六价铬超标、铬泥二次污染、铬

资源无法回收利用及危废外委处置不当可能引起的环境风险问题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通过该方法

提高钢铁行业轧钢工序清洁生产水平，一方面实现了铬废水零排放，另一方面回收铬资源

用于陶瓷涂料的主要颜料，从而彻底解决铬二次污染问题，避免环境风险，增加了企业环境

效益和经济效益。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

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S100、将钢铁轧钢工序产生的含铬废水中送入废水调节池进行预处理，废水调节

池内投加絮凝剂沉淀，污泥排出送烧结处置；

[0007] S200、废水调节池中的上清液废水依次送入多介质过滤器、保安过滤器进行过滤

处理后，依次进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和反渗透膜组件除盐，经反渗透膜组件脱盐后的产水回

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水，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0008] S300、解毒后含Cr(OH)3悬浮液进入喷雾蒸发系统，喷雾干燥产生Cr(OH)3粗品；

[0009] S400、将Cr(OH)3粗品置于煅烧炉中，并于1050℃～1150℃下煅烧，获得铬绿粗品。

[0010] 进一步，步骤S100中，絮凝剂为PAC和PAM。

[0011] 进一步，混凝条件为：搅拌速度50r/min，PAC和PAM的投加量分别为8mg/L～15mg/L

和0.5mg/L～1.5mg/L，水力停留时间为30min～60min。

[0012] 进一步，PAC的质量百分比为3wt％；PAM的质量百分比为2wt％。

[0013] 进一步，步骤S20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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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多介质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1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细菌、微生物和病毒；

[0015] 保安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

[0016] 微滤膜组件去除废水中0.1μm～15μm不溶物和悬浮颗粒。

[0017] 进一步，还原池包括一级还原池、二级还原池和中和池；

[0018] 一级还原池和二级还原池中均先加入稀硫酸，调节pH值到2～3，再投加NaHSO3溶

液还原剂与浓水中的Cr6+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充分反应，水力停留时间HRT  120min～180min，

反应式为：Cr2O72-+3HSO3-+5H+→2Cr3++3SO42-+4H2O；

[0019] 一级还原池中的废水以自流形式进入二级还原池；

[0020] 一级还原池中溶液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200mV～230mV，溶液pH2 .5～3，HRT 

60min～90min；

[0021] 二级还原池中溶液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160mV～180mV，溶液pH  2～2.5，HRT 

60min～90min；

[0022] 二级还原池还原后的含铬废水送入中和池，调节pH8～9，水中Cr3+生成Cr(OH)3悬

浮液，反应式为：Cr3++3OH-→Cr(OH)3↓。

[0023] 进一步，稀硫酸的质量浓度为10％～15％；NaHSO3溶液的质量百分比为30wt％～

35wt％。

[0024] 进一步，步骤S300具体如下：

[0025] 解毒后含Cr(OH)3废水进入喷雾蒸发系统，通过雾化喷头，以5μm～50μm大小的雾

滴喷入干燥塔内，干燥塔内与热空气逆流接触进行热量传递，在塔内雾滴的水分迅速蒸干、

含Cr(OH)3浓水雾滴结晶，获得Cr(OH)3粗品。

[0026] 进一步，煅烧炉高温烟气余热回喷雾蒸发系统。

[0027] 与传统的含铬污水处理方法相比较，本发明具有占地面积小、运行稳定，实现了废

水零排放和铬资源的回收利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028] 1)由于采取了膜法深度处理和回用系统，70％左右的废水回用于系统，从而彻底

解决了传统轧钢含铬废水占地面积大、污泥多、六价铬超标问题，并实现了废水零排放；

[0029] 2)该方法对30％左右的反渗透浓水通过一级还原池、二级还原池、中和池及喷雾

蒸发系统回收Cr(OH)3灰绿色固体混合物，相比投加石灰乳工艺，消减超过95％的污泥危废

量，环境经济效益显著；

[0030] 3)铬泥中的铬回收得到不同纯度铬绿粗品，用于陶瓷涂料的主要颜料，煅烧炉高

温烟气余热回喷雾蒸发系统实现余热利用，从而实现铬的回收与余热利用，具有较好的环

保效益和经济效益，更节能降耗；

[0031] 4)相比光催化、紫外催化等在六价铬还原效果好，效率高，且不受外界光源、电源、

催化剂流失及副反应较多等因素影响，六价铬还原率(解毒效果)达100％；

[0032] 5)预处理方面：对铬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胶体类物质分别采用了多介质过滤器、

保安过滤器和微滤膜组件对铬废水进行了预处理，目的是延长反渗透膜组件的寿命，降低

跨膜压差；通过预处理之后对CrO42-和Cr2O72-的形式存在的六价铬进行反渗透处理，基于

CrO42-和Cr2O72-离子半径远大于Cr3+离子半径，故CrO42-和Cr2O72-离子是无法通过反渗透膜，

从而确保产水的质量；

[0033] 6)通过反渗透膜组件后的铬废水中铬浓度高，反应速率快，效率高，通过二级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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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和ORP调节，基本实现了六价铬的彻底还原。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所述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6] 一种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具体过程如下:

[0037] S100、将钢铁轧钢工序产生的含铬废水中送入废水调节池进行预处理，废水调节

池内投加絮凝剂沉淀，污泥排出送烧结处置；

[0038] S200、废水调节池中的上清液废水依次送入多介质过滤器、保安过滤器进行过滤

处理后，依次进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和反渗透膜组件除盐，经反渗透膜组件脱盐后的产水回

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水，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0039] S300、解毒后含Cr(OH)3悬浮液进入喷雾蒸发系统，喷雾干燥产生Cr(OH)3粗品；

[0040] S400、将Cr(OH)3粗品置于煅烧炉中，并于1050℃～1150℃下煅烧，获得铬绿粗品。

[0041] 所获得的铬绿粗品用于陶瓷涂料的主要颜料，煅烧炉高温烟气余热回喷雾蒸发系

统实现余热利用。

[0042] S100具体包含：废水调节池内所投加的絮凝剂为PAC(聚合氯化铝)和PAM(聚丙烯

酰胺) ,PAC的质量百分比为3wt％,PAM的质量百分比为2wt％,混凝条件为：搅拌速度50r/

min，PAC和PAM的投加量分别为8mg/L～15mg/L和0.5mg/L～1.5mg/L，水力停留时间为30min

～60min,目的是为去除含铬废水中的悬浮物、胶体等,废水调节池内污泥通过污泥泵送至

污泥沉淀池，积累一定量后通过污泥脱水送烧结处置。

[0043] S200具体包含：上清液废水送入多介质过滤器进行过滤处理，去除废水中大于15μ

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细菌、微生物、病毒等，并减少后续保安过滤器的膜生物污染，多介质

过滤器反洗水送废水调节池；

[0044] 上清液废水经多介质过滤器过滤后，进入保安过滤器，保安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

于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并减少后续膜组件的跨膜压差和膜生物污染，保安过滤器反冲

洗水送废水调节池，产水送微滤膜组件；

[0045] 经保安过滤器所流出的产水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去除0.1μm～15μm不溶物和悬浮

颗粒，产水送反渗透(RO)膜除盐，微滤膜组件反冲洗水回废水调节池；

[0046] 经反渗透(RO)膜脱盐后的产水(65％-75％水量)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

水，而含有大量铬盐、硫酸盐、氯盐等的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0047] 还原池包括一级还原池、二级还原池和中和池，反渗透浓水先送入一级还原池后

再自流到二级还原池中，

[0048] 一级还原池中加入稀硫酸，调节pH值到2～3，再投加NaHSO3溶液还原剂与浓水中

的Cr6+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充分反应，水力停留时间HRT  120min～180min，反应式为：Cr2O72-+

3HSO3-+5H+→2Cr3++3SO42-+4H2O，稀硫酸的质量浓度为10％～15％，NaHSO3溶液的质量百分

比为30wt％～35wt％；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11747565 A

6



[0049] 二级还原池中加入稀硫酸，调节pH值到2～3，再投加NaHSO3溶液还原剂与浓水中

的Cr6+在搅拌条件下进行充分反应，水力停留时间HRT  120min～180min，反应式为：Cr2O72-+

3HSO3-+5H+→2Cr3++3SO42-+4H2O，稀硫酸的质量浓度为10％～15％，NaHSO3溶液的质量百分

比为30-35wt％；

[0050] 一级还原池中溶液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200mV～230mV，溶液pH2 .5～3，HRT 

60min～90min；

[0051] 二级还原池中溶液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160mV～180mV，溶液pH  2～2.5，HRT 

60min～90min；

[0052] 二级还原池还原后的含铬废水送入中和池，调节pH8～9，水中Cr3+生成Cr(OH)3悬

浮液，反应式为：Cr3++3OH-→Cr(OH)3↓。

[0053] S300具体包含：解毒后含Cr(OH)3废水进入喷雾蒸发系统，通过雾化喷头，以5μm～

50μm大小的雾滴喷入干燥塔内，干燥塔内与热空气逆流接触进行热量传递，在塔内雾滴的

水分迅速蒸干、含Cr(OH)3浓水雾滴结晶，获得Cr(OH)3粗品，喷雾蒸发系统热源来自轧钢工

序加热炉/热处理炉高温烟气余热及煅烧炉烟气余热，温度300℃～400℃。

[0054] 实施例1

[0055] 参照图1所示的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的流程图，按照下述流程

进行：

[0056] 钢铁轧钢工序来的含铬废水在废水调节池中投加PAC(聚合氯化铝)和PAM(聚丙烯

酰胺) ,PAC的质量百分比为3wt％,PAM的质量百分比为2wt％,混凝条件为：搅拌速度50r/

min，PAC、PAM投加量分别为8mg/L、1.5mg/L，水力停留时间为45min，目的是为去除废水中的

悬浮物、胶体，废水调节池内污泥通过污泥泵送至污泥沉淀池，积累一定量后通过污泥脱水

送烧结处置；

[0057] 含铬废水经过废水调节池后送入多介质过滤器进行预处理，去除废水中大于15μm

以上的悬浮物、胶体、浊度、细菌和微生物、病毒等，并减少后续保安过滤器的膜生物污染，

多介质过滤器反洗水送废水调节池；

[0058] 保安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并减少后续膜组件的跨膜压

差和膜生物污染，保安过滤器反冲洗水送废水调节池，产水送微滤膜组件；

[0059] 产水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去除0.1-15μm不溶物和悬浮颗粒，产水送反渗透(RO)膜

除盐，微滤膜组件反冲洗水回含废水调节池；

[0060] 经反渗透(RO)膜脱盐后的产水(65％-75％水量)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

水，含有大量铬盐的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0061] 反渗透浓水先送入一级还原池后再自流到二级还原池，一级还原池溶液氧化还原

电位ORP控制在200mV，溶液pH  3，HRT  90min；二级还原池中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180mV，

溶液pH  2，HRT  60min，二级还原池还原后的含铬废水送入中和池，调节pH至8，水中Cr3+生成

Cr(OH)3悬浮液送入喷雾蒸发系统进行结晶；

[0062] Cr(OH)3悬浮液送往喷雾蒸发系统，通过雾化喷头，以5～50微米大小的雾滴喷入

干燥塔内，干燥塔内与热空气逆流接触进行热量传递，由于雾滴体积小，比表面积大，在塔

内雾滴的水分迅速蒸干、含Cr(OH)3浓水雾滴结晶，获得Cr(OH)3粗品，喷雾蒸发系统热源来

自轧钢工序加热炉/热处理炉高温烟气余热及煅烧炉烟气余热，温度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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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喷雾干燥产生的Cr(OH)3粗品在1050℃煅烧炉煅烧，获得铬绿粗品，可用于陶瓷涂

料的主要颜料；煅烧炉热烟气回喷雾蒸发系统余热利用。

[0064] 表1为实施例1中铬废水原水、产水物性参数及铬绿纯度：

[0065] 表1

[0066]

[0067] 实施例2：

[0068] 参照图1所示的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的流程图，按照下述流程

进行：

[0069] 钢铁轧钢工序来的含铬废水在废水调节池中投加PAC(聚合氯化铝)和PAM(聚丙烯

酰胺) ,PAC的质量百分比为3wt％,PAM的质量百分比为2wt％,混凝条件为：搅拌速度50r/

min，PAC、PAM投加量分别为12mg/L，1mg/L，水力停留时间为60min，目的是为去除废水中的

悬浮物、胶体，废水调节池内污泥通过污泥泵送至污泥沉淀池，积累一定量后通过污泥脱水

送烧结处置；

[0070] 含铬废水经过废水调节池后送入多介质过滤器进行预处理，去除废水中大于15μm

以上的悬浮物、胶体、浊度、细菌和微生物、病毒等，并减少后续保安过滤器的膜生物污染，

多介质过滤器反洗水送废水调节池；

[0071] 保安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并减少后续膜组件的跨膜压

差和膜生物污染，保安过滤器反冲洗水送废水调节池，产水送微滤膜组件；

[0072] 产水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去除0.1-15μm不溶物和悬浮颗粒，产水送反渗透(RO)膜

除盐，微滤膜组件反冲洗水回含废水调节池；

[0073] 经反渗透(RO)膜脱盐后的产水(65％-75％水量)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

水，含有大量铬盐的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0074] 反渗透浓水先送入一级还原池后再自流到二级还原池，一级还原池溶液氧化还原

电位ORP控制在215mV，溶液pH2 .8，HRT  80min；二级还原池中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

170mV，溶液pH  2.3，HRT  70min，二级还原池还原后的含铬废水送入中和池，调节pH至8.5，

水中Cr3+生成Cr(OH)3悬浮液送入喷雾蒸发系统进行结晶；

[0075] Cr(OH)3悬浮液送往喷雾蒸发系统，通过雾化喷头，以5～50微米大小的雾滴喷入

干燥塔内，干燥塔内与热空气逆流接触进行热量传递，由于雾滴体积小，比表面积大，在塔

内雾滴的水分迅速蒸干、含Cr(OH)3浓水雾滴结晶，获得Cr(OH)3粗品，喷雾蒸发系统热源来

自轧钢工序加热炉/热处理炉高温烟气余热及煅烧炉烟气余热，温度330℃；

[0076] 喷雾干燥产生的Cr(OH)3粗品在1100℃煅烧炉煅烧，获得铬绿粗品，可用于陶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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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主要颜料；煅烧炉热烟气回喷雾蒸发系统余热利用。

[0077] 表2为实施例2中铬废水原水、产水物性参数及铬绿纯度：

[0078] 表2

[0079]

[0080]

[0081] 实施例3：

[0082] 参照图1所示的钢铁行业含铬废水零排放和铬回收方法的流程图，按照下述流程

进行：

[0083] 钢铁轧钢工序来的含铬废水在废水调节池中投加PAC(聚合氯化铝)和PAM(聚丙烯

酰胺) ,PAC的质量百分比为3wt％,PAM的质量百分比为2wt％,混凝条件为：搅拌速度50r/

min，PAC、PAM投加量分别为15mg/L、0.5mg/L，水力停留时间为30min，目的是为去除废水中

的悬浮物、胶体，废水调节池内污泥通过污泥泵送至污泥沉淀池，积累一定量后通过污泥脱

水送烧结处置；

[0084] 含铬废水经过废水调节池后送入多介质过滤器进行预处理，去除废水中大于15μm

以上的悬浮物、胶体、浊度、细菌和微生物、病毒等，并减少后续保安过滤器的膜生物污染，

多介质过滤器反洗水送废水调节池；

[0085] 保安过滤器去除废水中大于5μm以上的悬浮物、胶体，并减少后续膜组件的跨膜压

差和膜生物污染，保安过滤器反冲洗水送废水调节池，产水送微滤膜组件；

[0086] 产水入微滤膜组件过滤，去除0.1-15μm不溶物和悬浮颗粒，产水送反渗透(RO)膜

除盐，微滤膜组件反冲洗水回含废水调节池；

[0087] 经反渗透(RO)膜脱盐后的产水(65％-75％水量)回用到循环水系统代替新水或软

水，含有大量铬盐的反渗透浓水送入还原池进行还原解毒；

[0088] 反渗透浓水先送入一级还原池后再自流到二级还原池，一级还原池溶液氧化还原

电位ORP控制在230mV，溶液pH  3，HRT  90min；二级还原池中氧化还原电位ORP控制在180mV，

溶液pH  2，HRT  60min，二级还原池还原后的含铬废水送入中和池，调节pH至9，水中Cr3+生成

Cr(OH)3悬浮液送入喷雾蒸发系统进行结晶；

[0089] Cr(OH)3悬浮液送往喷雾蒸发系统，通过雾化喷头，以5～50微米大小的雾滴喷入

干燥塔内，干燥塔内与热空气逆流接触进行热量传递，由于雾滴体积小，比表面积大，在塔

内雾滴的水分迅速蒸干、含Cr(OH)3浓水雾滴结晶，获得Cr(OH)3粗品，喷雾蒸发系统热源来

自轧钢工序加热炉/热处理炉高温烟气余热及煅烧炉烟气余热，温度330℃；

[0090] 喷雾干燥产生的Cr(OH)3粗品在1150℃煅烧炉煅烧，获得铬绿粗品，可用于陶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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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主要颜料；煅烧炉热烟气回喷雾蒸发系统余热利用。

[0091] 表3为实施例3中铬废水原水、产水物性参数及铬绿纯度：

[0092] 表3

[0093]

[0094]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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