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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

的工艺，包括如下步骤：S1废水元素测定；S2沉淀

氯化锰；S3酸化析盐；S4蒸馏结晶：将S3步骤中的

滤液 进行减压蒸馏，以8-12℃/h的速率进行降

温至55℃，在55℃保温0.9-1.1h，继续以8-12℃/

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0-10℃，得到浆状物；S5离心

烘干：将S4步骤中制备得到的浆状物压入离心机

中，离心甩干至离心出口无母液离出，得到母液

和湿品物料，将湿品物料放入烘箱中，在205-215

℃下进行第一次烘干，取出粉碎，继续在205-215

℃下进行第二次烘干，得到无水氯化锰；S6回收。

本发明具有成本低、纯度高、收率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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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废水元素测定：将利用格式试剂进行偶联反应的工艺废水收集测定废水中氯化镁和

氯化锰的摩尔量，其中氯化镁的摩尔数为Amol，氯化锰的摩尔数为Bmol；

S2沉淀氯化锰：向废水中加入1.04B-1 .07Bmol的氢氧化镁，在高压反应器中搅拌升温

至75-85℃，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反应，离心、过滤、水洗得到滤液I和滤饼；

S3酸化析盐：在S2步骤中的滤饼加入1.20B-1.25Bmol的水进行打浆，在20-30℃下滴加

盐酸，过滤得到滤液II；

S4蒸馏结晶：先将S3步骤中的滤液II进行减压蒸馏，再以8-12℃/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

55℃，在55℃保温0.9-1.1h，继续以8-12℃/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0-10℃，得到浆状物；

S5离心烘干：将S4步骤中制备得到的浆状物压入离心机中，离心甩干至离心出口无母

液离出，得到母液和湿品物料，将湿品物料放入烘箱中，在205-215℃下进行第一次烘干，取

出粉碎，继续在在205-215℃下进行第二次烘干，得到无水氯化锰；

S6回收：将S5步骤中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氯化锰、酸化析盐、蒸馏结晶、

离心烘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2步

骤中反应时间为6-12h，反应压力为0.45-0.50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2步

骤中水洗至洗涤液用硝酸银溶液检测无白色沉淀生成；所述硝酸银溶液的浓度为0.099-

0.101mol/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步

骤中盐酸滴加至pH为5-6；所述盐酸的质量分数为3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4步

骤中的所述减压蒸馏的温度为85-90℃，蒸馏至溶液波美度达到55°Bé，所述减压蒸馏的压

力≤-0.08MPa。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5步

骤中第一次烘干的时间为3.9-4.1h，第二次烘干的时间为1.9-2.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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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水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锰在我国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主要作为炼铁和炼钢过程中的脱氧剂

和脱硫剂，以及用来制造合金。我国是一个锰矿大国，占世界第二位。含锰废水中锰、铵根等

离子浓度高、处理达标困难，不仅造成周围环境的污染，而且影响企业的环保形象。现有对

含锰废水的处理技术主要为采用铁屑还原法和石灰中和法对其进行处理，但上述技术没有

对锰元素、氨氮元素进行资源化回收。

[0003] 现有工艺中锰镁分离技术都是基于高浓度二价锰离子溶液中含有二价镁离子，可

利用碳酸氢铵或者碳酸氢钠将二价锰离子沉淀生成碳酸锰，及富镁溶液。再由盐酸或者硫

酸酸化碳酸锰，得到纯净的锰产品。反应方程式为：Mn2++2HCO3-→MnCO3+CO2+H2O2H++MnCO3→

Mn2++CO2+H2O。

[0004] 现有技术不足：现有技术是从锰矿中分离镁，得到较高纯度的锰产品，方法中产生

的富镁溶液，仍旧含有二价锰离子，属于含锰高盐废水，处理难度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锰

镁分离的问题。而对于镁盐溶液中含有少量二价锰离子时，由于二价镁离子浓度大，加入碳

酸氢盐会将二价镁离子共沉淀出来，碳酸氢盐用量大，且得不到纯度较高的锰产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

艺，解决了镁锰污水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7] 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08] S1废水元素测定：将利用格式试剂进行的偶联反应的工艺废水收集测定废水中氯

化镁和氯化锰的摩尔量，其中氯化镁的摩尔数为Amol，氯化锰的摩尔数为Bmol；

[0009] S2沉淀氯化锰：向废水中加入1.04B-1.07Bmol的氢氧化镁，在高压反应器中搅拌

升温至75-85℃，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反应，离心、过滤、水洗得到滤液I和滤饼；

[0010] S3酸化析盐：在S2步骤中的滤饼加入1.20B-1.25Bmol的水进行打浆，在20-30℃下

滴加盐酸，过滤得到滤液II；

[0011] S4蒸馏结晶：先将S3步骤中的滤液II进行减压蒸馏，再以8-12℃/h的速率进行降

温至55℃，在55℃保温0.9-1.1h，继续以8-12℃/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0-10℃，得到浆状物；

[0012] S5离心烘干：将S4步骤中制备得到的浆状物压入离心机中，离心甩干至离心出口

无母液离出，得到母液和湿品物料，将湿品物料放入烘箱中，在205-215℃下进行第一次烘

干，取出粉碎，继续在在205-215℃下进行第二次烘干，得到无水氯化锰；

[0013] S6回收：将S5步骤中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氯化锰、酸化析盐、蒸馏结

晶、离心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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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从镁盐溶液中分离回收锰的新技术，可以将镁盐溶液中的二价锰离子回收，利用

氢氧化镁和二氧化碳去沉淀二价锰离子，不引入其他杂质离子，从而达到将镁盐做成纯度

很高的副产品，其中二价锰离子小于10ppm；将二价锰离子回收，为绿色环保化学提供了可

能，同时可以处理其他含锰高盐废水，降低锰元素对水体的污染，使得一些含锰工业废水能

够达标排放。

[0015] 污水处理过程中，工艺过程简单，其中滤液I为氯化镁溶液，氯化镁溶液的纯度高，

作为副产品可产生部分经济效益，且氯化锰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盐析、蒸馏

结晶回收利用。

[0016] 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镁反应，不引入杂质离子，反应时间可以6至12小时。压力0.3至

0.6MPa，加压反应。这一步是主反应，反应原理为：

[0017] Mg(OH)2+CO2+MnCl2→MnCO3+MgCl2+H2O；

[0018] 反应终点的判断，可以用加入1g/L的高锰酸钾溶液至2ml过滤后的反应液，高锰酸

钾不褪色则反应到终点。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镁反应，不引入杂质离子，反应时间短，沉淀率

高，终点易于判定。

[0019] 进一步地，所述S2步骤中反应时间为6—12h，反应压力为0.45-0.50MPa。反应时间

短，沉淀率高。

[0020] 进一步地，所述S2步骤中水洗至洗涤液用硝酸银溶液检测无白色沉淀生成；所述

硝酸银溶液的浓度为0.099-0.101mol/L。采用硝酸银溶液进行检测水洗程度，检测方便，结

果准确。

[0021] 进一步地，所述S3步骤中盐酸滴加至pH为5-6；所述盐酸的质量分数为30％。盐酸

成本低，酸化效果好，反应温度低，能耗小，并且不引入其他阴离子杂质。

[0022] 进一步地，所述S4步骤中的所述减压蒸馏的温度为85-90℃，蒸馏至溶液波美度达

到55°Bé，所述减压蒸馏的压力≤-0.08MPa。

[0023] 进一步地，所述S5步骤中第一次烘干的时间为3.9-4 .1h，第二次烘干的时间为

1.9-2.1h。

[0024] 溶液减压蒸馏浓缩，结晶率高，产率高；反应时间短，沉淀率高，杂质少；采用硝酸

银溶液进行检测水洗程度，检测方便，结果准确；盐酸成本低，酸化效果好；梯度降温使得结

晶率高，产率高。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 .从镁盐溶液中分离回收锰的新技术，可以将镁盐溶液中的二价锰离子回收，利

用氢氧化镁和二氧化碳去沉淀二价锰离子，不引入其他杂质离子，从而达到将镁盐做成纯

度很高的副产品，其中二价锰离子小于10ppm；

[0027] 2.将二价锰离子回收，为绿色环保化学提供了可能，同时可以处理其他含锰高盐

废水，降低锰元素对水体的污染，使得一些含锰工业废水能够达标排放；

[0028] 3.污水处理过程中，工艺过程简单，其中滤液I为氯化镁溶液，氯化镁溶液的纯度

高，作为副产品可产生部分经济效益，且氯化锰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盐析、蒸

馏结晶回收利用；

[0029] 4.二氧化碳和氢氧化镁反应，不引入杂质离子，反应时间短，沉淀率高，终点易于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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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5.溶液减压蒸馏浓缩，结晶率高，产率高；反应时间短，沉淀率高，杂质少；采用硝

酸银溶液进行检测水洗程度，检测方便，结果准确；

[0031] 6.盐酸成本低，酸化效果好，反应温度低，能耗小，并且不引入其他阴离子杂质；结

晶方式采用梯度降温，使得结晶率高，产率高；

[0032] 7.回收母液使得回收工艺满足绿色化学的要求，未有废水产生，仍可以回收分离

氯化锰和氯化镁。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

局限于以下所述。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7] S1废水元素测定：将利用格式试剂进行的偶联反应的工艺废水500kg收集测定废

水中氯化镁和氯化锰的摩尔量，其中氯化镁的摩尔数为134 .4mol，氯化锰的摩尔数为

160.5mol；

[0038] S2沉淀氯化锰：向废水中加入166.92mol的氢氧化镁，在高压反应器中搅拌升温至

75-85℃，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反应，离心、过滤、水洗得到滤液I和滤饼；

[0039] S3酸化析盐：在S2步骤中的滤饼加入192.6mol的水进行打浆，在20℃下滴加盐酸，

过滤得到滤液II；

[0040] S4蒸馏结晶：先将S3步骤中的滤液II进行减压蒸馏，再以8℃/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

55℃，在55℃保温0.9h，继续以8℃/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10℃，得到浆状物；

[0041] S5离心烘干：将S4步骤中制备得到的浆状物压入离心机中，离心甩干至离心出口

无母液离出，得到母液和湿品物料，将湿品物料放入烘箱中，在205℃下进行第一次烘干，取

出粉碎，继续在在205℃下进行第二次烘干，得到无水氯化锰；

[0042] S6回收：将S5步骤中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氯化锰、酸化析盐、蒸馏结

晶、离心烘干。

[0043] 具体地，所述S2步骤中反应时间为8h，反应压力为0.45MPa。

[0044] 具体地，所述S2步骤中水洗至洗涤液用硝酸银溶液检测无白色沉淀生成；所述硝

酸银溶液的浓度为0.099-0.101mol/L。

[0045] 具体地，所述S3步骤中盐酸滴加至pH为5；所述盐酸的质量分数为30％。

[0046] 具体地，所述S4步骤中的所述减压蒸馏的温度为85℃，蒸馏至溶液波美度达到55°

Bé。

[0047] 具体地，所述S5步骤中第一次烘干的时间为3.9h，第二次烘干的时间为1.9h。

[0048] 实施例1中氯化锰的纯度为99 .3％，单次氯化锰的回收率为88％，总回收率为

98.7％。

[0049] 实施例2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8046329 B

5



[0050] 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1] S1废水元素测定：将利用格式试剂进行的偶联反应的工艺废水500kg收集测定废

水中氯化镁和氯化锰的摩尔量，其中氯化镁的摩尔数为135 .6mol，氯化锰的摩尔数为

160.9mol；

[0052] S2沉淀氯化锰：向废水中加入168.9mol的氢氧化镁，在高压反应器中搅拌升温至

75-85℃，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反应，离心、过滤、水洗得到滤液I和滤饼；

[0053] S3酸化析盐：在S2步骤中的滤饼加入197.9mol的水进行打浆，在25℃下滴加盐酸，

过滤得到滤液II；

[0054] S4蒸馏结晶：先将S3步骤中的滤液II进行减压蒸馏，再以10℃/h的速率进行降温

至55℃，在55℃保温1.0h，继续以10℃/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5℃，得到浆状物；

[0055] S5离心烘干：将S4步骤中制备得到的浆状物压入离心机中，离心甩干至离心出口

无母液离出，得到母液和湿品物料，将湿品物料放入烘箱中，在210℃下进行第一次烘干，取

出粉碎，继续在在210℃下进行第二次烘干，得到无水氯化锰；

[0056] S6回收：将S5步骤中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盐析、蒸馏结晶、离心烘

干。

[0057] 具体地，所述S2步骤中反应时间为9h，反应压力为0.48MPa。

[0058] 具体地，所述S2步骤中水洗至洗涤液用硝酸银溶液检测无白色沉淀生成；所述硝

酸银溶液的浓度为0.099-0.101mol/L。

[0059] 具体地，所述S3步骤中盐酸滴加至pH为5.5；所述盐酸的质量分数为30％。

[0060] 具体地，所述S4步骤中的所述减压蒸馏的温度为88℃，蒸馏至溶液波美度达到55°

Bé。

[0061] 具体地，所述S5步骤中第一次烘干的时间为4.0h，第二次烘干的时间为2.0h。

[0062] 实施例2中氯化锰的纯度为99.4％，单次氯化锰的回收率为88.2％，总回收率为

98.4％。

[0063] 实施例3

[0064] 一种工业废水中回收镁锰元素的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65] S1废水元素测定：将利用格式试剂进行的偶联反应的工艺废水500kg收集测定废

水中氯化镁和氯化锰的摩尔量，其中氯化镁的摩尔数为134 .2mol，氯化锰的摩尔数为

163.5mol；

[0066] S2沉淀氯化锰：向废水中加入174.9mol的氢氧化镁，在高压反应器中搅拌升温至

75-85℃，通入二氧化碳气体反应，离心、过滤、水洗得到滤液I和滤饼；

[0067] S3酸化析盐：在S2步骤中的滤饼加入204.4mol的水进行打浆，在30℃下滴加盐酸，

过滤得到滤液II；

[0068] S4蒸馏结晶：先将S3步骤中的滤液II进行减压蒸馏，再以12℃/h的速率进行降温

至55℃，在55℃保温1.1h，继续以10℃/h的速率进行降温至0℃，得到浆状物；

[0069] S5离心烘干：将S4步骤中制备得到的浆状物压入离心机中，离心甩干至离心出口

无母液离出，得到母液和湿品物料，将湿品物料放入烘箱中，在215℃下进行第一次烘干，取

出粉碎，继续在在215℃下进行第二次烘干，得到无水氯化锰；

[0070] S6回收：将S5步骤中母液从S1步骤循环：元素测定、沉淀氯化锰、酸化析盐、蒸馏结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8046329 B

6



晶、离心烘干。

[0071] 具体地，所述S2步骤中反应时间为10h，反应压力为0.50MPa。

[0072] 具体地，所述S2步骤中水洗至洗涤液用硝酸银溶液检测无白色沉淀生成；所述硝

酸银溶液的浓度为0.099-0.101mol/L。

[0073] 具体地，所述S3步骤中盐酸滴加至pH为6；所述盐酸的质量分数为30％。

[0074] 具体地，所述S4步骤中的所述减压蒸馏的温度为90℃，蒸馏至溶液波美度达到55°

Bé。

[0075] 具体地，所述S5步骤中第一次烘干的时间为4.1h，第二次烘干的时间为2.1h。

[0076] 实施例3中氯化锰的纯度为99.3％，单次氯化锰的回收率为88.6％，总回收率为

98.9％。

[007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理解本发明并非局限于本文所披露的

形式，不应看作是对其他实施例的排除，而可用于各种其他组合、修改和环境，并能够在本

文所述构想范围内，通过上述教导或相关领域的技术或知识进行改动。而本领域人员所进

行的改动和变化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则都应在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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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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