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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环保技术领域，公开一种碱性镀

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和

工艺，该系统的特征在于：收集桶，用于收集镀锌

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回收锌系统，与所述

收集桶连接，用于通过所述碱性镀锌清洗废水加

入除锌剂反应后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回收锌和上

清液；回收碱系统，回收碱系统流进所述上清液，

用于通过将所述上清液电渗析后得到电渗析浓

水和电渗析淡水，所述电渗析浓水流入镀锌车间

的镀锌槽；RO膜分离系统，所述RO膜分离系统流

进所述电渗析淡水，用于对所述电渗析淡水进行

膜分离得到RO浓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流入生

产线清洗槽。本发明沉淀回收锌，电渗析浓缩回

收碱，RO膜分离系统闭路循环达到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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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包括

收集桶，用于收集镀锌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

回收锌系统，与所述收集桶连接，用于通过所述碱性镀锌清洗废水加入除锌剂反应后

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回收锌和上清液；

回收碱系统，回收碱系统流进所述上清液，用于通过将所述上清液电渗析后得到电渗

析浓水和电渗析淡水，所述电渗析浓水流入镀锌车间的镀锌槽；

RO膜分离系统，所述RO膜分离系统流进所述电渗析淡水，用于对所述电渗析淡水进行

膜分离得到RO浓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流入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淡水通过恒压变频泵

流入生产线清洗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回收锌系统包括用于加入除锌剂的反应池和沉淀池；所述收集桶的碱性镀

锌清洗废水通过提升泵进入反应池；所述沉淀池与反应池连通；所述沉淀池的下部分沉淀

回收锌，沉淀池的上部分为上清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池与沉淀池设于反应沉淀槽内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回收碱系统包括中间水箱和电渗析装置，所述上清液流入中间水箱的一端，

所述中间水箱另一端通过泵连接电渗析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电渗析浓水通过电渗析浓水泵泵入电渗析浓水箱，所述电渗析浓水箱连通

镀锌车间的镀锌槽；所述电渗析淡水进入电渗析淡水箱。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RO膜分离系统包括过滤器、RO膜系统、RO药洗系统、RO淡水箱，所述过滤器一

端通过RO原水泵连接电渗析淡水箱；所述过滤器另一端通过高压泵连接RO膜系统得到RO浓

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直接流到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淡水进入RO淡水箱，所述RO淡水箱

通过恒压变频泵连接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膜系统连接RO药洗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电渗析装置为三级电渗析。

8.根据权利要求2或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

环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池上设有ORP仪。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所述收集桶收集镀锌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

（2）通过所述回收锌系统，使所述碱性镀锌清洗废水与除锌剂反应后进行固液分离得

到回收锌和上清液；

（3）所述上清液通过回收碱系统，经过所述回收碱系统电渗析得到电渗析浓水和电渗

析淡水；

（4）所述电渗析浓水含有高浓度的氢氧化钠,所述电渗析浓水返回到镀锌槽回收使用；

（5）所述电渗析淡水通过RO膜分离系统，所述RO膜分离系统对所述电渗析淡水进行膜

分离得到RO浓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直接返回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淡水通过恒压变频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928554 B

2



泵返回生产线清洗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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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和

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

水闭路循环的系统和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碱性镀锌废水中含重金属离子锌非常高，锌离子高达2.5g/L左右，氢氧化钠含量

高达20g/L左右，目前传统的做法是将碱性镀锌废水排入到污水处理站，经过化学中和沉淀

后，将达标的废水排入到自然环境中。但是采用化学中和的方法消耗酸的量非常大，同时又

无法做到金属锌的回收，更无法做到碱的回收，这样既浪费水资源又浪费化学药剂，同时又

浪费金属性。

[0003] 而本发明可以做到锌回收、碱回用和废水的闭路循环使用，环保、零排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

和工艺，将碱性镀锌清洗废水采用沉淀的方法回收锌，采用电渗析浓缩回收碱，回收碱后的

碱性镀锌清洗废水通过RO膜分离系统闭路循环使用达到零排放。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提供了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

统，包括

[0006] 收集桶，用于收集镀锌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

[0007] 回收锌系统，与所述收集桶连接，用于通过所述碱性镀锌清洗废水加入除锌剂反

应后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回收锌和上清液；

[0008] 回收碱系统，回收碱系统流进所述上清液，用于通过将所述上清液电渗析后得到

电渗析浓水和电渗析淡水，所述电渗析浓水流入镀锌车间的镀锌槽；

[0009] RO膜分离系统，所述RO膜分离系统流进所述电渗析淡水，用于对所述电渗析淡水

进行膜分离得到RO浓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流入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淡水通过恒压变

频泵流入生产线清洗槽。

[0010] 特别的，所述回收锌系统包括用于加入除锌剂的反应池和沉淀池；所述收集桶的

碱性镀锌清洗废水通过提升泵进入反应池；所述沉淀池与反应池连通；

[0011] 特别的，所述反应池与沉淀池设于反应沉淀槽内部。

[0012] 特别的，所述回收碱系统包括中间水箱和电渗析装置，所述上清液流入中间水箱

的一端，所述中间水箱另一端通过泵连接电渗析装置。

[0013] 特别的，所述电渗析浓水通过电渗析浓水泵泵入电渗析浓水箱，所述电渗析浓水

箱连通镀锌车间的镀锌槽；所述电渗析淡水进入电渗析淡水箱。

[0014] 特别的，所述RO膜分离系统包括过滤器、RO膜系统、RO药洗系统、RO淡水箱，所述过

滤器一端通过RO原水泵连接电渗析淡水箱；所述过滤器另一端通过高压泵连接RO膜系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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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RO浓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直接流到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淡水进入RO淡水箱，所述RO

淡水箱通过恒压变频泵连接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膜系统连接RO药洗系统。

[0015] 特别的，所述电渗析装置为三级电渗析。

[0016] 特别的，所述反应池上设有ORP仪。

[0017] 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0018] （1）所述收集桶收集镀锌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

[0019] （2）通过所述回收锌系统，使所述碱性镀锌清洗废水与除锌剂反应后进行固液分

离得到回收锌和上清液；

[0020] （3）所述上清液通过回收碱系统，经过所述回收碱系统电渗析得到电渗析浓水和

电渗析淡水；

[0021] （4）所述电渗析浓水含有高浓度的氢氧化钠,所述电渗析浓水返回到镀锌槽回收

使用；

[0022] （5）所述电渗析淡水通过RO膜分离系统，所述RO膜分离系统对所述电渗析淡水进

行膜分离得到RO浓水和RO淡水，所述RO浓水直接返回生产线清洗槽，所述RO淡水通过恒压

变频泵返回生产线清洗槽。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4] 1 .本发明将碱性镀锌清洗废水采用沉淀的方法回收锌，采用电渗析浓缩回收碱，

回收碱后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通过RO膜分离系统闭路循环使用达到零排放。

[0025] 2 .本发明通过三级电渗析，使得浓缩后的电渗析浓水含有高达100g/L的氢氧化

钠，电渗析淡水pH值在8.5左右，回收效果显著。

[0026] 3.本发明采用ORP仪能精确测量碱性镀锌清洗废水的氧化还原电位值及温度，能

够设置自动化装置投加除锌剂，以达到整个工艺流程自动化，节省人工，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2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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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图。

[002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系统的锌回收、碱回收部分的结构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系统RO膜分离系统的结构图；

[003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的工艺的工作流程图；

[0031] 图中：1.碱性镀锌清洗废水；2.收集桶；3.反应沉淀槽；4.除锌剂；5.中间水箱；6.

三级电渗析；7.电渗析浓水箱；8.电渗析极水箱；9.电渗析浓水；10.电渗析淡水；12.电渗析

淡水箱；13.RO原水泵；14.过滤器；15.高压泵；16.RO膜系统；17.RO药洗系统；18.RO淡水箱；

19.恒压变频泵；20.RO淡水；21.PLC电控系统；23.提升泵；24.回收锌；25.RO浓水；26.镀锌

槽；27.生产线清洗槽；31.反应池；32.沉淀池；56.电渗析原水泵；67.电渗析浓水泵；68.电

渗析极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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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

更易于被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定。

[0033]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

系统，包括镀锌槽26和生产线清洗槽27的镀锌车间以及收集桶2、反应沉淀槽3、中间水箱5、

三级电渗析6、电渗析浓水箱7、电渗析极水箱8、过滤器14、RO膜系统16、RO药洗系统17、RO淡

水箱18。

[0034] 收集桶2收集镀锌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1。反应沉淀槽3的内部设有反应池31

和沉淀池32。反应沉淀槽3的左边设有反应池31，反应池31上设有ORP仪，用于加入除锌剂4，

除去锌离子。收集桶2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1通过提升泵23进入反应池31。反应沉淀槽3的右

边设有沉淀池32，沉淀池32与反应池31之间设有通道连通。沉淀池32的底部的沉渣通过压

滤冲洗得到回收锌24，沉淀池32的上部分为上清液。上清液通过在沉淀池32上方设有的出

口流入中间水箱5的一端，中间水箱5内的液体通过电渗析原水泵56抽入三级电渗析6。经过

电渗析浓缩后的电渗析浓水9里的氢氧化钠达到100g/L,电渗析浓水9通过电渗析浓水泵67

抽入至电渗析浓水箱7，再通过电渗析浓水箱7的出口返回到镀锌槽26使用；电渗析极水通

过电渗析极水泵68抽入至电渗析极水箱8；电渗析淡水10的pH值在8.5左右，直接进入电渗

析淡水箱12，通过RO原水泵13抽入至过滤器14，电渗析淡水10经过过滤后通过高压泵15进

入RO膜系统16进行膜分离。该RO膜系统16为现有技术，能够进行膜分离。RO膜系统16进行膜

分离后得到RO浓水25和RO淡水20。RO浓水25直接流到生产线清洗槽27。RO淡水20进入RO淡

水箱18。RO淡水箱18通过恒压变频泵19连接生产线清洗槽27。RO浓水25部分还可以进入到

RO药洗系统17进行化学清洗，得到较为纯净的水。

[0035] 整个系统由PLC电控系统21控制。

[0036] 如图3所示，一种根据上述碱性镀锌废水锌回收、碱回收和废水闭路循环的系统的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收集桶2收集镀锌车间的碱性镀锌清洗废水1。

[0038] （2）碱性镀锌清洗废水1通过反应沉淀槽3。碱性镀锌清洗废水1与除锌剂4在反应

池31里反应后，碱性镀锌清洗废水1进入沉淀池32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回收锌24和上清液。

[0039] （3）上清液进入中间水箱5后，通过电渗析原水泵56抽至三级电渗析6，并得到电渗

析浓水9和电渗析淡水10。

[0040] （4）电渗析浓水9含有高浓度的氢氧化钠,电渗析浓水9返回到镀锌槽26回收使用；

[0041] （5）电渗析淡水10通过RO膜分离系统，所述RO膜分离系统中的RO膜系统16对所述

电渗析淡水10进行膜分离得到RO浓水25和RO淡水20，所述RO浓水25直接返回生产线清洗槽

27，所述RO淡水20进入RO淡水箱18，RO淡水箱18通过恒压变频泵19连接生产线清洗槽27。

[0042] 虽然结合附图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但是专利所有者可以在所附权利要求的

范围之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只要不超过本发明的权利要求所描述的保护范围，都应当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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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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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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