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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
处理方法，
属于废水高值化处理的技术领域，
包
括首先将不锈钢酸洗废水加入稀土硝酸盐溶液
和草酸进行脱氟处理得到渣相和液相；
然后将所
述渣相碱溶分离，
得到易溶氟化物和对应的稀土
氢氧化物沉淀，
之后将氢氧化物沉淀硝酸酸溶再
生得到稀土硝酸盐溶液，
并将再生的稀土硝酸盐
溶液返回前述脱氟处理工序；
同时对所述液相加
入氧化钙或碳酸钙以得到铁、铬、镍产品和硝酸
钙溶液，
之后对硝酸钙溶液进行硝酸再生处理，
得到硝酸和含水硫酸钙晶须，
并将再生的硝酸用
于不锈钢酸洗工序；
最后对含水硫酸钙晶须微波
处理，
得到半水硫酸钙晶须或无水硫酸钙晶须。
本发明能够实现对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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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
首先对不锈钢酸洗废水加入稀土硝酸盐溶液和草酸进行脱氟处理得到渣相和液相；
然后将脱氟处理后的渣相碱溶分离，
得到易溶氟化物和对应的稀土氢氧化物沉淀，
之
后将氢氧化物沉淀硝酸酸溶再生得到脱氟处理的稀土硝酸盐溶液，
并将再生的稀土硝酸盐
溶液返回前述脱氟处理工序；
同时往脱氟处理后的液相加入氧化钙或碳酸钙得到铁、铬、
镍产品和硝酸钙溶液，
之后
对硝酸钙溶液进行硝酸再生处理，
得到硝酸和含水硫酸钙晶须，
并将再生的硝酸用于不锈
钢酸洗工序；
最后对含水硫酸钙晶须进行微波处理 ，
得到高价值半水硫酸钙晶须或无水硫酸钙晶
须。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具体步骤如
下：
S1、深度脱氟：
往不锈钢酸洗废水中加入稀土硝酸盐溶液和草酸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
0 .5-3 .5h，
脱氟完成后分离得到液相和渣相，
渣相为稀土氟化物；
S2、
碱溶：
往S1渣相的稀土氟化物中加入碱溶试剂，
碱溶后分离得到易溶氟化盐和稀土
氢氧化物沉淀；
S3、铁/铬/镍梯级分离：
往S1深度脱氟后的液相加入氧化钙或碳酸钙进行铁、铬、镍梯
级分离，
得到铁、
铬、
镍产品和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S4、
酸溶再生：
往S2稀土氢氧化物中加入酸溶再生试剂，
酸溶再生后的稀土硝酸盐溶液
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S5、硝酸再生：
往S3纯净的硝酸钙溶液加入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含水硫酸钙晶须和
硝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S4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S6、
微波脱水改性：
S5含水硫酸钙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得到半水硫酸钙晶须或无水
硫酸钙晶须。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不锈钢
3+
3+
2+
酸洗废水含NO3 、
F、
Fe 、
Cr 、
Ni 、
以及残酸。
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不锈钢
3+
酸洗废水含50～300g/L的NO3 、20～80g/L的F 、
30～40g/L Fe 、
5～10g/L的Cr3+ 、
3～5g/L
2+
的Ni 、
以及20～80g/L的残酸。
5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稀土硝
酸盐溶液为镧系硝酸盐的其中一种溶液或两种溶液的混合溶液。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镧系硝
酸盐溶液为硝酸铈和硝酸镧的其中一种溶液或两种溶液的混合溶液，
所述硝酸铈和硝酸镧
的两种溶液的混合溶液中硝酸铈与硝酸镧的摩尔比为1:10-10:1。
7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碱溶试
剂为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溶液。
8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硝酸的
回收率高达95-99％，
所述半水硫酸钙晶须的微波脱水改性温度为110-155℃，
所述无水硫
酸钙晶须的微波脱水改性温度为160-18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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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废水高值化处理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指一种不锈钢酸
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制造不锈钢的过程中 ，
或者钢铁元件在电镀、喷涂前，
为了清除其表面的氧化
物，
一般需要使用混酸对其表面进行处理。但是，
在处理之后会产生大量的不锈钢酸洗废
水，
该废水中除含有铁、
铬、
镍等有价金属离子以外，
还含有大量的氟离子。现有技术中重点
只关注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除氟处理，
并不关注其中的有价金属的回收利用。
[0003] 中国专利CN104370389A公开了一种钢铁业酸洗废液中氟的去除工艺。
该工艺通过
搅拌絮凝滤除固体杂质和油脂；
然后利用重金属捕捉器过滤回收重金属沉淀物；
最后加入
氯化钙进行沉淀反应，
过滤氟化钙产物。
虽然该工艺回收了重金属沉淀物，
但是该工艺回收
的重金属沉淀物没有得到有效的分离，
该重金属沉淀物是混杂在一起，
并且过滤得到的氟
化钙的钙离子也未做进一步处理。
[0004] 中国专利CN102828192A公开了一种钢铁行业酸洗废液的资源化处理方法。
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连续步骤：
将酸洗废液冷却、
结晶；
用离心机进行盐、
酸分离；
将分离后的酸通
过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回收硫酸；
将分离得到的硫酸亚铁溶解于上述树脂流出液中，
得
到聚合硫酸铁PFS。该方法除了亚铁离子得到了有效回收，
其他的离子仍然存在于废液中，
需要进一步的净化工艺处理，
才能够达到废液排放标准。
[0005] 中国专利CN106830167A公开了一种选择性去除不锈钢酸洗废水中氟离子的方法。
虽然该方法包括将氟离子从不锈钢酸洗废水中分离出来并浓缩和将改性水滑石吸附剂再
生两个步骤，
但该方法仅仅涉及氟离子的脱除，
并未涉及有价金属的回收。
[0006] 综上可见，
由于现有技术中对不锈钢酸洗废水处理的方法单纯的为了达到国家的
排放标准，
仅仅涉及氟离子的去除，
没有回收其中的有价金属，
其中的钙离子也没有进一步
回收，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将不锈钢酸洗废水高值化处理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不锈钢酸洗废水处理只关注通过氟离子废水
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并不关注有价金属的回收，
并且其中的钙离子也没有进一步回收，
处理效果呈现低值化的趋势。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首先对不锈钢酸洗废水加入稀土硝酸盐溶液和草酸进行脱氟处理得到渣相和液相；
[0009] 然后将脱氟处理后的渣相碱溶分离，
得到易溶氟化物和对应的稀土氢氧化物沉
淀，
之后将氢氧化物沉淀硝酸酸溶再生得到脱氟处理的稀土硝酸盐溶液，
并将再生的稀土
硝酸盐溶液返回脱氟工序；
[0010] 同时往脱氟处理后的液相加入钙的化合物得到铁、
铬、
镍产品和硝酸钙溶液，
之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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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硝酸钙溶液进行硝酸再生处理，
得到硝酸和含水硫酸钙晶须，
并将再生的硝酸用于不锈
钢酸洗工序；
[0011] 最后对含水硫酸钙晶须进行微波处理，
得到高价值半水硫酸钙晶须或无水硫酸钙
晶须。
[0012] 优选地，
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具体步骤如下：
[0013] S1、
深度脱氟：
往不锈钢酸洗废水中加入稀土硝酸盐溶液和草酸进行深度脱氟，
脱
氟0 .5-3 .5h，
脱氟完成后分离得到液相和渣相，
渣相为稀土氟化物；
[0014] S2、
碱溶：
往S1渣相的稀土氟化物中加入碱溶试剂，
碱溶后分离得到易溶氟化盐和
稀土氢氧化物沉淀；
[0015] S3、
铁/铬/镍梯级分离：
往S1深度脱氟后的液相加入钙的化合物进行铁、铬、镍梯
级分离，
得到铁、
铬、
镍产品和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0016] S4、
酸溶再生：
往S2稀土氢氧化物中加入酸溶再生试剂，
酸溶再生后的稀土硝酸盐
溶液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0017] S5、
硝酸再生：
往S3纯净的硝酸钙溶液加入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第一硫酸钙晶
须和硝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S4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0018] S6、
微波脱水改性：
S5第一硫酸钙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得到第二硫酸钙晶须。
3+
3+
2+
[0019] 优选地，
所述不锈钢酸洗废水含NO3 、
F、
Fe 、
Cr 、
Ni 、
以及残酸。
[0020] 优选地，
所述不锈钢酸洗废水含50～300g/L的NO3 、20～80g/L的F- 、30～40g/L的
Fe3+、
5～10g/L的Cr3+、
3～5g/L的Ni2+、
以及20～80g/L的残酸。
[0021] 优选地，
所述稀土硝酸盐溶液为镧系硝酸盐的其中一种溶液或两种溶液的混合溶
液。
[0022] 优选地，
所述镧系硝酸盐溶液为硝酸铈和硝酸镧的其中一种溶液或两种溶液的混
合溶液，
所述硝酸铈和硝酸镧的两种溶液的混合溶液中硝酸铈与硝酸镧的摩尔比为1:1010:1。
[0023] 优选地，
所述碱溶试剂为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溶液。
[0024] 优选地，
所述钙的化合物为碳酸钙和氧化钙的其中一种化合物或两种化合物的混
合物。
[0025] 优选地，
所述第一硫酸钙晶须为二水硫酸钙晶须，
所述第二硫酸钙晶须为半水硫
酸钙晶须或无水硫酸钙晶须。
[0026] 优选地，
所述硝酸的回收率高达95-99％，
所述半水硫酸钙晶须的微波脱水改性温
度为110-155℃，
所述无水硫酸钙晶须的微波脱水改性温度为160-180℃。
[002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8]
(1)设备投入低，
操作简便，
利于工业化生产；
[0029]
(2)稀土硝酸盐可通过回收重复使用；
[0030]
(3)采用此工艺路线可有效实现氟离子的去除，
通过铁、铬、镍的梯级分离有效回
收有价金属；
[0031]
(4)硝酸可再生并用于工艺生产中，
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节约了生产成本；
[0032]
(5)高值化回收钙离子，
得到高价值半水/无水硫酸钙晶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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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3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的不锈钢酸洗废水处理只关注通过氟离子废水
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并不关注有价金属的回收，
并且其中的钙离子也没有进一步回收，
处理效果呈现低值化的趋势。
[003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如图1所示，
所述的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具
体步骤如下：
[0037] S1、
深度脱氟：
往不锈钢酸洗废水中加入稀土硝酸盐溶液和草酸进行深度脱氟，
脱
氟0 .5-3 .5h，
脱氟完成后分离得到液相和渣相，
渣相为稀土氟化物；
[0038] S2、
碱溶：
往S1渣相的稀土氟化物中加入碱溶试剂，
碱溶后分离得到易溶氟化盐和
稀土氢氧化物沉淀；
[0039] S3、
铁/铬/镍梯级分离：
往S1深度脱氟后的液相加入钙的化合物进行铁、铬、镍梯
级分离，
得到铁、
铬、
镍产品和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0040] S4、
酸溶再生：
往S2稀土氢氧化物中加入酸溶再生试剂，
酸溶再生后的稀土硝酸盐
溶液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0041] S5、
硝酸再生：
往S3纯净的硝酸钙溶液加入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第一硫酸钙晶
须和硝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S4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0042] S6、
微波脱水改性：
S5第一硫酸钙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得到第二硫酸钙晶须。
[0043]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及所产生的技术效果，
下面以具
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不锈钢酸洗废水高值化处理的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46]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50g/L的NO3-、
40g/L的F-、
37g/L的Fe3+、
8g/L的Cr3
+
、
5g/L的Ni2+ 、80g/L的残酸；
加入87 .6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铈、镧混合溶液(1:10混
合)和7ml摩尔浓度为2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0 .5h，
脱氟完成后得到液
相和渣相，
渣相为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
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用200g/L的氢氧化
钾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钾和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再用0 .8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往深度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氧化钙进行铁、铬、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往纯
净的硝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60％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须和硝
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6％；
二水硫酸钙
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110℃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70℃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47] 实施例2
[0048]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49]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150g/L的NO3- 、20g/L的F- 、
36g/L的Fe3+ 、
10g/L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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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3+、
3 .5g/L的Ni2+、
30g/L的残酸；
加入43 .8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铈、镧混合溶液(1:
6混合)和7 .5ml摩尔浓度为1 .5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3h，
脱氟完成后得
到液相和渣相，
渣相为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
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用50g/L的氢氧
化钠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钠和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
物再用2 .4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氟工
序；
往深度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碳酸钙进行铁、
铬、
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往
纯净的硝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30％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须和硝
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9％；
二水硫酸钙
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130℃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75℃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50] 实施例3
[0051]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52]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100g/L的NO3- 、60g/L的F- 、30g/L的Fe3+ 、9g/L的
Cr3+ 、4 .3g/L的Ni 2+ 、40g/L的残酸；
加入131 .4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铈、镧混合溶液
(1:1混合)和9ml摩尔浓度为0 .5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3 .5h，
脱氟完成
后得到液相和渣相，
渣相为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
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用350g/L
的氢氧化钾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钾和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
的混合物再用1 .6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
氟工序；
往深度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氧化钙进行铁、铬、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
液；
往纯净的硝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98％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
须和硝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5％；
二水
硫酸钙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150℃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60℃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53] 实施例4
[0054]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55]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270g/L的NO3- 、80g/L的F- 、33g/L的Fe3+ 、5g/L的
Cr3+、
4g/L的Ni2+、
60g/L的残酸；
加入175 .2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铈、镧混合溶液(4:1
混合)和8 .5ml摩尔浓度为1 .5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1h，
脱氟完成后得
到液相和渣相，
渣相为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
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用300g/L的氢
氧化钠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钠和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
合物再用4 .32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氟
工序；
往深度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氧化钙进行铁、
铬、
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往纯净的硝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45％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须和
硝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8％；
二水硫酸
钙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155℃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65℃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56] 实施例5
[0057]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58]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300g/L的NO3- 、30g/L的F- 、32g/L的Fe3+ 、7g/L的
Cr3+、
3g/L的Ni2+、
50g/L的残酸；
加入65 .7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铈、镧混合溶液(10:1
混合)和9ml摩尔浓度为2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2h，
脱氟完成后得到液
相和渣相，
渣相为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
氟化铈和氟化镧的混合物用150g/L的氢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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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钾和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氢氧化铈和氢氧化镧的混合物
再用4 .8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往深度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碳酸钙进行铁、铬、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往纯
净的硝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90％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须和硝
酸；
再生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6％；
二水硫酸钙
晶须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120℃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75℃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59] 实施例6
[0060]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61]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200g/L的NO3- 、70g/L的F- 、35g/L的Fe3+ 、8g/L的
Cr3+、
3 .7g/L的Ni2+、
20g/L的残酸；
加入153 .3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铈溶液和8ml摩尔
浓度为0 .5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0 .5h，
脱氟完成后得到液相和渣相，
渣
相为氟化铈；
氟化铈用100g/L的氢氧化钠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钠和氢氧化铈；
氢氧化铈再用
3 .2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往深
度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氧化钙进行铁、铬、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往纯净的
硝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80％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须和硝酸；
再
生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7％；
二水硫酸钙晶须
经过微波脱水/改性，
140℃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80℃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62] 实施例7
[0063] 一种不锈钢酸洗废水的高值化处理方法，
包括：
[0064] 取500ml不锈钢酸洗废水，
其中含250g/L的NO3- 、50g/L的F- 、40g/L的Fe3+ 、6g/L的
Cr3+ 、
4 .5g/L的Ni2+ 、
70g/L的残酸；
加入109 .5ml摩尔浓度为4mol/L的硝酸镧溶液和10ml摩
尔浓度为1mol/L的草酸溶液进行深度脱氟，
脱氟反应0 .5h，
脱氟完成后得到液相和渣相，
渣
相为氟化镧；
氟化镧用290g/L的氢氧化钾溶液碱溶，
得到氟化钾和氢氧化镧；
氢氧化镧再用
4mol/L硝酸再生工序产出的硝酸酸溶再生，
酸溶再生产物全部返回深度脱氟工序；
往深度
脱氟后的液相中加入碳酸钙进行铁、铬、镍梯级分离，
得到纯净的硝酸钙溶液；
往纯净的硝
酸钙溶液中加入质量浓度为70％的硫酸进行硝酸再生，
得到二水硫酸钙晶须和硝酸；
再生
硝酸可用于酸溶再生工序和返回不锈钢酸洗工序，
硝酸回收率是99％；
二水硫酸钙晶须经
过微波脱水/改性，
135℃得到的半水硫酸钙晶须，
160℃得无水硫酸钙晶须。
[0065] 综上可见，
本发明不仅实现了不锈钢酸洗废水中氟离子的去除和铁、
铬、
镍的梯级
分离回收，
而且使得硝酸成为一种可再生的资源，
达到资源的循环利用；
最重要的是可以高
值化回收钙离子，
以及得到高价值的半水/无水硫酸钙晶须。
[0066]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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