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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S1、将经去除不溶物杂质处理的废硫

酸溶液进行纳滤分离产生纳滤浓液和纳滤滤液；

S2、将纳滤滤液进行分酸电渗析处理，在分酸电

渗析器的浓液室得到净化硫酸溶液，在分酸电渗

析器的淡液室得到含少量酸的钠盐溶液；S3、将

净化硫酸溶液进行酸浓缩电渗析处理，在酸浓缩

电渗析器的浓液室得到净化高浓度硫酸，在酸浓

缩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低浓度硫酸。其中，纳

滤浓液可用于有色金属回收，分酸电渗析得到的

含酸钠盐可作为分酸电渗析器极液或清洗超滤/

纳滤装置。该方法有效解决了废硫酸溶液排放污

染问题，并提高硫酸和有色金属资源的利用率，

杂质去除率高、处理成本低、操作简单、运行稳

定、安全环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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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经去除不溶物杂质处理的废硫酸溶液进行纳滤分离，产生纳滤浓液和纳滤滤液；

S2、将所述纳滤滤液采用分酸电渗析器进行分酸电渗析处理，在分酸电渗析器的浓液

室得到净化硫酸溶液，在分酸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含少量酸的钠盐溶液；

S3、将净化硫酸溶液采用酸浓缩电渗析器进行酸浓缩电渗析处理，在酸浓缩电渗析器

的浓液室得到净化高浓度硫酸，在酸浓缩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低浓度硫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去除不溶物杂质处理

的方法为：将废硫酸溶液进行超滤处理，然后将超滤渗透液进行S1的纳滤分离。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超滤采用过滤孔径为2‑

50nm的陶瓷超滤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S1中，所述纳滤分离中采

用耐酸纳滤膜，纳滤滤液管为氯化聚氯乙烯材质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S2中，所述分酸电渗析器

的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6.5‑99.5%，膜电阻为1.5‑

4.5Ω·cm2，电流密度为150‑400A/m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S3中，所述酸浓缩电渗析

器采用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7‑99%，膜电阻为1‑3Ω·cm2，电流密度

为250‑550  A/m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S1中，经纳滤处理后得到的纳滤浓液直接用于有色金属的回收；

S2中，纳滤滤液经分酸电渗析处理后得到含少量酸的钠盐，用于S2中分酸电渗析器的

极液的更换，或用于超滤/纳滤装置的清洗；

S3中，酸浓缩电渗析处理得到的低浓度硫酸作为酸接收液回用到分酸电渗析器的分酸

电渗析器的浓液室中。

8.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超滤装置、纳滤装置、分酸电渗析器和

酸浓缩电渗析器；

其中，所述超滤装置的滤液侧连接所述纳滤装置，所述纳滤装置的滤液侧连接所述分

酸电渗析器；所述分酸电渗析器包含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和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所述分

酸电渗析器浓液室连接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所述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输出含少量酸的钠

盐溶液；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包含酸浓缩电渗析器浓液室和酸浓缩电渗析器淡液室，所述

酸浓缩电渗析器浓液室输出净化高浓度硫酸，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淡液室连接分酸电渗析

器浓液室。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均采用管道或泵

及管道的组合实现。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废硫酸净化回用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超滤装置采用过滤孔径为2‑50  nm的陶瓷超滤膜；所述纳滤装置采用耐酸纳滤膜，

纳滤滤液罐管为氯化聚氯乙烯；

所述分酸电渗析器的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

96.5‑99.5%，膜电阻为1.5‑4.5 Ω·cm2，电流密度为150‑400  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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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采用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7‑99%，膜电阻

为1‑3 Ω·cm2，电流密度为250‑550  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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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酸回收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在金属冶炼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硫酸进行精矿浸出、表面清洗、电解沉积

等处理，因此会产生大量含金属离子的废硫酸溶液，如果不对废硫酸进行处理直接将其排

放，不仅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危害，而且浪费硫酸和有色金属资源。因此，开发高效节能

环保的废硫酸处理技术，提高废硫酸回收利用率，对我国工业的绿色清洁生产具有重要意

义。

[0003] 目前，冶炼工业生产中废硫酸溶液大部分通过中和处理后达标排放，少部分进行

综合处理后回用。而通过净化技术回收废硫酸的方法多采用高温净化工艺，这种方法处理

过程复杂繁琐、设备要求苛刻、投资大、安全稳定性差。近年来有报道在常温或非高温下净

化回收废硫酸，主要通过过滤萃取或硫化剂除杂后分离硫酸，但是固液分离效果欠佳、萃取

剂消耗大或固废产生较多、杂质去除率低、分离得到的硫酸浓度纯度低不能直接回用。因

此，现有技术的废硫酸处理回用工艺，还存在解决净化效果不佳、设备性能稳定性差、硫酸

回收率较低、运行成本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和系统，用

于解决废硫酸溶液排放污染问题并提高硫酸和有色金属资源的利用率。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

[0008]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步骤如下：

[0009] S1、将经去除不溶物杂质处理的废硫酸溶液进行纳滤分离，产生纳滤浓液和纳滤

滤液；

[0010] S2、将所述纳滤滤液采用分酸电渗析器进行分酸电渗析处理，在分酸电渗析器的

浓液室得到净化硫酸溶液，在分酸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含少量酸的钠盐溶液；

[0011] S3、将净化硫酸溶液采用酸浓缩电渗析器进行酸浓缩电渗析处理，在酸浓缩电渗

析器的浓液室得到净化高浓度硫酸，在酸浓缩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低浓度硫酸。

[0012] 优选地，所述去除不溶物杂质处理的方法为：将废硫酸溶液进行超滤处理，然后将

超滤渗透液进行S1的纳滤分离。优选地，超滤采用过滤孔径为2‑50nm的陶瓷超滤膜。

[0013] 废硫酸溶液经过超滤处理后，其中所含的不溶物（包含悬浮物等）杂质被截留去

除，以降低纳滤运行污堵风险。

[0014] 优选地，S1中，所述纳滤分离中采用耐酸纳滤膜，纳滤滤液管为氯化聚氯乙烯材质

制成。选择上述纳滤膜可以有效脱除废硫酸溶液中金属离子，并保证纳滤设备的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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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0015] 优选地，S2中，所述分酸电渗析器的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

选择透过率为96.5‑99.5%，膜电阻为1.5‑4.5Ω·cm2，电流密度为150‑400A/m2。

[0016] 选择上述的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可以有效分离出硫酸（得到净化硫酸）；若其

选择透过率过小将导致难以保证硫酸的净化品质，其膜电阻过大会降低电流效率并导致运

行成本加大；若其选择透过率过大或膜电阻过小则都会使设备投资成本大幅升高致单位成

本经济效益偏低；当电流密度过小时会导致酸分离效果差且处理慢，而电流密度过大会对

离子交换膜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0017] 优选地，S3中，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采用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

为97‑99%，膜电阻为1‑3Ω·cm2，电流密度为250‑550  A/m2。

[0018] 选择上述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可以高效低成本地浓缩硫酸溶液，其选择透

过率过小会降低浓缩效率使处理效果变差，其膜电阻过大会增加运行能耗；而膜选择透过

性过大或膜电阻过小不仅导致设备投入大幅上升而且还会使运行稳定性变差；电流密度过

小会导致酸浓缩效率低或无法达到预期酸浓度，而电流密度过大会对离子交换膜造成不可

逆的损坏。

[0019] 优选地，S1中，经纳滤处理后得到的纳滤浓液直接用于有色金属的回收。

[0020] 优选地，S2中，纳滤滤液经分酸电渗析处理后得到含少量酸的钠盐（淡液室产出），

可用于S2中分酸电渗析器的极液的更换或用于超滤/纳滤装置的清洗。

[0021] 优选地，S3中，酸浓缩电渗析处理得到的低浓度硫酸作为酸接收液回用到分酸电

渗析器的分酸电渗析器的浓液室中。

[0022]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废硫酸净化回用系统，其包括：超滤装置、纳滤装置、分

酸电渗析器和酸浓缩电渗析器；

[0023] 其中，所述超滤装置的滤液侧连接所述纳滤装置，所述纳滤装置的滤液侧连接所

述分酸电渗析器；所述分酸电渗析器包含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和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所

述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连接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所述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输出含少量酸

的钠盐溶液；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包含酸浓缩电渗析器浓液室和酸浓缩电渗析器淡液室，

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浓液室输出净化高浓度硫酸，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器淡液室连接分酸电

渗析器浓液室。

[0024] 根据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所述连接均采用管道或泵及管道的组合实现。

[0025] 根据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所述超滤采用过滤孔径为2‑50  nm的陶瓷超滤膜；所述

纳滤分离中采用耐酸纳滤膜，纳滤滤液罐管为氯化聚氯乙烯；所述分酸电渗析处理中阳离

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6 .5‑99 .5%，膜电阻为1.5‑4 .5 

Ω·cm2，电流密度为150‑400  A/m2；所述酸浓缩电渗析处理中采用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

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7‑99%，膜电阻为1‑3 Ω·cm2，电流密度为250‑550  A/m2。

[0026] （三）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本发明通过超滤、纳滤、分酸电渗析和酸浓缩电渗析对废硫酸溶液进行净化提纯

和浓缩处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除杂药剂消耗大、固废产生多、杂质去除率低、硫酸浓度

纯度低不能直接回用、安全稳定性差等问题。该方法不仅达到净化回用废硫酸的目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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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得到的含金属离子溶液和酸性钠盐溶液也可以回收利用，进一步减少废液的排放量，

实现硫酸和有色金属循环利用。该废硫酸净化回用系统处理效率高、净化硫酸品质好、硫酸

回用率高、工艺流程简单、运行成本低、安全稳定性强。

[0029] 当废硫酸溶液中硫酸含量为2‑6%时，采用本发明方法处理后可得到浓度约18‑23%

的净化硫酸，可直接回用于金属冶炼工艺，杂质去除率达95.5%以上，硫酸回收率达93.5%以

上；同时，处理得到的含金属离子溶液可用于有色金属回收，含少量酸钠盐可用于分酸电渗

析器的极液的更换或超滤/纳滤装置的清洗，大幅减少废液的排放，实现废硫酸溶液资源化

循环利用。

[0030] 其中，纳滤浓液可直接用于有色金属回收，分酸电渗析得到的含酸钠盐可用于分

酸电渗析器极液的更换和超滤/纳滤装置的清洗，而酸浓缩电渗析器产生的低浓缩硫酸可

以作为分酸电渗析器的酸接收液，回输到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由此可见，本发明的方案几

乎不涉及含硫酸、含盐废水的排放，工艺具有高度环保性。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示例的废硫酸溶液的净化回用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示例的废硫酸溶液的净化回用系统的组成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示例的分酸电渗析分离纯净硫酸溶液的原理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示例的酸浓缩电渗析制备浓缩纯净硫酸溶液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作详细描述。

[0036] 本发明的方案主要是通过纳滤从废硫酸溶液中分离出金属离子，并将得到的纳滤

滤液采用分酸电渗析器进一步提纯硫酸，再进行酸浓缩电渗析处理得到高浓度净化硫酸，

有效提高杂质去除率和硫酸回收率。

[0037]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发明的示例性实

施例。

[0038]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示例的废硫酸溶液的净化回用方法的流程示意图，该流程具

体如下：

[0039] 先将废硫酸溶液使用孔径为2‑50nm的陶瓷超滤膜进行超滤处理，以去除废硫酸溶

液中的不溶性杂质包括不溶性的悬浮物等，以减少纳滤运行污堵风险。超滤滤液进行纳滤，

纳滤采用耐酸纳滤膜，纳滤滤液管为氯化聚氯乙烯材质制成。在纳滤过程中，氢离子和一价

金属离子（如钠离子）等可透过纳滤膜，而铜离子、镍离子等二价或多价有色金属因水合离

子半径较大，不能透过纳滤膜而被截留。故纳滤浓液为铜或镍或其他有色金属离子的硫酸

盐溶液，而纳滤滤液为硫酸和硫酸钠溶液。产生的纳滤浓液含有较高浓度的金属离子，可供

回收其中的金属元素。纳滤滤液进一步采用分酸电渗析器进行分酸电渗析处理，分酸电渗

析器的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在分酸电渗析器的浓液室得到净化硫

酸溶液，在分酸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含少量酸的钠盐溶液。因此，在分酸电渗析过程中实

现了将硫酸和硫酸钠分离。其中，含少量酸的钠盐溶液可以作为极液，套用到分酸电渗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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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极室或阳极室；或者作为纳滤膜或超滤膜的冲洗液。该净化硫酸溶液进一步采用酸浓

缩电渗析器进行酸浓缩处理，以提高净化硫酸溶液浓度，使其达到工艺使用要求，在本发明

中，净化硫酸溶液的浓度可以达到18‑23%。在酸浓缩电渗析器的浓液室得到净化高浓度硫

酸，而在酸浓缩电渗析器的淡液室得到低浓度硫酸，该低浓度硫酸可以作为分酸电渗析器

的酸接收液，用于制备高浓度硫酸溶液。

[0040] 其中，分酸电渗析使用的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

率为96.5‑99.5%，膜电阻为1.5‑4.5Ω·cm2，电流密度为150‑400A/m2。

[0041] 其中，酸浓缩电渗析使用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7‑99%，膜电

阻为1‑3Ω·cm2，电流密度为250‑550  A/m2。

[0042] 如图2所示，为本发明示例的废硫酸溶液的净化回用系统的组成示意图。该系统包

括：超滤装置11、纳滤装置12、分酸电渗析器13和酸浓缩电渗析器14。其中，超滤装置11的滤

液侧连接纳滤装置12，纳滤装置12的滤液侧121连接分酸电渗析器13，浓液侧122输出二价

或多价金属离子溶液。分酸电渗析器13包含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131和分酸电渗析器淡液

室132，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131连接酸浓缩电渗析器14，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132输出含少

量酸的钠盐溶液。酸浓缩电渗析器14包含酸浓缩电渗析器浓液室141和酸浓缩电渗析器淡

液室142，酸浓缩电渗析器浓液室141输出净化高浓度硫酸，酸浓缩电渗析器淡液室142连接

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131，用于向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131补给酸接收液。上述连接均采用

管道或泵及管道的组合实现。

[0043]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分酸电渗析器13的工作原理图。向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132

中输入上一步骤得到的纳滤滤液，分酸电渗析器浓液室131中输入酸接收液（可使用酸浓缩

电渗析器14淡液室142产出的低浓缩硫酸）。分酸电渗析器13还包括阳极31和阴极32以及布

置在阳极31与阴极32之间的若干个选择性离子交换膜。符号下标“+”为阴离子交换膜，符号

下标“‑”为阳离子交换膜。在本发明中，阳离子交换膜为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其特点

是允许H+透过而不允许Na+透过。阳极31连接外加电源正极，阴极32连接外加电源负极。在电

场作用下，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132中硫酸根离子透过一侧的阴离子交换膜进入浓液室131

中，另一侧的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132中氢离子透过一侧的阳离子交换膜亦进入浓液室

131，使浓液室131中得到纯净硫酸。反之，淡液室132中钠离子不能透过阳离子交换膜，因此

淡液室132产出硫酸钠溶液。利用分酸电渗析器13将硫酸和硫酸钠分离。其中，靠近阳极31

一侧设有阳极室，靠近阴极32一侧设有阴极室。由分酸电渗析器淡液室132产出的硫酸钠溶

液可作为极液回用到阳极室/阴极室。

[0044] 如图4所示，为本发明酸浓缩电渗析器14的工作原理图。向酸浓缩电渗析器淡液室

142和浓液室141中均输入上一步骤得到的纯净硫酸。酸浓缩电渗析器14还包括阳极41和阴

极42以及布置在阳极41与阴极42之间的若干个选择性离子交换膜。符号下标“+”为阴离子

交换膜，符号下标“‑”为阳离子交换膜。在本发明中，阴、阳离子交换膜为专用酸浓缩均相离

子交换膜。阳极41连接外加电源正极，阴极42连接外加电源负极。在电场作用下，酸浓缩电

渗析器淡液室142中硫酸根离子透过一侧的阴离子交换膜进入浓液室141中，另一侧的酸浓

缩电渗析器淡液室142中氢离子透过一侧的阳离子交换膜亦进入浓液室141，使浓液室141

中硫酸浓度提高。反之，淡液室142产出低浓度硫酸溶液。利用酸浓缩电渗析器14提高纯净

硫酸的浓度，使其达到可用浓度范围（如20%左右）。其中，淡液室142产出的低浓度硫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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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酸接收液回用到分酸电渗析器13的浓液室131。

[0045] 以下结合具体应用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特点和效果，其中浓度/含量均指质量百

分数。

[0046] 实施例1

[0047] 在本实施例中，废硫酸溶液含硫酸2.7%、铜离子5.9%、钠离子2.1%，为金属冶炼废

硫酸溶液。其中，超滤采用过滤孔径为10  nm的陶瓷超滤膜。纳滤分离中采用耐酸纳滤膜，纳

滤滤液管为氯化聚氯乙烯。分酸电渗析处理中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

膜，选择透过率为98.5%，膜电阻为2.5Ω·cm2，电流密度为400A/m2；酸浓缩电渗析处理中采

用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8%，膜电阻为1.5Ω·cm2，电流密度为500 

A/m2；经过以上处理得到18.9%的净化硫酸，杂质去除率达97.2%，酸回用率达93.5%。

[0048] 实施例2

[0049] 在本实施例中，废硫酸溶液含硫酸4.3%、镍离子6.8%、钠离子3.5%，为金属冶炼废

硫酸溶液。其中，超滤采用过滤孔径为50  nm的陶瓷超滤膜。纳滤分离中采用耐酸纳滤膜，纳

滤滤液管为氯化聚氯乙烯；分酸电渗析处理中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

膜，选择透过率为97%，膜电阻为4.5Ω·cm2，电流密度为250A/m2；酸浓缩电渗析处理中采用

专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8%，膜电阻为3 Ω·cm2，电流密度为320  A/m2；

经过以上处理得到22.7%的净化硫酸，杂质去除率达96.3%，酸回用率达95.1%。

[0050] 实施例3

[0051] 在本实施例中，废硫酸溶液含硫酸5.5%、钴离子3.6%、钠离子2.9%，为金属冶炼废

硫酸溶液。其中超滤采用过滤孔径为20nm的陶瓷超滤膜；纳滤分离中采用耐酸纳滤膜，纳滤

滤液管为氯化聚氯乙烯；分酸电渗析处理中阳离子交换膜采用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

选择透过率为96.5%，膜电阻为3Ω·cm2，电流密度为350A/m2；酸浓缩电渗析处理中采用专

用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选择透过率为98.5%，膜电阻为2  Ω·cm2，电流密度为450A/m2；

经过以上处理得到20.6%的净化硫酸，杂质去除率达95.7%，酸回用率达96.3%。

[005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对酸分离选择性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率、膜电阻、电流密

度、酸浓缩均相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率、膜电阻、电流密度等参数进行调整得到下表的实

施例4‑9和对比例1‑4。

[0053] 其中膜电阻单位为Ω·cm2、电流密度单位为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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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实施例4‑9及对比例1‑4的净化硫酸浓度、杂质去除率、酸回用率和产出硫酸稳定

性（出酸浓度和纯净度）如下表：

[0055]

[005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废硫酸净化回用方法可有效解决废硫酸溶液排放污染问题，

杂质去除率高、处理成本低、操作简单、运行稳定、安全环保。且其中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12794292 B

9



率过小将导致难以保证硫酸的净化品质，而电流密度过小时会导致酸分离效果差且处理

慢，当电流密度过大会又对离子交换膜造成不可逆的损坏，产出硫酸溶液稳定性差。

[0057]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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