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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公开了一种采用该装置利用

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脱硫废水进絮凝沉淀单元，絮凝后，上

清液进入镁沉淀单元；芒硝进入双极膜单元分解

为氢氧化钠和硫酸，上清液与氢氧化钠溶液混

合，得到氢氧化镁沉淀；氢氧化镁经洗涤脱水；硫

酸与氢氧化镁固体溶解并转化为硫酸镁溶液；硫

酸镁溶液进入蒸发结晶单元，七水硫酸镁的结晶

析出，并经脱水后得到七水硫酸镁产品。还公开

了制取七水硫酸镁的装置，包括絮凝沉淀单元、

镁沉淀单元、镁过滤洗涤单元、双极膜单元、蒸发

结晶单元。本发明实现低运行成本的、能够利用

脱硫废水制取硫酸镁，同时实现脱硫废水主要污

染物的资源化利用并最终实现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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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脱硫废水进絮凝沉淀单元，投加PAC、PAM后，完成沉淀过程，底部污泥输送至脱硫系统

板框压滤机压滤，上清液进入镁沉淀单元；

芒硝进入双极膜单元，在双极膜的作用下芒硝分解为氢氧化钠和硫酸，氢氧化钠输送

至镁沉淀单元，硫酸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

絮凝沉淀单元的上清液与双极膜单元的氢氧化钠溶液在镁沉淀单元混合，控制镁沉淀

单元PH值为11以上，在镁沉淀单元底部形成氢氧化镁沉淀；

镁沉淀单元底部的氢氧化镁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氢氧化镁与脱硫废水的固液分

离，氢氧化镁固体经洗涤去除固体中的离子并进一步脱水；

氢氧化镁固体脱水完毕后，双极膜单元产生的硫酸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氢氧化镁

固体溶解并转化为硫酸镁溶液；

硫酸镁溶液进入蒸发结晶单元，水分的蒸发后七水硫酸镁的结晶析出，并经脱水后得

到七水硫酸镁产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在镁沉淀单元投加PAM。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分解为浓度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浓度10%的硫酸。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6）中，蒸发结晶冷凝液回用至双极膜单元。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采用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装置制取七水硫酸镁，所述装置包括

絮凝沉淀单元、镁沉淀单元、镁过滤洗涤单元、双极膜单元、蒸发结晶单元，所述絮凝沉淀单

元一端连接脱硫废水，另一端连接镁沉淀单元，所述镁沉淀单元连接镁过滤洗涤单元，所述

双极膜单元分别连接没沉淀单元和镁过滤洗涤单元，所述镁过滤洗涤单元连接蒸发结晶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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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脱硫废水零排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

七水硫酸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脱硫废水是火电厂最末端的一股废水，由于含盐量高、腐蚀性强而无法回用。随着

国家环保政策的日益严格，目前大部分新建机组的环评批复都会要求实现废水零排放。现

有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主要有烟气蒸干技术和膜浓缩+蒸发结晶技术，烟气蒸干技术只是

简单的实现了废水中污染物的固化处理，对机组热效率也有较大影响，同时由于增加了烟

气的含湿量导致酸露点升高，对于设置有低低温省煤器的机组运行存在较大的腐蚀风险。

一部分膜浓缩+蒸发结晶技术实现了氯化钠的资源化利用，但由于大部分脱硫废水中含有

较高浓度的镁离子，前段软化需要投加大量的氢氧化钠来沉淀镁离子以防止膜浓缩系统的

污堵，一方面药剂成本巨大，以镁离子浓度5000mg/L的脱硫废水为例，氢氧化钠投加量高达

16.5Kg/m3，同时还产生了约12Kg/m3固废。除镁药剂费用高已经成为制约膜法脱硫废水零

排放技术应用的一个主要因素。

[0003] 镁离子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硫酸镁则被广泛应用于制革、造纸、瓷器等领域，硫酸

镁在农业上用作为肥料，镁是叶绿素的主要成分之一。

[0004] 因此开发一种低运行成本的、能够利用脱硫废水制取硫酸镁的方法对于实现脱硫

废水主要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并最终实现零排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

法，实现低运行成本的、能够利用脱硫废水制取硫酸镁，同时实现脱硫废水主要污染物的资

源化利用并最终实现零排放。

[0006]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装置，包括絮凝沉淀单元、镁沉淀单元、镁

过滤洗涤单元、双极膜单元、蒸发结晶单元，所述絮凝沉淀单元一端连接脱硫废水，另一端

连接镁沉淀单元，所述镁沉淀单元连接镁过滤洗涤单元，所述双极膜单元分别连接没沉淀

单元和镁过滤洗涤单元，所述镁过滤洗涤单元连接蒸发结晶单元。

[0007] 其中，

（1）絮凝沉淀单元，用于去除脱硫废水中的绝大部分悬浮物。

[0008] （2）镁沉淀单元，用于使脱硫废水中的镁离子转化为氢氧化镁并沉淀下来。

[0009] （3）镁过滤洗涤单元，用于过滤并洗涤氢氧化镁固体并使之转化为纯度较高的硫

酸镁溶液。

[0010] （4）双极膜单元，用于以常见工业副产品芒硝为原料，制取装置运行过程所需的氢

氧化钠和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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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5）蒸发结晶单元，用于蒸发镁过滤洗涤单元产生的硫酸镁溶液，得到七水硫酸镁

和回用水。

[0012]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工艺

步骤：

1）脱硫废水进絮凝沉淀单元，投加PAC、PAM后，完成沉淀过程，底部污泥输送至脱硫系

统板框压滤机压滤，上清液进入镁沉淀单元；

2）芒硝进入双极膜单元，在双极膜的作用下芒硝分解为浓度约10%的氢氧化钠和硫酸，

氢氧化钠输送至镁沉淀单元，硫酸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

3）絮凝沉淀单元的上清液与双极膜单元的氢氧化钠溶液在镁沉淀单元混合，控制镁沉

淀单元PH值为11以上，使脱硫废水中的镁离子以氢氧化镁形式析出，在镁沉淀单元底部形

成氢氧化镁。同时在镁沉淀单元投加PAM以加快氢氧化镁的沉淀速度。

[0013] 4）镁沉淀单元底部的氢氧化镁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实现氢氧化镁与脱硫废水

的固液分离，氢氧化镁固体经洗涤去除固体中的离子并进一步脱水。

[0014] 5）氢氧化镁固体脱水完毕后，双极膜单元产生的硫酸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使

氢氧化镁固体溶解并转化为硫酸镁溶液。

[0015] 6）硫酸镁溶液进入蒸发结晶单元，实现水分的蒸发及七水硫酸镁的结晶析出，并

经脱水后得到七水硫酸镁产品。

[0016] 进一步的，所述镁沉淀单元的上清液排入后续处理单元。

[0017] 进一步的，步骤4）中，分解为浓度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浓度10%的硫酸。

[0018] 进一步的，步骤6）中，蒸发结晶冷凝液回用至双极膜单元。

[0019]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所述的利用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装置，以价格低廉且已获得的工业副产

物十水硫酸钠为原料生产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所需的除镁药剂，并将镁离子转化为市场需

求较大的七水硫酸镁产品，降低了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软化预处理段的运行费用，并实现

了主要污染物的资源化利用，减少了固体废弃物的产生。

[0020] 采用双极膜生产除镁所需的氢氧化钠，可通过镁沉淀单元PH值型号对双极膜运行

参数和产能自动调整，以适应脱硫废水来水水质的波动，实现全自动运行，运行维护更简

单。

[0021] 镁沉淀单元由于没有额外引入钙离子，经除镁处理的脱硫废水钙离子浓度低，减

少了脱硫废水零排放系统后续除钙药剂的用量，降低了整个零排放系统的运行费用。

[0022] 用于生产硫酸镁产品的原料为经絮凝沉淀处理的脱硫废水。

[0023] 所用的镁离子沉淀剂为以芒硝为原料，通过双极膜技术生产的氢氧化钠溶液。

[0024] 双极膜生产氢氧化钠产生的副产物硫酸用于与氢氧化镁固体反应，制取高纯度的

硫酸镁溶液。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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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7] 实施例1

一种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装置，包括絮凝沉淀单元、镁沉淀单元、镁

过滤洗涤单元、双极膜单元、蒸发结晶单元，所述絮凝沉淀单元一端连接脱硫废水，另一端

连接镁沉淀单元，所述镁沉淀单元连接镁过滤洗涤单元，所述双极膜单元分别连接没沉淀

单元和镁过滤洗涤单元，所述镁过滤洗涤单元连接蒸发结晶单元。

[0028] 其中，

絮凝沉淀单元，用于去除脱硫废水中的绝大部分悬浮物。

[0029] 镁沉淀单元，用于使脱硫废水中的镁离子转化为氢氧化镁并沉淀下来。

[0030] 镁过滤洗涤单元，用于过滤并洗涤氢氧化镁固体并使之转化为纯度较高的硫酸镁

溶液。

[0031] 双极膜单元，用于以常见工业副产品芒硝为原料，制取装置运行过程所需的氢氧

化钠和硫酸。

[0032] 蒸发结晶单元，用于蒸发镁过滤洗涤单元产生的硫酸镁溶液，得到七水硫酸镁和

回用水。

[0033] 实施例2

采用实施例1的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装置制取七水硫酸镁方法，包

括以下工艺步骤：

第一步，脱硫废水进絮凝沉淀单元，投加PAC、PAM后，完成沉淀过程，底部污泥输送至脱

硫系统板框压滤机压滤，上清液进入镁沉淀单元；

第二步，芒硝进入双极膜单元，在双极膜的作用下芒硝分解为浓度约10%的氢氧化钠和

硫酸，氢氧化钠输送至镁沉淀单元，硫酸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

第三步，絮凝沉淀单元的上清液与双极膜单元的氢氧化钠溶液在镁沉淀单元混合，控

制镁沉淀单元PH值为11以上，使脱硫废水中的镁离子以氢氧化镁形式析出，在镁沉淀单元

底部形成氢氧化镁。同时在镁沉淀单元投加PAM以加快氢氧化镁的沉淀速度。镁沉淀单元的

上清液排入后续处理单元。

[0034] 第四步，镁沉淀单元底部的氢氧化镁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元，实现氢氧化镁与脱

硫废水的固液分离，氢氧化镁固体经洗涤去除固体中的离子并进一步脱水。

[0035] 第五步，氢氧化镁固体脱水完毕后，双极膜单元产生的硫酸输送至镁过滤洗涤单

元，使氢氧化镁固体溶解并转化为硫酸镁溶液。

[0036] 第六步，硫酸镁溶液进入蒸发结晶单元，实现水分的蒸发及七水硫酸镁的结晶析

出，并经脱水后得到七水硫酸镁产品。

[0037] 实施例3

实施例2的利用火电厂脱硫废水制取七水硫酸镁的具体方法如下：

脱硫废水来水镁离子浓度5000mg/L,脱硫废水水量8m3/h,来水经投加PAC、PAM后进入

竖流式沉淀池，停留30分钟后上清液在重力作用下进入镁沉淀单元反应槽。双极膜单元每

小时投加十水硫酸钠528Kg，产生浓度10%的氢氧化钠溶液1.311t/h,浓度10%的硫酸1.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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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双极膜单元产生的氢氧化钠溶液进入镁沉淀单元反应槽，与经絮凝沉淀处理的脱硫废水

充分混合后进入沉淀池使产生的氢氧化镁固体沉降下来，氢氧化镁固体量135Kg/h，沉淀池

停留时间30分钟，沉淀池底部含水率约60%的混合物重力流进入溶液过滤机，经洗涤后脱

水。经脱水的氢氧化镁固体进入反应器与双极膜单元来的10%硫酸溶液混合反应，产生浓度

约11%的硫酸镁溶液1.735t/h进入MVR蒸发结晶单元，制取七水硫酸镁晶体约403Kg/h,蒸发

结晶冷凝液回用至双极膜单元。

[0038]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实施方式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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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0386710 A

6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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