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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的一种防

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

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下：步骤一：水样预

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

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

属进行预处理；步骤二：药剂选取：选取40％～

60％氨氮去除剂和40％～56％COD去除剂，该种

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

缩结晶处理方法，在进行脱硫废水的处理过程中

使悬浮物逐渐沉淀，且多药剂的添加和药剂融合

的处理方式相互配合，有效的降低了脱硫废水处

理中结垢和腐蚀的弊端，配合分步骤的处理方

式，并分段检测，达到综合处理的目的，具有很强

的处理效果，循环稳定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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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水样预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

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进行预处理；

步骤二：药剂选取：

选取40％～60％氨氮去除剂和40％～56％COD去除剂，配制成25mg/ml的稀释液，稀释

液需要保证稀释液存于密封结构中；

选取35％～50％重金属沉降剂，重金属沉淀Ca（OH）2的加入可提高废水的pH值，使使

Fe3+、Zn2+、Cu2+、Ni2+、Cr3+等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选取15％～30％防垢剂，配制成55mg/ml的备用液；

步骤三：药剂添加：按照不同投加浓度对应的药剂稀释液毫升数，向处理装置中加入稀

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

所述处理装置的内壁为碳塑合金，处理装置的内壁夹层中内置加热循环管件，所述处

理装置的输出端连接浓缩器，所述浓缩器的输出端连接结晶器；

步骤四：药剂融合：

S1:脱硫废水内置后用磁力搅拌结构搅拌25min～35min后，静置3min～15min，处理装

置由三个隔槽组成，每个隔槽充满后自流进入下个隔槽，在脱硫废水进入所述第一隔槽的

同时加入石灰浆液，搅拌，保持pH值为7～9；

S2:在所述第二隔槽中加入有机硫化物，使其与Pb2+、Hg2+反应形成难溶的硫化物沉积

下来；

S3：在所述第三隔槽中加入絮凝剂，并在所述处理装置出口加入阳离子高分子聚合电

解质作为助凝剂，来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强化颗粒的长大过程，进一步促进氢氧化物和硫

化物的沉淀；

S4：未结垢杂质经污泥泵排到灰浆池，上部净水通过澄清/浓缩池周边的溢流口自流到

净水箱，净水箱设置了监测净水pH值和悬浮物的在线监测仪表，合格后传递给所述浓缩器；

步骤五：后续处理：利用所述浓缩器进行浓缩处理，并再配合结晶器进行结晶处理，处

理的传递过程运用泵体结构；

步骤六：检测：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步骤，都需要进行液体检测，以

完善稀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的添加情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

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重金属沉降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20％～2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

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垢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10％～2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

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装置、所述浓缩器和所述结晶器的连接端均套接有密封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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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

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

法，具体为污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是为使污水达到排入某一水体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对其进行净化的

过程，污水处理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农业、交通、能源、石化、环保、城市景观、医疗、餐饮等各

个领域。

[0003] 而在污水中就包括脱硫废水，为了维持脱硫装置浆液循环系统物质的平衡，防止

烟气中可溶部分即氯浓度超过规定值和保证石膏质量，必须从系统中排放一定量的废水，

废水主要来自石膏脱水和清洗系统。废水中含有的杂质主要包括悬浮物、过饱和的亚硫酸

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其中很多是国家环保标准中要求严格控制的第一类污染物，脱硫废

水主要是锅炉烟气湿法脱硫，石灰石/石膏法过程中吸收塔的排放水，脱硫废水主要是锅炉

烟气湿法脱硫（石灰石/石膏法）过程中吸收塔的排放水。

[0004] 目前，现有脱硫废水的处理过程中，只配备了常规的药剂，且在常规的药剂融合处

理过程中，无法有效的降低脱硫废水处理中导致的结垢和设备腐蚀的问题，使设备处理效

果变差，寿命降低，对于脱硫废水的循环稳定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缺少分步骤的处理检

测过程，也影响了实际处理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

晶处理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现有的脱硫废水的处理过程中，只配备了常规

的药剂，且在常规的药剂融合处理过程中，无法有效的降低脱硫废水处理中导致的结垢和

设备腐蚀的问题，使设备处理效果变差，寿命降低，对于脱硫废水的循环稳定性产生了负面

影响，同时缺少分步骤的处理检测过程，也影响了实际处理的效果的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

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一：水样预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

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进行预处理；

步骤二：药剂选取：

选取40％～60％氨氮去除剂和40％～56％COD去除剂，配制成25mg/ml的稀释液，稀释

液需要保证稀释液存于密封结构中；

选取35％～50％重金属沉降剂，重金属沉淀Ca（OH）2的加入可提高废水的pH值，使使

Fe3+、Zn2+、Cu2+、Ni2+、Cr3+等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选取15％～30％防垢剂，配制成55mg/ml的备用液；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1995151 A

3



步骤三：药剂添加：按照不同投加浓度对应的药剂稀释液毫升数，向处理装置中加入稀

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

所述处理装置的内壁为碳塑合金，处理装置的内壁夹层中内置加热循环管件，所述处

理装置的输出端连接浓缩器，所述浓缩器的输出端连接结晶器；

步骤四：药剂融合：

S1:脱硫废水内置后用磁力搅拌结构搅拌25min～35min后，静置3min～15min，处理装

置由三个隔槽组成，每个隔槽充满后自流进入下个隔槽，在脱硫废水进入所述第一隔槽的

同时加入石灰浆液，搅拌，保持pH值为7～9；

S2:在所述第二隔槽中加入有机硫化物，使其与Pb2+、Hg2+反应形成难溶的硫化物沉积

下来；

S3：在所述第三隔槽中加入絮凝剂，并在所述处理装置出口加入阳离子高分子聚合电

解质作为助凝剂，来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强化颗粒的长大过程，进一步促进氢氧化物和硫

化物的沉淀；

S4：未结垢杂质经污泥泵排到灰浆池，上部净水通过澄清/浓缩池周边的溢流口自流到

净水箱，净水箱设置了监测净水pH值和悬浮物的在线监测仪表，合格后传递给所述浓缩器；

步骤五：后续处理：利用所述浓缩器进行浓缩处理，并再配合结晶器进行结晶处理，处

理的传递过程运用泵体结构；

步骤六：检测：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步骤，都需要进行液体检测，以

完善稀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的添加情况。

[0007] 优选的，所述重金属沉降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20％～25％。

[0008] 优选的，所述防垢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10％～20％。

[0009] 优选的，所述处理装置、所述浓缩器和所述结晶器的连接端均套接有密封结构。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

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在进行脱硫废水的处理过程中使悬浮物逐渐沉淀，且多药剂

的添加和药剂融合的处理方式相互配合，有效的降低了脱硫废水处理中结垢和腐蚀的弊

端，配合分步骤的处理方式，并分段检测，达到综合处理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处理效果，循环

稳定性强。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2] 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

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下：

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

下：

步骤一：水样预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

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进行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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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药剂选取：

选取40％～60％氨氮去除剂和40％～56％COD去除剂，配制成25mg/ml的稀释液，稀释

液需要保证稀释液存于密封结构中；

选取35％～50％重金属沉降剂，重金属沉淀Ca（OH）2的加入可提高废水的pH值，使使

Fe3+、Zn2+、Cu2+、Ni2+、Cr3+等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选取15％～30％防垢剂，配制成55mg/ml的备用液；

步骤三：药剂添加：按照不同投加浓度对应的药剂稀释液毫升数，向处理装置中加入稀

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

处理装置的内壁为碳塑合金，处理装置的内壁夹层中内置加热循环管件，处理装置的

输出端连接浓缩器，浓缩器的输出端连接结晶器；

步骤四：药剂融合：

S1:脱硫废水内置后用磁力搅拌结构搅拌25min～35min后，静置3min～15min，处理装

置由三个隔槽组成，每个隔槽充满后自流进入下个隔槽，在脱硫废水进入第一隔槽的同时

加入石灰浆液，搅拌，保持pH值为7～9；

S2:在第二隔槽中加入有机硫化物，使其与Pb2+、Hg2+反应形成难溶的硫化物沉积下

来；

S3：在第三隔槽中加入絮凝剂，并在处理装置出口加入阳离子高分子聚合电解质作为

助凝剂，来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强化颗粒的长大过程，进一步促进氢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沉

淀；

S4：未结垢杂质经污泥泵排到灰浆池，上部净水通过澄清/浓缩池周边的溢流口自流到

净水箱，净水箱设置了监测净水pH值和悬浮物的在线监测仪表，合格后传递给浓缩器；

步骤五：后续处理：利用浓缩器进行浓缩处理，并再配合结晶器进行结晶处理，处理的

传递过程运用泵体结构；

步骤六：检测：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步骤，都需要进行液体检测，以

完善稀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的添加情况。

[0013] 其中，重金属沉降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20％～25％，防垢剂投加量为脱硫

废水总量的10％～20％，处理装置、浓缩器和结晶器的连接端均套接有密封结构。

[0014] 实施例1

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

下：

步骤一：水样预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

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进行预处理；

步骤二：药剂选取：

选取60％氨氮去除剂和56％COD去除剂，配制成25mg/ml的稀释液，稀释液需要保证稀

释液存于密封结构中；

选取50％重金属沉降剂，重金属沉淀Ca（OH）2的加入可提高废水的pH值，使使Fe3+、Zn2

+、Cu2+、Ni2+、Cr3+等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选取30％防垢剂，配制成55mg/ml的备用液；

步骤三：药剂添加：按照不同投加浓度对应的药剂稀释液毫升数，向处理装置中加入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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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

处理装置的内壁为碳塑合金，处理装置的内壁夹层中内置加热循环管件，处理装置的

输出端连接浓缩器，浓缩器的输出端连接结晶器；

步骤四：药剂融合：

S1:脱硫废水内置后用磁力搅拌结构搅拌35min后，静置15min，处理装置由三个隔槽组

成，每个隔槽充满后自流进入下个隔槽，在脱硫废水进入第一隔槽的同时加入石灰浆液，搅

拌，保持pH值为9；

S2:在第二隔槽中加入有机硫化物，使其与Pb2+、Hg2+反应形成难溶的硫化物沉积下

来；

S3：在第三隔槽中加入絮凝剂，并在处理装置出口加入阳离子高分子聚合电解质作为

助凝剂，来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强化颗粒的长大过程，进一步促进氢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沉

淀；

S4：未结垢杂质经污泥泵排到灰浆池，上部净水通过澄清/浓缩池周边的溢流口自流到

净水箱，净水箱设置了监测净水pH值和悬浮物的在线监测仪表，合格后传递给浓缩器；

步骤五：后续处理：利用浓缩器进行浓缩处理，并再配合结晶器进行结晶处理，处理的

传递过程运用泵体结构；

步骤六：检测：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步骤，都需要进行液体检测，以

完善稀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的添加情况。

[0015] 其中，重金属沉降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25％，防垢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

量的20％，处理装置、浓缩器和结晶器的连接端均套接有密封结构。

[0016] 实施例2

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

下：

步骤一：水样预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

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进行预处理；

步骤二：药剂选取：

选取40％氨氮去除剂和40％COD去除剂，配制成25mg/ml的稀释液，稀释液需要保证稀

释液存于密封结构中；

选取35％重金属沉降剂，重金属沉淀Ca（OH）2的加入可提高废水的pH值，使使Fe3+、Zn2

+、Cu2+、Ni2+、Cr3+等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选取15％防垢剂，配制成55mg/ml的备用液；

步骤三：药剂添加：按照不同投加浓度对应的药剂稀释液毫升数，向处理装置中加入稀

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

处理装置的内壁为碳塑合金，处理装置的内壁夹层中内置加热循环管件，处理装置的

输出端连接浓缩器，浓缩器的输出端连接结晶器；

步骤四：药剂融合：

S1:脱硫废水内置后用磁力搅拌结构搅拌25min后，静置3min，处理装置由三个隔槽组

成，每个隔槽充满后自流进入下个隔槽，在脱硫废水进入第一隔槽的同时加入石灰浆液，搅

拌，保持pH值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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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在第二隔槽中加入有机硫化物，使其与Pb2+、Hg2+反应形成难溶的硫化物沉积下

来；

S3：在第三隔槽中加入絮凝剂，并在处理装置出口加入阳离子高分子聚合电解质作为

助凝剂，来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强化颗粒的长大过程，进一步促进氢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沉

淀；

S4：未结垢杂质经污泥泵排到灰浆池，上部净水通过澄清/浓缩池周边的溢流口自流到

净水箱，净水箱设置了监测净水pH值和悬浮物的在线监测仪表，合格后传递给浓缩器；

步骤五：后续处理：利用浓缩器进行浓缩处理，并再配合结晶器进行结晶处理，处理的

传递过程运用泵体结构；

步骤六：检测：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步骤，都需要进行液体检测，以

完善稀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的添加情况。

[0017] 其中，重金属沉降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20％，防垢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

量的10％，处理装置、浓缩器和结晶器的连接端均套接有密封结构。

[0018] 实施例3

一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该方法步骤如

下：

步骤一：水样预处理：对脱硫废水进行收集，对脱硫废水中含有的悬浮物、过饱和的亚

硫酸盐、硫酸盐以及重金属进行预处理；

步骤二：药剂选取：

选取50％氨氮去除剂和46％COD去除剂，配制成25mg/ml的稀释液，稀释液需要保证稀

释液存于密封结构中；

选取45％重金属沉降剂，重金属沉淀Ca（OH）2的加入可提高废水的pH值，使使Fe3+、Zn2

+、Cu2+、Ni2+、Cr3+等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

选取25％防垢剂，配制成55mg/ml的备用液；

步骤三：药剂添加：按照不同投加浓度对应的药剂稀释液毫升数，向处理装置中加入稀

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

处理装置的内壁为碳塑合金，处理装置的内壁夹层中内置加热循环管件，处理装置的

输出端连接浓缩器，浓缩器的输出端连接结晶器；

步骤四：药剂融合：

S1:脱硫废水内置后用磁力搅拌结构搅拌30min后，静置10min，处理装置由三个隔槽组

成，每个隔槽充满后自流进入下个隔槽，在脱硫废水进入第一隔槽的同时加入石灰浆液，搅

拌，保持pH值为8；

S2:在第二隔槽中加入有机硫化物，使其与Pb2+、Hg2+反应形成难溶的硫化物沉积下

来；

S3：在第三隔槽中加入絮凝剂，并在处理装置出口加入阳离子高分子聚合电解质作为

助凝剂，来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强化颗粒的长大过程，进一步促进氢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沉

淀；

S4：未结垢杂质经污泥泵排到灰浆池，上部净水通过澄清/浓缩池周边的溢流口自流到

净水箱，净水箱设置了监测净水pH值和悬浮物的在线监测仪表，合格后传递给浓缩器；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1995151 A

7



步骤五：后续处理：利用浓缩器进行浓缩处理，并再配合结晶器进行结晶处理，处理的

传递过程运用泵体结构；

步骤六：检测：对处理后的废水进行蒸发、浓缩和结晶的步骤，都需要进行液体检测，以

完善稀释液、重金属沉降剂和备用液的添加情况。

[0019] 其中，重金属沉降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量的22％，防垢剂投加量为脱硫废水总

量的15％，处理装置、浓缩器和结晶器的连接端均套接有密封结构。

[0020] 综合以上，该种防结垢及腐蚀的脱硫废水综合利用多效蒸发浓缩结晶处理方法，

在进行脱硫废水的处理过程中使悬浮物逐渐沉淀，且多药剂的添加和药剂融合的处理方式

相互配合，有效的降低了脱硫废水处理中结垢和腐蚀的弊端，配合分步骤的处理方式，并分

段检测，达到综合处理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处理效果，循环稳定性强。

[0021]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参考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然而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

的情况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在

结构冲突，本发明所披露的实施例中的各项特征均可通过任意方式相互结合起来使用，在

本说明书中未对这些组合的情况进行穷举性的描述仅仅是出于省略篇幅和节约资源的考

虑。因此，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

有技术方案。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11995151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