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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

方法及系统，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在废水中

加入氨水生成氢氧化铝，并回收氢氧化铝；除氢

氧化铝后的滤液蒸发脱氨并回收硫酸铵；向酸化

釜投加所述氢氧化铝，再加入浓硫酸酸化得到硫

酸铝；将所述硫酸铝作为原料合成三乙膦酸铝。

所述系统，包括氢氧化铝回收系统、硫酸铵回收

系统、硫酸铝制备系统、三乙磷酸铝制备系统。本

发明的三乙膦酸铝生产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方

法及系统实现废水的资源化利用，达到零排放目

的，充分利用热源，具有较高的经济及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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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废水的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在废水中加入氨水生成氢氧化铝，并压滤分离、回收氢氧化铝；

2）除氢氧化铝后的滤液蒸发脱氨并回收硫酸铵，蒸出水回用于车间；

3）向酸化釜投加所述氢氧化铝，再加入浓硫酸进行酸化得到硫酸铝；

4）将所述硫酸铝作为原料合成三乙膦酸铝；

所述步骤1）进一步包括，

将母液废水收集到集液槽，然后泵入反应釜中，在所述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入11-12%

氨水调节废水pH=6-7，反应生成氢氧化铝及硫酸铵；

所述反应釜中，上清液经溢流去硫酸铵母液槽；含氢氧化铝及硫酸铵的固液混合物进

入反应母液槽，后经泵打入隔膜压滤机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出的氢氧化铝泥经刮板输送机

送入酸化釜；

压滤后含硫酸铵滤液进入所述硫酸铵母液槽以回收硫酸铵；

所述步骤2）进一步包括，

将所述硫酸铵母液槽中硫酸铵母液泵入硫酸铵回收系统，在真空状态下，经过四效蒸

发器蒸发得到过饱和硫酸铵溶液；

所述硫酸铵溶液进入结晶釜结晶，再经离心机分离后得到固体硫酸铵，冷凝水回用于

车间；

回收含量95%以上硫酸铵作为副产品包装出售；蒸出水COD≤800mg/l，NH3-N≤100mg/l

回用于车间；

所述步骤3）进一步包括，

含水量为50%的氢氧化铝湿品经所述刮板输送机送入酸化釜中，按照98%浓硫酸与氢氧

化铝摩尔比为3:2的量缓慢加入浓硫酸并不断搅拌；

氢氧化铝反应完全后，静置降温至10℃，结晶析出硫酸铝，经硫酸铝抽滤槽抽滤后得到

含水量为50%的硫酸铝湿品；

抽滤液经缓冲罐后进入回收硫酸罐，并泵入所述酸化釜回用；

所述步骤4）进一步包括，

在合成釜中加入酸度为1.4-1.5、含量为85-86%，比重为1.08-1.09的二乙基亚磷酸酯，

按照氨水与二乙亚磷酸酯摩尔比为1.1量滴加氨水，过程温度控制在5-30℃，保持pH=9；

反应均匀后加入盐酸调节pH=5-6后一次性投入与二乙基亚磷酸酯摩尔比为1.1、含水

量为50%的硫酸铝湿品，升温至75℃反应2-3小时，同时回收乙醇；

反应结束后冷却、经产品抽滤槽抽滤、洗涤后进入干燥系统干燥得到含量≧95%乙膦铝

产品，抽滤的母液回至所述集液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采用预热釜进行滤液蒸发脱

氨，所述预热釜的热源是四效蒸发器的出水，一次蒸汽作为一效蒸发器的热源，经一效分离

器分离出的二次蒸汽作为二效蒸发器的热源，二效分离器分离出的三次蒸汽作为三效蒸发

器的热源，三效分离器分离出的四次蒸汽作为四效蒸发器的热源，四效分离器分离出的五

次蒸汽经板式冷凝器冷凝后回用。

3.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废水的治理装置，用于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对三乙

膦酸铝生产废水进行治理，其特征在于，包括：氢氧化铝回收装置、硫酸铵回收装置、硫酸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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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装置、三乙磷酸铝制备装置，其中，

所述氢氧化铝回收装置，其包括，车间集液槽、反应釜、反应母液槽、隔膜压滤机、刮板

输送机；所述反应釜用于在废水中加入氨水生成氢氧化铝；所述隔膜压滤机用于分离氢氧

化铝固体和硫酸铵母液；所述刮板输送机用于将氢氧化铝送入酸化釜中；

所述硫酸铵回收装置，其包括硫酸铵母液槽、预热釜、一次预热器、三效蒸发器、三效分

离器、四效蒸发器、四效分离器、二次预热器、一效蒸发器、一效分离器、二效蒸发器、二效分

离器、结晶釜、硫酸铵离心机、板式冷凝器；用于通过四效蒸发回收硫酸铵母液中的硫酸铵；

所述硫酸铝制备装置，其包括酸化釜、石墨冷凝器、硫酸铝抽滤槽、缓冲罐和回收硫酸

罐；所述酸化釜用于酸化氢氧化铝以产生硫酸铝；所述石墨冷凝器用于冷凝水蒸气；所述硫

酸铝抽滤槽用于抽滤得到硫酸铝湿品；所述缓冲罐和所述回收硫酸罐用于回收硫酸；

所述三乙磷酸铝制备装置，其包括合成釜、产品抽滤槽，干燥系统；所述合成釜用于使

用硫酸铝为原料制备三乙膦酸铝；所述产品抽滤槽、所述干燥系统用于收集和干燥三乙磷

酸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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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乙膦酸铝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含铝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的

方法。采用加氨水沉淀铝、蒸发回收硫酸铵、铝用于产品合成工艺、蒸出水用于车间配水，对

废水进行资源化利用，属于废水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CN  102249474  A(三乙膦酸铝原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硫胺废水的处理方法)

中介绍：在废水中加入氨水，经陶瓷膜过滤出氢氧化铝并干燥用于三乙膦酸铝可湿粉剂的

填充料，滤液经三效蒸发回收硫酸铵作为副产品出售，蒸出水经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反应

方程式为：Al2(SO4)3+6NH4OH→3(NH4)2SO4+2Al(OH)3↓；此法局限性体现在：1)氢氧化铝为两

性氢氧化物，为胶状沉淀，应用陶瓷膜过滤易产生堵塞问题；2)干燥过程中氢氧化铝受热分

解为氧化铝和水，产生不确定的混合组分，可能会对可湿粉剂质量带来一定影响，且干燥为

耗能过程；3)回收硫酸铵后的蒸出水及干燥氢氧化铝的冷凝水需要进入生化处理后达标排

放，未能实现废水零排放。

[0003] 专利CN  101070176  A(一种利用氢氧化铝污泥生产硫酸铝的方法)中介绍：在氢氧

化铝泥中加入硫酸反应生成硫酸铝，再经浓缩、结晶、粉碎为固体硫酸铝并用于废水处理的

方法，反应方程式为：3H2SO4+2Al(OH)3→Al2(SO4)3+6H2O。此法局限性体现在：1)系统为放热

反应，在反应池中进行，先加酸再加氢氧化铝泥易发生酸的喷溅，存在安全隐患，且在池中

存在搅拌不均匀、反应死角的问题；2)反应生成的硫酸铝经浓缩结晶、粉碎后用于废水处

理，虽属于废物再利用但过程耗能且无经济效益，粉碎过程易产生粉尘，对环境仍有危害。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

含铝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的方法，实现氨及铝的资源化利用，生产硫酸铵作为副产品出售，

回收氢氧化铝经酸化后得到硫酸铝并用于合成乙膦铝产品，蒸出水回用于车间配水，不产

生二次污染，具有良好的经济及环境效益。

[0005] 三乙膦酸铝生产过程中产生废水的CODcr＝18000mg/l、NH3-N＝15000mg/l，废水

主要成分有(NH4)2SO4(25％)、Al2(SO4)3(8％)及少量产品(1％)。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为：三乙膦酸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含铝废水资源化综合治

理的方法及系统：

[0007] 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在废水中加入氨水生成氢氧化铝，并回收氢氧化铝；

[0009] 2)除氢氧化铝后的滤液蒸发脱氨并回收硫酸铵；

[0010] 3)向酸化釜投加所述氢氧化铝，再加入浓硫酸酸化得到硫酸铝；

[0011] 4)将所述硫酸铝作为原料合成三乙膦酸铝。

[0012] 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系统，包括：氢氧化铝回收系统、硫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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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系统、硫酸铝制备系统、三乙磷酸铝制备系统。

[0013] 氢氧化铝回收系统，其包括车间集液槽、反应釜、反应母液槽、隔膜压滤机、刮板输

送机；其中反应釜用于在废水中加入氨水生成氢氧化铝；隔膜压滤机用于分离氢氧化铝固

体和硫酸铵母液，刮板输送机用于将氢氧化铝送入酸化釜中。

[0014] 硫酸铵回收系统，其包括硫酸铵母液槽、预热釜、一次预热器、三效蒸发器、三效分

离器、四效蒸发器、四效分离器、二次预热器、一效蒸发器、一效分离器、二效蒸发器、二效分

离器、结晶釜、硫酸铵离心机、板式冷凝器；用于通过四效蒸发回收硫酸铵母液中的硫酸铵。

[0015] 硫酸铝制备系统，其包括酸化釜、石墨冷凝器、硫酸铝抽滤槽、缓冲罐和回收硫酸

罐；其中酸化釜用于酸化氢氧化铝以产生硫酸铝，石墨冷凝器用于冷凝水蒸气，硫酸铝抽滤

槽用于抽滤得到硫酸铝湿品，缓冲罐和回收硫酸罐用于回收硫酸。

[0016] 三乙磷酸铝制备系统，其包括合成釜、产品抽滤槽，干燥系统；其中合成釜用于使

用硫酸铝为原料制备三乙膦酸铝，产品抽滤槽，干燥系统用于收集和干燥三乙磷酸铝产品。

[0017] 本发明的三乙膦酸铝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方法及系统，具有如下的技术效果：

[0018] 1)采用氨水调节废水pH，压滤回收生成的氢氧化铝，并经酸化生产硫酸铝回用于

产品合成，实现了整个系统铝的循环利用。相较于其他处理工艺：

[0019] 1)氢氧化铝干燥用于加工可湿粉，2)氢氧化铝酸化生产硫酸铝再干燥用于废水处

理，此方案更节能，更环保，且经济效益更显著。

[0020] 2)除铝后废水蒸发回收硫酸铵，得到含量≥95％硫酸铵作为副产品包装出售，蒸

汽冷凝水回用于车间，蒸出水一部分用于配置氨水，另一部分作为车间尾气吸收塔配水。相

较于其他工艺：回收硫酸铵的蒸出水排入生化系统处理后排放，此方案实现了废水循环利

用、零排放的目的，且充分利用热量，有效节约能源。

[0021] 3氢氧化铝酸化回收硫酸铝系统在酸化釜中进行，先定量投入氢氧化铝，然后根据

摩尔比缓慢加入浓硫酸并不断搅拌，反应放出的热量通过石墨冷凝器冷凝回流。相较于其

他工艺：酸化反应在反应池中进行，先加酸再投氢氧化铝，此方案更安全，反应更均匀彻底，

对四周环境影响更小。

[0022] 综上，本发明提供一种三乙膦酸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含铝废水资源化综合

治理的方法，实现氨及铝的资源化利用，生产硫酸铵作为副产品出售，回收氢氧化铝经酸化

后得到硫酸铝并用于合成三乙膦酸铝产品，蒸出水回用于车间配水，有效解决了现有处理

技术处理不稳定、高耗能、产生二次污染、存在安全隐患且无法实现零排放的不足，具有良

好的经济及环境效益。

[0023] 以废水量440吨/天计，氢氧化铝产生量5吨/天(含水量60％)计，处理成本为

1037.8万元/年，回收硫酸铵副产2940吨/年，合成乙膦铝产品483吨/年，实现经济效益99.2

万元/年。综合效益分析如表1所示。

[0024] 表1综合效益分析

[0025]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6967114 B

5



[0026]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根据本发明的三乙膦酸铝废水综合治理方法流程图。

[0028] 图2为根据本发明的三乙膦酸铝废水综合治理系统结构图。

[0029] 图中，1为车间集液槽、2为氢氧化铝反应釜、3为反应母液槽、4为隔膜压滤机、5为

氢氧化铝酸化釜、6为石墨冷凝器、7为硫酸铝抽滤槽、8为缓冲罐、9为回收硫酸罐、10为硫酸

铵母液槽、11为预热釜、12为一次预热器、13为三效蒸发器、14为三效分离器、15为四效蒸发

器、16为四效分离器、17为二次预热器、18为一效蒸发器、19为一效分离器、20为二效蒸发

器、21为二效分离器、22为结晶釜、23为硫酸铵离心机、24为合成釜、25为产品抽滤槽、26为

干燥系统、27为板式冷凝器、28为刮板输送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图1及图2对本发明的方法做出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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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三乙膦酸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氨、含铝废水资源化综合治理的方法，步骤为：

[0032] 第一步，车间产品母液废水经收集进入车间集液槽1，然后泵入反应釜2中，在反应

釜2中边搅拌边加入11-12％氨水调节废水pH＝6-7，反应生成氢氧化铝及硫酸铵。反应方程

式如下：

[0033] Al2(SO4)3+6NH4OH→3(NH4)2SO4+2Al(OH)3↓

[0034] 在反应釜2中有部分上清液经溢流去硫酸铵母液槽10，含氢氧化铝及硫酸铵的固

液混合物进入反应母液槽3，后经泵打入隔膜压滤机4进行固液分离，压滤出的氢氧化铝泥

经刮板28输送机送入酸化釜5，压滤后含硫酸铵滤液与反应釜2中的上清液一样进入硫酸铵

母液槽10以回收硫酸铵。

[0035] 第二步，除铝后废水蒸发脱氨并回收硫酸铵：硫酸铵母液槽10中硫酸铵母液泵入

硫酸铵回收系统，在真空状态下，经过一、二、三效蒸发器蒸发得到过饱和硫酸铵溶液，硫酸

铵溶液进入结晶釜结晶，再经离心机分离后得到固体硫酸铵，冷凝水回用于车间。回收含量

95％以上硫酸铵作为副产品包装出售，蒸出水COD≤800mg/l，NH3-N≤100mg/l，也回用于车

间。具体方法是：硫酸铵母液首先进入预热釜11，在预热釜11中与来自四效蒸发器15的出水

进行换热(蒸出水余热利用，出水回用于车间)，再泵入预热器12中，预热后的气液混合物进

入三效蒸发器13，经三效蒸发器13浓缩后的硫酸铵母液进入三效分离器14，三效分离器14

母液泵入四效蒸发器15，四效蒸发器15母液回到四效分离器16，四效分离器16母液泵入预

热器17，经预热后的气液混合物进入一效分离器19，分离后的母液一部分回到一效蒸发器

18，一部分泵入二效分离器21，在二效分离器21中母液一部分泵入二效蒸发器20，检验饱和

后泵入结晶釜22，二效蒸发器20出水一部分回到二效分离器21，一部分泵入预热器12进入

下一循环。结晶釜22出料经硫酸铵离心机23分离后得到硫酸铵副产品，母液泵入一效分离

器19，回至系统套蒸。新蒸汽进入一效蒸发器18，经一效分离器分离19出的二次蒸汽用于二

效蒸发器20，经二效分离器21分离出的三次蒸汽用于三效蒸发器13，经三效分离器14分离

出的四次蒸汽用于四效蒸发器15，经四效分离器16分离出的五次蒸汽经板式冷凝器27冷凝

后回用于车间。

[0036] 第三步，氢氧化铝酸化回收硫酸铝：第一步经隔膜压滤机4压滤出的氢氧化铝经刮

板28输送机定量输送入酸化釜中，氢氧化铝为湿品(含水量50％计)，然后按照浓硫酸

(98％)与氢氧化铝摩尔比为3∶2的量缓慢加入浓硫酸并不断搅拌，反应过程放出热量，酸化

釜加装石墨冷凝器用于冷凝水蒸气。待氢氧化铝反应完全后，静置降温至10℃，结晶析出硫

酸铝，经硫酸铝抽滤槽7抽滤后得到硫酸铝湿品(含水量50％)用于第四步合成乙膦铝，抽滤

液经缓冲罐8后进入回收硫酸罐9，并泵入酸化釜5回用。主要反应式如下：

[0037] 3H2SO4+2Al(OH)3+12H2O→Al2(SO4)3·18H2O

[0038] 第四步，应用硫酸铝合成乙膦铝：在合成釜24中加入二乙基亚磷酸酯(酸度1.4-

1.5，含量85-86％，比重1.08-1.09)，按照氨水与亚磷酸酯摩尔比为1.1量滴加氨水，过程温

度控制在5-30℃，保持pH＝9，反应均匀后加入盐酸调节pH＝5-6后一次性投入硫酸铝(与二

乙基亚磷酸酯摩尔比为1.1)，升温至75℃反应2-3小时，同时回收乙醇，反应结束后冷却、经

产品抽滤槽25抽滤、洗涤后进入干燥系统26干燥得到含量≥95％乙膦铝产品。抽滤母液回

至车间集液槽1。

[0039] 主要反应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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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整个过程实现废水零排放，废水中有用组分全部实现资源化，且有效的节约能源，

达到环境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0042] 图2为三乙膦酸铝废水综合治理系统结构图，如图2所示，本发明的三乙膦酸铝废

水综合治理系统，包括车间集液槽1、氢氧化铝反应釜2、反应母液槽3、隔膜压滤机4、氢氧化

铝酸化釜5、石墨冷凝器6、硫酸铝抽滤槽7、缓冲罐8、回收硫酸罐9、硫酸铵母液槽10、预热釜

11、一次预热器12、三效蒸发器13、三效分离器14、四效蒸发器15、四效分离器16、二次预热

器17、一效蒸发器18、一效分离器19、二效蒸发器20、二效分离器21、结晶釜22、硫酸铵离心

机23、合成釜24、产品抽滤槽25、干燥系统26、板式冷凝器27、刮板输送机28。

[0043] 氢氧化铝回收系统，其包括车间集液槽1、氢氧化铝反应釜2、反应母液槽3、隔膜压

滤机4、刮板输送机28；其中反应釜2用于在废水中加入氨水生成氢氧化铝，隔膜压滤机4用

于分离氢氧化铝固体和硫酸铵母液，刮板输送机28用于将氢氧化铝送入氢氧化铝酸化釜5

中。

[0044] 硫酸铵回收系统，其包括硫酸铵母液槽10、预热釜11、一次预热器12、三效蒸发器

13、三效分离器14、四效蒸发器15、四效分离器16、二次预热器17、一效蒸发器18、一效分离

器19、二效蒸发器20、二效分离器21、结晶釜22、硫酸铵离心机23、板式冷凝器27；用于通过

四效蒸发回收硫酸铵母液中的硫酸铵。

[0045] 硫酸铝制备系统，其包括氢氧化铝酸化釜5、石墨冷凝器6、硫酸铝抽滤槽7、缓冲罐

8、回收硫酸罐9；其中氢氧化铝酸化釜5用于酸化氢氧化铝以产生硫酸铝，石墨冷凝器6用于

冷凝水蒸气，硫酸铝抽滤槽7用于抽滤得到硫酸铝湿品，缓冲罐8和回收硫酸罐9用于回收硫

酸。

[0046] 三乙膦酸铝制备系统，其包括合成釜24、产品抽滤槽25、干燥系统26；其中合成釜

24用于使用硫酸铝为原料制备乙膦酸铝，产品抽滤槽25、干燥系统26用于收集和干燥三乙

膦酸铝产品。

[0047] 反应釜2与车间集液槽1通过泵连接，反应釜2与硫酸铵母液槽10连接用于反应釜2

中的部分上清液经溢流去硫酸铵母液槽10。反应釜2与反应母液槽3连接以使含氢氧化铝及

硫酸铵的固液混合物进入反应母液槽3，然后经泵连接到隔膜压滤机4进行固液分离，压滤

出的氢氧化铝泥经刮板28输送机送入氢氧化铝酸化釜5，压滤后含硫酸铵滤液进入硫酸铵

母液槽10以回收硫酸铵。

[0048] 硫酸铵母液槽10中硫酸铵母液首先进入预热釜11，在预热釜11中与来自四效蒸发

器15的出水进行换热，再泵入预热器12中，预热后的气液混合物进入三效蒸发器13，经三效

蒸发器13浓缩后的硫酸铵母液进入三效分离器14，三效分离器14母液泵入四效蒸发器15，

四效蒸发器15母液回到四效分离器16，四效分离器16母液泵入预热器17，经预热后的气液

混合物进入一效分离器19，分离后的母液一部分回到一效蒸发器18，一部分泵入二效分离

器21，在二效分离器21中母液一部分泵入二效蒸发器20，检验饱和后泵入结晶釜22，二效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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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器20出水一部分回到二效分离器21，一部分泵入预热器12进入下一循环。结晶釜22出料

经硫酸铵离心机23分离后得到硫酸铵副产，母液泵入一效分离器19，回至系统套蒸。新蒸汽

进入一效蒸发器18，经-一效分离器19分离出的二次蒸汽用于二效蒸发器20，经-二效分离

器21分离出的三次蒸汽用于三效蒸发器13，经三效分离器14分离出的四次蒸汽用于四效蒸

发器15，经四效分离器16分离出的五次蒸汽经板式冷凝器27冷凝后回用于车间。

[0049] 氢氧化铝酸化釜5中反应液经硫酸铝抽滤槽7抽滤后得到硫酸铝湿品送入合成釜

24，抽滤液经缓冲罐8后进入回收硫酸罐9，并泵入氢氧化铝酸化釜5回用。

[0050] 在合成釜24的产品经产品抽滤槽25抽滤、洗涤后进入干燥系统26干燥得到乙膦铝

产品。产品抽滤槽25底部与车间集液槽连接1。

[0051]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

于限制本发明，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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