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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门联合印发《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 
 

【导读】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科技部、财政部 2019 年 9 月 12 日联合印发《京津冀工业节
水行动计划》，明确力争到 2022 年，京津冀重点高耗水行业（钢铁、石化化工、食品、医药）用
水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新水取用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
量）下降至 10.3 立方米以下，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3%以上，年节水 1.9 亿立方米。 

 

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全面提高工业用

水效率，保障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和生态安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
治水方针，立足京津冀水资源条件，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需要，优化工业用水
结构，实施工业节水技术改造，加强工业用水管理，完善标准和政策体系，不断提高工业用水效
率和效益，努力形成集约高效、循环多元、智慧清洁的工业用水方式，加快构建与水资源承载力
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促进工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力争到 2022 年，京津冀重点高耗水行业（钢铁、石化化工、食品、医药）用水效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新水取用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水量）下降至 10.3
立方米以下，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3%以上，年节水 1.9 亿立方米。 

二、主要任务 

(一) 调整优化高耗水行业结构和布局 
1. 按照区域规划，调整产业结构。以水定产，继续严格控制京津冀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

行业新增产能。河北省、天津市推进钢铁去产能，产能分别控制在 2 亿吨以内和 1500 万吨左右，
加快推动城镇人口密集区不符合安全和卫生防护距离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持续降低
高耗水行业比重。鼓励各地严格常态化执法和强制性标准实施，建立市场化、法治化长效机制，
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北京市严格落实《北京市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
录（2017 年版）》；河北省、天津市按照要求，落实高耗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按期淘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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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坚持分类指导，优化产业布局。按照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推动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
行业逐渐向沿海及区域外布局和转移，加大海水利用力度。鼓励医药、纺织、皮革、造纸等行业
集聚发展，促进水的梯级利用和集中处理，培育一批节水标杆园区。鼓励焦化行业退出主城区，
向煤化工基地、钢焦一体化园区聚集，促进企业间循环用水。优先发展国家鼓励的电子信息、节
能环保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降低高耗水行业比重。 

(二) 促进节水技术推广应用与创新集成 
3. 推广一批先进成熟工艺、技术和装备。组织三省市及行业协会遴选一批适用于京津冀地区

钢铁、石化化工等高耗水行业的先进成熟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建立京津冀工业节水推广技术库
并动态更新。近期，针对梯级利用水系统优化、转炉煤气干法除尘、石化化工循环水高效闭式冷却
及节水消雾装备、皮革浸灰废液和铬鞣废液循环利用等重点技术，编制京津冀专项技术推广方案，
组织召开现场推广会，开展节水技术进企业专项活动（支持京津冀推广的节水技术见附件 1）。 

 

专栏 1：推广先进成熟节水技术 

█ 钢铁行业：冷轧废水处理回用技术、梯级利用水系统优化技术、转炉煤气干法除尘技
术、焦化废水处理回用技术、烧结脱硫废水处理回用技术； 

█ 石化化工行业：循环水高效闭式冷却及节水消雾装备、纯碱生产用水平带式真空过滤
机和干法加灰技术、聚氯乙烯离心母液水回用技术、烧碱蒸发二次冷凝水回用锅炉技术、草
甘膦副产氯甲烷清洁回收技术； 

█ 食品行业：酒精生产浓醪发酵技术、高温密闭式蒸汽冷凝水回收技术、废水深度处理
回用技术； 

█ 皮革行业：浸灰废液和铬鞣废液循环利用技术、超载转鼓或 Y 型染色转鼓等新型节水
技术； 

█ 造纸行业：高浓筛选与漂白技术、置换压榨双辊挤浆机节水技术、纸机白水多圆盘分
级与回用技术、造纸分级处理梯级利用集成节水技术； 

█ 纺织行业：小浴比间歇式染色、全自动筒子纱染色、数码喷墨印花技术、泡沫整理、
针织物平幅印染等少水染整技术。 

4. 推进工业节水技术攻关。支持京津冀工业节水技术创新项目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
创建工业节水重点实验室，开展京津冀工业节水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重大关键技术、产业共性
技术的创新性研究，重点突破高含盐废水单质分盐、以其他热媒为媒介的蒸馏、污水洗涤、工业
供用水管网智能优化控制及检漏等技术与装备的瓶颈；支持在三省市工业集聚的地下水超采区，
围绕工业废水资源化循环利用，开展节水型社会创新试点的遴选、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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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重点攻关技术 

█ 高盐废水单质分盐技术； 
█ 高级氧化和膜处理耦合的污水回用技术； 
█ 以其他热媒为媒介的蒸馏技术； 
█ 环保型溶剂、干洗、离子体清洗等无水洗涤技术和设备； 
█ 工业供用水管网智能优化控制及检漏设备与技术； 
█ 新型高效换热器及冷换设备应用物理阻垢装置； 
█ 直立炉低水分熄焦装置; 
█ 浓盐水深度处理减排技术； 
█ 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 
█ 轧钢废水深度处理回用技术。 

(三) 加强节水技术改造 
5. 推进企业实施全方位节水技术改造，建设一批重点水效提升项目。推动京津冀年用水量超

过 10 万立方米的企业自主开展专项节水诊断，围绕过程循环和末端回用，实施循环水回用、水
梯级利用、废水处理再利用、用水智慧管理、供排水管网智慧检漏等技术改造，提升企业各环节
用水效率和重复利用率。重点建设钢铁、石化化工行业循环水高效闭式冷却，酿酒行业循环冷却
水零排放等水效提升项目（项目见附件 2）。 

6. 鼓励工业园区因地制宜实施节水技术改造，建设一批节水标杆园区。鼓励有条件的工业园
区，统筹水处理及分质供水系统，进行水的梯级利用和集中处理，形成园区耦合用水系统。推动
工业园区根据企业用排水水质特点及要求，指导企业间建立点对点串联用水系统，实现一水多用。
重点建设一批水的梯级高效利用园区。 

7. 加强工业节水改造服务能力建设，培育一批节水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遴选、发布并支持
一批优质的节水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针对京津冀高耗水企业、工业园区提供专业化节水诊断、
设计、改造、咨询等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 

(四) 强化企业用水管理 
8. 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用水统计监测，2020 年实现年用水量 1 万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用水计划管理全覆盖。鼓励年用水量超过 10 万立方米的企业，设立水务经理，接受节水管理培
训。推动年用水量 20 万立方米以上企业自愿开展管网漏损自查，对漏损供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 

9. 推动建立高用水企业、园区智慧用水管理系统，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集中管理模式，
实现取用耗排全过程的智能化控制与系统优化。推动一批大中型高用水企业、园区（年用水量 20
万立方米以上）建设智慧用水管理系统。 



水资讯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9 

4 

10. 进一步完善工业节水标准体系。统筹三省市工业行业取水定额地方标准，推动各行业向高
标准对标，向国内、国际先进标准对标，加强节水标准的贯彻落实。利用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标准
专项，围绕京津冀制修订 100 项以上工业行业取水定额、节水型企业、用水计量、节水技术及评价
等标准（清单见附件 3）。探索建立钢铁、石化化工行业分装置、分工序的取水定额标准体系。 

11. 深化水效领跑者示范引领，建立一批节水标杆企业。会同有关部门，在京津冀地区针对
钢铁、石化化工、纺织、食品等行业，建立水效领跑者评价指标，完善遴选、评审以及公示制度。
重点培育一批水效领跑者企业和一批节水标杆企业，发挥示范引领效应，推进行业企业开展水效
对标达标，构建节水协同推进机制。 

(五) 大力推进非常规水源利用 
12. 鼓励利用海水、雨水和矿井水。支持京津冀沿海地区钢铁、石化化工、火电等行业直接

利用海水作为循环冷却水，发展点对点海水淡化供水模式、海水淡化与自来水公司一体化运营模
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园区建设屋顶雨水收集设施、地下雨水储存及综合利用设施。鼓励矿山
附近的企业利用矿井水。重点建设一批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项目。 

13. 探索产城融合用水模式，加大推进再生水利用。借鉴先进工业园区再生水利用模式，推
动三省市探索企业、园区将城市生活污水、再生水作为工业主要水源，减少企业新水取用量，缓
解城市污水处理压力，形成产城融合用水新模式。重点建设一批产城融合用水项目。 

三、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工业节水管理部门应加大京津冀区域工业节水工作统筹协调力度，
充分调动行业、科研院所及企业的积极性，分业指导、分步实施，扎实推动节水标准、技术改造
和节水示范等工作开展，着力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工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二) 加大政策支持。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节水示范项目，带动节水
行动计划的落实。落实好节能节水环保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
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调动企业节水积极性。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节水改造提供便捷、优惠的担
保、信贷等绿色金融服务支撑。 

(三) 加强交流与宣传。积极推进三省市相关部门间交流，进一步扩大共识，实现优势互补，
完善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国内外交流合作机制，推进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节水合作
与交流。开展节水培训，强化企业节水意识，引导企业自觉开展工业节水工作。健全节水政策听
证等公众参与制度，增强公众参与节水行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附件： 
1. 支持京津冀推广的节水技术 
2. 京津冀工业水效提升项目 
3. 京津冀工业节水标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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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划》解读 
发布时间：2019-09-23  来源：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京津冀工业节水行动计
划》（工信部联节〔2019〕197 号，下称《节水计划》）。现就《节水计划》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问题 1：《节水计划》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京津冀两市一省以全国 2.3%国土面积、不
足 1%的水资源，承载了全国 8%的人口、9.5%
的工业增加值、近 26%的钢铁产量，水资源长
期处于严重超载状态，是中国最缺水的区域之
一。该区域 2018 年用水总量为 250.1 亿立方
米，其中生活用水占 21.4%，工业用水占 11.1%，
农 业 用 水 占 54.1% ， 人 工 生 态 环 境 补 水 占
13.4%。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已达到 106%，
远远超过了世界公认的安全警戒线 40%，以至
于大部分支流长期处于断流状态。当地表水不
足以支撑生产和生活用水，开始采取大量开采
地下水的方式，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目前
京津冀年均超采 34.7 亿立方米，已形成 20 多
个下降漏斗区，超采的面积达到了 5 万平方公
里。 

京津冀工业用水主要集中于地下水超采区，
且未来仍有刚性增长需求。2018 年，京津冀工
业用水量为 27.8 亿立方米（北京 3.3 亿立方米、

天津 5.4 亿立方米、河北 19.1 亿立方米）。京
津冀地区工业用水效率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2018 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41.3 立
方米，河北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 13.9 立方
米，北京、天津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均在 8
立方米以下。但是，京津冀工业用水仍存在不
少问题：一是区域产业结构与水资源承载能力
不匹配。京津冀地区高耗水行业占比依然较大，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高耗水行业（钢铁、石
化化工、纺织、食品、造纸等）产值占工业总
产值比重分别为 37.4%、39.0%和 59.5%。河北
省高耗水行业用水量占工业总用水量的 70%以
上。二是行业间、企业间用水效率存在较大差
距。一些用水量大、节水工作开展早的行业普
及推广了一批节水技术工艺，制修订了一批节
水标准，但其他行业起步较晚；另外，重点企
业、大型企业普遍重视节水管理，而量大面广
的中小企业，很多没有专门的节水管理人员，
节水基础能力较为薄弱。三是部分企业仍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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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地下水。京津冀部分企业仍在大量抽取地下
水，不符合国家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要求。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工业节水技术进
一步普及、节水管理手段日益完善，京津冀地
区工业节水仍有一定的潜力可挖。经初步测算，
通过推广节水技术工艺、打造节水型工业体系，
力争到 2022 年，京津冀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新水取用量，不包括企业内部的重复利用
水量）下降至 10.3 立方米以下，规模以上工业
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3%以上，年节水 1.9 亿
立方米。 

在上述工作背景下，按照《国家节水行动
方案》的战略部署，为切实推进京津冀地区工
业节水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科学
技术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节水计划》，启动实
施京津冀工业节水专项行动。 

问题 2：《节水计划》的制定遵循哪些主要

原则？ 

《节水计划》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推动京津冀区域工业节水与生态建设
协调发展为根本，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四方面
原则： 

——协同规划，整体推进。将京津冀三地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统筹规划、系统设计、
合理布局和有效推动。 

——政府引导，加大投入。强化政府引导
作用，建立工业节水长效机制。加大力度支持
工业节水技术改造、节水装备推广及基础管理
设施建设等专项投入。 

——多措并举，务求实效。存量挖潜与增
量管控相结合，常规水减量与非常规水拓源相
促进，突出节水工作的实效性，优先实施可操

作、可压实、可预期的技术及管理措施。 
——创新探索，示范引领。开拓工作思路，

推进建立产学研创新联盟模式，强化工业节水
政策、标准与管理机制创新，推进工业节水技
术工艺装备等创新研发、示范及应用。 

问题 3：《节水计划》的编制过程是怎样

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工
业和信息化部、三省市工信部门对华北地区地
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京津冀工业节水进行认真
研究，组织钢铁、石化和化工、轻工、食品等
行业协会以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赛迪
研究院等研究机构进行了研讨，并联合水利部
节约用水办公室组成联合调研组，赴北京市、
河北省进行实地调研，走访了高耗水行业典型
企业，与当地工信部门、水利部门、行业协会、
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形成《京津冀工业节水
专题调研报告》。在此基础上，编制形成了《节
水计划》（征求意见稿），征求了相关部委、三
省市、相关行业协会、相关企业的意见。最终
发布的《节水计划》是充分汇集各方意见并达
成共识的结果。 

问题 4：《节水计划》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节水计划》主体内容由总体要求和目标、
主要任务、保障措施，以及相关附件组成。其
中，“总体要求和目标”中提出了实施京津冀工
业节水行动的工作思路以及 2022 年工作目标；
“主要任务”包括调整优化高耗水行业结构和
布局、促进节水技术推广应用与创新集成、加
强节水技术改造、强化企业用水管理、大力推
进非常规水源利用等 5 大节水任务、13 项具体
措施，是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京津冀工业节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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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作内容；“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领导、
加大政策支持、加强交流与宣传等 3 项具体措
施，以保障京津冀工业节水工作的有效推进。 

问题 5：为落实《节水计划》要开展哪些工

作？ 

《节水计划》现已发布，必须建立完善的
保障体系才能贯彻落实好，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工业节水管理部
门应加大京津冀区域工业节水工作统筹协调力
度，充分调动行业、科研院所及企业的积极性，
分业指导、分步实施，扎实推动节水标准、技
术改造和节水示范等工作开展，着力提升水资
源利用效率，促进工业高质量绿色发展。 

二是加大政策支持。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
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节水示范项目，带动
节水行动计划的落实。落实好节能节水环保专
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调动企业节

水积极性。鼓励金融机构为企业节水改造提供
便捷、优惠的担保、信贷等绿色金融服务支撑。 

三是加强交流与宣传。积极推进三省市相
关部门间交流，进一步扩大共识，实现优势互
补，完善信息和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国内外交
流合作机制，推进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
节水合作与交流。开展节水培训，强化企业节
水意识，引导企业自觉开展工业节水工作。健
全节水政策听证等公众参与制度，增强公众参
与节水行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推动京津冀地区工业节水，是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
合治理，保障京津冀地区水资源和生态安全，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京
津冀工业节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
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同时，我们也欢迎社
会各界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京津冀
工业节水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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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国工业杀菌剂在工业水处理、 

造纸、涂料等下游领域市场需求逐渐上升 
时间：2019-08-08  来源：中国报告网 

 
工业杀菌剂用于杀灭和抑制微生物生长，

广泛应用于塑料、建材、水处理、木材、涂料、
皮革、日化等行业。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技
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对安全环保的重视，我国
工业杀菌剂的市场需求增长迅速。数据显示，
到 2018 年我国工业杀菌剂市场规模达到了
119.6 亿元，同比增长 7.94%。 

 
2013～2018 年中国工业杀菌剂市场规模走势 

 

 

从市场区域分布来看，目前，对工业杀菌
剂消费量最大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已经
超过西欧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随着我国工业
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对安全环保的重视，对
工业杀菌剂的市场需求潜力仍然很大。预计未
来将维持 7%左右的增速。 

全球特种杀菌剂用量分布 

 
 

 

从具体的应用领域来看，2018 年中国工业
杀菌剂在工业水处理领域的占比最大，达到了
31%；其次是原油开采领域与造纸领域，其占
比分别为 24%、10%。 

 
工业杀菌剂应用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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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域水处理化学品的实践与思考 
杨文忠 

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水处理技术研究所 

江苏水化学与工业水处理工程实验室 

 

 
 

作为水工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
方面，水处理化学品是一大类精细化学品，包
括阻垢分散剂、缓蚀剂、阻垢剂、杀菌灭藻剂、
混凝剂、清洗剂、消泡剂、除氧剂、污泥调节
剂和螯合剂等 30 多个品种，用于冷却水、锅炉
水、饮用水和油田水处理等，对于提高水质指
标，防止水系统的结垢、腐蚀、菌藻滋生，减
少环境污染，保证工业生产的安全高效运行及
节水、节能和环保等方面均有重大意义。 

随着国家新兴战略性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环
保要求的提高，水处理化学品的需求将越来越
大，且对其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本
文结合我校近年来在新领域的水处理化学品的
开发和应用实践做一介绍，并对新领域化学品
研发提出一些建议。 

1 传统领域的水处理化学品 

我国水处理化学品的研制和生产是从上世
纪 70 年代初引进 13 套大化肥装置后开始的，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原化工部天津化
工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原南京化工大学）
和华东理工大学（原华东化工学院）等率先从
事研制工作，填补了国内空白，满足了国内的
需要。尽管起步比发达国家晚 30～40 年，但
瞄准国外发展趋势，结合国情进行研究开发，
起点高、发展快。经历了 70 年代打基础，80
年代大发展，90 年代上水平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学科精细化工》第
三版的编纂条目将传统的水处理化学品分为混
凝剂、吸附剂、树脂、冷却水阻垢缓蚀剂、锅
炉水处理剂、杀生剂、消泡剂和清洗剂等。 

摘要：本文回顾了传统领域的水处理化学品，并介绍了近年来在输卤管线、水

泥行业、现代煤化工、海水淡化、湿法磷酸、MVR 系统等新领域应用的实践，提出

今后水处理化学品的开发应加强水处理化学品的作用机理研究、关注非牛顿流体以

及注重与物理、生物等技术的耦合，立足于节水、环境和安全等，瞄准国家重大需

求，在工业节水、环境友好、海水利用和中水回用等方面，带动新一轮的产业进步。 

关键词：水处理化学品 ；节水；水回用；海水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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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剂是具有凝聚和/或絮凝作用的药剂，
包括凝聚剂和絮凝剂。凝聚剂包括无机凝聚剂
（主要是铝、铁等金属盐）和有机凝聚剂（主
要是有机阳离子高分子化合物，如聚胺）。絮凝
剂包括天然和人工合成的水溶性高分子，天然
絮凝剂包括水溶性淀粉、瓜耳胶、藻酸盐、壳
聚糖、动物胶、白明胶等；合成絮凝剂包括离
子型和非离子型水溶性聚合物等。值得注意是，
高分子量的无机凝聚剂和有机凝聚剂同时具有
絮凝的功能，也可直接统称为混凝剂。 

吸附剂包括活性炭、磺化煤、沸石（分子
筛）、活性白土、硅藻土、轻质氧化镁、活性氧
化铝等。 

树脂可以分为离子交换树脂和功能性树脂，
其中离子交换树脂包括阴离子交换树脂、阳离
子交换树脂；功能性树脂包括吸附树脂、螯合
树脂、氧化还原树脂、脱氧树脂等。 

冷却水阻垢缓蚀剂包括缓蚀剂、阻垢剂、
分散剂（也称为水溶性高分子）、螯合剂、复合
阻垢缓蚀剂等。缓蚀剂包括无机缓蚀剂（如铬
酸盐、亚硝酸盐、聚磷酸盐、锌盐、钼酸盐、
钨酸盐、硅酸盐等）和有机缓蚀剂（包括有机
磷酸盐、有机磷酸酯、、葡萄糖酸盐、芳香族唑
类和其他）。阻垢剂主要包括有机磷酸盐、有机
磷酸酯。分散剂也称为阻垢分散剂，主要为水
溶性高分子，包括丙烯酸类和马来酸类的均聚
物和共聚物、磺酸盐类共聚物、聚天冬氨酸、
聚环氧琥珀酸、单宁、羧甲基纤维素、木质素
磺酸盐等。 

锅炉水处理剂包括除氧剂、有机胺、锅炉
阻垢剂、淤渣分散剂等。除氧剂包括无机除氧
剂（亚硫酸盐、亚硫酸氢盐）和有机除氧剂（水

合肼、氢醌、碳酰肼、异抗坏血酸、二乙基羟
胺、甲乙基酮肟、N,N,N,,N,-四甲基对苯二胺）。
给水氨/胺处理剂包括氨水、烷基胺、吗啉、环
己胺、醇胺类等。锅炉阻垢剂包括磷酸盐、有
机磷酸盐、水溶性聚合物等。淤渣分散剂主要
为水溶性高分子。 

杀生剂包括氧化性杀生剂和非氧化性杀生
剂。前者包括氯类（氯气、次氯酸钠、优氯净、
强氯精、氯代海因类）、溴类（溴素、活性溴、
溴代海因）、二氧化氯、过氧化物类（过氧化氢
和过氧乙酸）和臭氧。后者包括季铵盐类（洁
儿灭、新洁儿灭、双阳离子类）、有机硫化合物
（异噻唑啉酮、二硫氰基甲烷）、烯醛类（丙烯
醛、戊二醛、水杨醛、甲醛-丙烯醛共聚物）、
季鏻盐类（四羟甲基硫酸磷、烷基）、氯酚类、
有机锡化合物、重金属类（铜盐、醋酸汞）等
类。 

消泡剂包括有机硅类消泡剂和聚醚类消泡
剂。清洗剂包括水垢清洗剂、油垢清洗剂、锈
垢清洗剂、生物除油剂、粘泥剥离剂、清洗缓
蚀剂、清洗助剂等。 

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水处理化学品的研
发和应用仍有一定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化学品
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水平低、产品的系列化
不足、应用水平仍较低、应用基础研究仍薄弱、
国际竞争力仍较弱等方面。 

2 新领域水处理化学品的应用实践 

下面仅就近年来新领域用的水处理化学品
作一介绍。 
2.1 卤水管线的防控垢技术 

采输卤工程包括采卤矿场、采输卤首站和
末站、输卤管线等三大工程。在卤水输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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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般在 2～3 个月后，输卤管道内壁、输卤
泵叶片、储卤罐内壁等就会出现严重的硫酸钙
结垢现象。 

由于硫酸钙在 50℃以上具有逆溶解度特
性和较大的过饱和介稳能，因此，在采出和输
送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变化，卤水中硫酸钙经
常处于较高的过饱和状态，易导致硫酸钙在管
壁析出，成为难以清除的垢，造成产量降低，
操作不连续，对工业生产是相当不利的。 

目前采用的清垢和抑垢方法主要有管前沉
淀处理、卤水抑钙法、石膏晶种法、调整盐固
液比、盐效应、阻垢剂等方法。其中卤水阻垢
剂要求对硫酸钙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且无毒。 
2.2 水泥行业的减水剂 

减水剂是使混凝土拌合物减少单位用水量、
提高强度，改善其抗冻、抗渗、收缩等力学性
能的一种化学品。普通减水剂的减水率在 10%，
如木质素磺酸盐、腐植酸、棉浆、栲胶及废渣
提取物等。高效减水剂的减水率在 20%～30%，
包括萘系、蒽系、磺酸盐系（氨基磺酸类、磺
化煤焦油）、三聚氰胺系、羧酸类共聚物系等，
其中聚羧酸类共聚物以其优异的综合性能成为
减水剂的首选。 
2.3 煤化工行业的灰水处理 

现代煤化工是以清洁煤气化技术为龙头，
辅以空分、合成气净化技术，实现替代燃料和
化工产品的生产。 

煤化工的灰水来自于文丘里喷射器和炭黑
洗涤塔对气化炉排出的粗煤气的洗涤水，该水
系统的悬浮物含量高，黑水系统的悬浮物高达
2000～20000 mg/L 灰水悬浮物为 20～200 
mg/L；系统温度高，温差大；系统的高温滞留

时间长，在 200℃以上区域停留约 30 min；灰
水的硬度较高，由于添加 CaCO3 作为助熔剂
来降低灰熔点，因此，会则引入大量 Ca2+,造
成灰水系统极易结垢；系统操作压力可高达 6.5 
MPa，压力变化大，流速变化也大，pH 变化
亦大，导致系统中各个部分沉积结垢倾向不同，
难以控制细渣的沉积及 CaCO3 的形成。 

灰水阻垢剂要耐高压（5 MPa）、高温
（230℃），阻垢分散稳定性能优良，能有效地
控制灰水系统的结垢问题。 
2.4 海水淡化用药剂 

海水淡化作为淡水资源的替代与增量技术，
愈来愈受到重视，成为未来解决全球水危机的
可行性方案和重要途径。目前，海水淡化的工
业化技术主要有热法和膜法。由于海水中的矿
化度、硬度以及其他杂质的含量均较高，导致
在海水淡化装置的换热面上或膜表面易形成致
密坚硬的水垢，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水淡化
过程，影响海水淡化效率。 

该工艺添加的阻垢剂，要求其对海水中的
碳酸钙、硫酸钙等应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且
适于更高浓缩倍率的浓缩海水，其中膜法海水
淡化阻垢剂还应具有分子量的要求。 
2.5 湿法磷酸生产过程用阻垢 

湿法磷酸技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通
常是用硫酸、硝酸或盐酸分解磷矿石来制磷酸
的，其中用硫酸的方法是目前的主要工艺，其
反应下： 
Ca5F(PO4)3 + 5H2SO4 + 10H2O = 3H3PO4 + 
5CaSO4·2H2O↓ + HF↑ 

另外，磷矿中的杂质 SiO2 也会参与反应，
如与上述反应得到的产物 HF 生成 H2SiF6，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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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铁、铝、钠，钾和其他杂质会与磷酸形成
磷酸铁铝、氟硅酸钠（钾）等硬垢，从而聚集
在泵壳，叶轮等，影响磷酸装置连续运行。 

该工艺添加的阻垢剂，要求其对 Na(K)SiF6、
磷酸铁、磷酸铝等应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2.6  MVR 系统的阻垢 

MVR 强制循环蒸发结晶系统，是依靠循环
泵是高盐水进行循环的一种外置加热蒸发结晶
装置，高盐分水与循环母液一起经循环泵输送
至加热器进行加热，而后进入强制循环蒸发结
晶器，部分晶浆由结晶器的锥形底部排出，未
排出的母液重新返回至结晶室，实现连续结晶
过程。 

在此过程中，由于高盐废水的成分不一，
导致硫酸钙、碳酸钙、硅酸钙等垢易析出在设
备内部，影响设备的运行。 

该工艺添加的阻垢剂，要求其对硫酸钙、
硅酸钙等垢应具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且对后续
的制盐工艺影响要小。 

3 对新领域水处理化学品开发的思考 

水处理化学品的应用前景，与其结构、作
用机理和性能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未来的水
处理化学品的开发，应结合新领域的工艺特点
和要来进行。 
3.1 加快基于分子结构的化学品作用机理研究 

阻垢剂的传统机理有晶格畸变、络和增溶
和分散等作用，这是从宏观方面的解释，但为
何螯合剂（EDTA、NPA）与阻垢剂对无机盐晶
体的抑制作用表现出巨大差异的原因是值得探
讨研究的，因此，加强阻垢剂的作用机理研究，
有助于更精准地指导药剂的开发和应用。 

(1) 有机膦酸盐对钙离子的“巡弋”作用 

有机磷 ATMP 与 Ca 形成多个五元环，但
钙离子的相对位置较外露，且其五元环对称性
较差，因而易受环境影响而破坏，断裂之后的
阻垢剂分子会继续捕捉其它游离的钙离子，形
成新的螯合物，因此，有机磷酸盐可“游弋”
在水中的钙离子之间，对水中较多的钙离子起
到“约束”作用，宏观上表现出显著的阻垢能
力。 

(2) 空间匹配性 
有机磷酸盐分子的空间结构与方解石的晶

面相邻钙离子的空间距离相匹配，可吸附在方
解石晶面的邻近位点上，使得这些该位点的生
长被抑制或者发生扭曲，导致晶格畸变，宏观
上表现出对碳酸钙规则晶型的生长抑制作用。 

(3) 控制晶体的生长 
有机磷酸盐中膦酸基团中的 O 原子负电荷

密度更大，更易于与晶体中带正电荷的钙离子
发生库仑力作用，更容易吸附在碳酸钙晶体上，
控制碳酸钙的纵向叠加，有助碳酸钙球霰石晶
体的形成。 
3.2 关注非牛顿流体中的化学品 

非牛顿流体使指其剪应力与剪切应变率之
间不是线性关系的流体，相对于牛顿流体，其
更广泛存在于生活、生产和大自然之中。如化
学工业中的 PE、PAM、PVC、尼龙 6、PVS、
赛璐珞、涤纶、橡胶溶液、各种工程塑料、化
纤熔体等，石油、泥浆、钻井用的洗井液和完
井液、水煤浆、陶瓷浆、纸浆、油漆、油墨、
牙膏、家蚕丝再生溶液、磁浆、某些感光材料
的涂液、泡沫、液晶、高含沙水流、泥石流、
地幔等，食品工业中的番茄汁、淀粉液、蛋清、
苹果浆、菜汤、浓糖水、酱油、果酱、炼乳、



 研究开发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9 

14 

琼脂、土豆浆、熔化巧克力、面团、米粉团、
以及鱼糜、肉糜等各种糜状食品物料。 

聚合物工业的发展是非牛顿流体研究迅速
开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其中聚合物起到湍流减
阻、连滴效应、剪切变稀、液流反弹等作用，
如在消防水中添加少量聚乙烯氧化物，可使消
防车龙头喷出的水的扬程提高一倍以上，高聚
物添加剂，能改善气蚀发生过程及其破坏作用。 
3.3 加快与物理、生物等技术的耦合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物理防垢技术，
如静电除垢仪、磁场阻垢仪、电磁阻垢仪、量
子环，还有放射性元素激发阻垢技术、生物药
剂，在工业冷却水处理领域一直在“徘徊”。 

物理防阻垢技术在原理上是科学的，其主
要是通过使水分子发生极化，偶极矩增大，极
性增强，使阴阳离子不能聚合成垢，或改变水
分子与其它离子的结合状态，从而改变成垢物
质在其中的溶解性、结晶过程、晶体结构等。 

水在电磁场的作用，受电磁场强度、水流
分布等因素影响较大，直接关系到水分子的作
用效力，而在受热、流量大、流程长的过程中，
水将恢复其本态，仍将产生结垢现象，这也是
小型评价装置不足的一个方面；另外，电磁处
理必须有较小的过水间隙保证较强的电场或磁
场强度，否则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处理
大流量的系统，处理设备极为庞大。 

对于以结垢型水质为主的小型冷却水系统，
物理防阻垢技术还是有成功案例的，但目前我
们应通过大量实验，建立其作用效力与水质边
界的关系，找出其适宜的水质条件，为进一步
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4 结束语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 年)、《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
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和科技部有关通知精神，开发工业用水循环
利用技术和节水型生产工艺、海水预处理技术、
海水直接利用技术和海水化学资源综合利用技
术等将成为我国中长期的主要任务。 

我国是水处理化学品原料的生产大国，产
业基础好，创新潜力大。目前，应集中做好水
处理化学品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技术、应用技
术水平、大数据或互联网+控制技术、应用配套
等，立足于节水、环境和安全等方面的工作，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在工业节水、环境友好、
海水利用和中水回用等方面，通过优化组合和
创新驱动，提升工业竞争力，带动新一轮的产
业进步。在石油化工、医药、电力、电子等行
业，尤其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水处理化学品将会有更加广泛的
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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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无害化处置专利技术 
 

一种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装置 

公告号：208680134 
公告日：2019.04.02 
申请人：石家庄市藁城区碧波净水剂厂 
发明人：董占雷 
摘要：本实用新型属于氯化铝处理技术领域，
提出了一种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装置，
包括压滤机，压滤机出渣口连接清洗槽入料口，
压滤机出液口连接回收池，清洗槽包括输送辊
一和输送辊二，输送辊一和输送辊二上缠绕有
挡边输送网带，清洗槽入料口位于挡边输送网
带上带的起始端，挡边输送网带上方设置有冲
洗喷头，挡边输送网带下方设置有回流槽，回
流槽连接回收池，回收池池底通过渣浆泵连接
清洗槽入料口，压滤机为皮带压滤机，压滤机
包括上带和下带，上带和下带两侧均设置有挡
边，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处
理完毕的氯化铝的反应残渣依旧呈现酸性，埋
填时会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 
 

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回收过滤装置 

公告号：207856415 
公告日：2018.09.14 
申请人：福建省福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林红武 
摘要：本实用新型提出了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
回收过滤装置，包括过滤装置、输送装置、冲
洗装置、烘干装置和回收槽，过滤装置包括滤

筒，滤筒内设置有过滤漏斗，滤筒的上端开有
进液口，进液口上连接有进液阀，滤筒的侧壁
下部开有出液口，过滤漏斗的底部连接有排料
管，排料管上连接有排料阀，输送装置包括环
形输送带，环形输送带上均匀的布置有若干网
状接料桶，网状接料桶位于排料阀下方，冲洗
装置包括喷头和接水槽，喷头设置在环形输送
带两侧，接水槽位于环形输送带下方，烘干装
置包括暖风烘干机，暖风烘干机位于环形输送
带两侧，回收槽位于环形输送带末端。本实用
新型通过过滤、冲洗、烘干和回收残渣，达到
回收利用的目的，节约资源，结构简单可靠。 
 

一种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处理回收系统 

公告号：206051579 
公告日：2017.03.29 
申请人：彭泽环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发明人：刘泉军，赵新良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聚合氯化铝反应
残渣处理回收系统，包括搅拌室、第一搅拌叶
片、料斗、废渣出口、离心室、阀体、第二进
剂管、分析室、差热扫描量热仪、黏土箱、出
口、第二搅拌叶片和控制面板，所述搅拌室的
内部安装有第一旋转杆，且其外表面左端设置
有料斗，所述料斗的下端设置有第一进水管，
所述搅拌室的底部安装有重量感应器，且其左
端设置有废渣出口和控制面板，所述检测室的
内部安装有离心室，且其左端设置有第一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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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第二进剂管，所述分析室与检测室之间连
接设置有溢流管，且其内部安装有差热扫描量
热仪。该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处理回收装置防
止污染环境以及减少资源的浪费，结构简单，
成本低。 
 

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方法及其装置 

公告号：102701250 
公告日：2013.11.13 
申请人：怀化市骏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发明人：刘雄杰，彭力军 
摘要：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方法及其装
置，铝矾土或者铝酸钙粉与盐酸反应生产聚合
氯化铝后所产生的反应残渣，加入水后进行洗
涤，水与所述反应残渣形成悬浊液；将所述悬
浊液送入压滤机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滤液
合并到聚合氯化铝成品中。反应残渣的处理装
置具有接收所述反应残渣的洗渣池（5）；通过
管道与所述洗渣池（5）连接的第一砂浆泵（6）；
至少一台压滤机（4）；与所述压滤机（4）通过
管道连接的滤液槽（7），所述洗渣池（5）还具
有冲洗水管。反应残渣经再次洗涤过滤后，可
提高聚合氯化铝产量，减少外排残渣量，经处
理后的残渣可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装置 

公告号：202688002 
公告日：2013.01.23 
申请人：怀化市骏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发明人：刘雄杰，彭力军 
摘要：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装置，对生
产聚合氯化铝经压滤机（4）过滤后的反应残渣

进行处理，具有接收所述反应残渣的洗渣池（5）；
通过管道与所述洗渣池（5）连接的第一砂浆泵
（6）；至少一台压滤机（4）；与所述压滤机（4）
通过管道连接的滤液槽（7）；所述洗渣池（5）
还具有冲洗水管。反应残渣经本装置再次洗涤
过滤后，可提高聚合氯化铝产量，减少外排残
渣量，经处理后的残渣可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 
 

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利用方法 

公告号：101905898 
公告日：2012.06.27 
申请人：常州友邦净水材料有限公司 
发明人：赵志萍，王桂玉，王振宇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化工废弃物的处理技术，
尤其是一种聚合氯化铝反应残渣的处理利用方
法，具体步骤如下：（1）将 4%～20%（以 HCl
质量分数计）无机混合酸与反应残渣按质量比
1∶6～1∶2 投入反应设备中混合均匀，并在
50～110℃下搅拌反应 0.5～2 小时；（２）将
反应液打入沉淀池中沉淀 0.5～2 小时或直接
通过压滤设备实行固液分离，得到的清液即为
含铝酸液，可将其回用到聚合氯化铝的生产中。
本发明综合利用反应固体残渣，变废为宝，不
仅降低了聚合氯化铝生产过程中固体残渣的产
生量，节约了残渣处理费用，而且减少了聚合
氯化铝生产过程中铝酸钙粉和铝矾土的使用量，
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 
 

一种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废渣再生材料 

免烧砖及其制备方法 

公开号：109437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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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日：2019.03.08 
申请人：巩义市相济装配构件有限公司 
发明人：焦明东，侯志峰，李传启，王继远，
李春跃，银晓东，刘皓楠，高林丽，乔华龙，
胡诚轶，仪志平，王叶，王涛，冯小宝，冯永
奇，王肖东 
摘要：一种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废渣再生材料免
烧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
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聚合氯化铝净
水剂废渣再生材料 65%～85%，激发剂 5%～
15%，固化剂 1%～5%，增粘剂 5%~15%，所
述激发剂为硅酸钠，所述固化剂为羧甲基纤维
素钠，所述增粘剂为 5%～10%的聚乙烯醇溶液。
本发明针对生产聚合氯化铝净水剂的废渣进行
再生综合利用，充分利用激发剂和固化剂，避
免对于环境造成污染；同时生产出的免烧砖可
以作为砌体砖进行使用，变废为宝，节约资源，
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一种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废渣 

无害化处理系统及工艺 

公开号：109351762 
公开日：2019.02.19 
申请人：巩义市相济装配构件有限公司 
发明人：李传启，贾金红，马秋柱，许强，焦
明东，程前，郑文举，梁九凯，耿小轲，李峰，
闫伟，王建波，韩攀科，马增梅 
摘要：一种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废渣无害化处理
系统及工艺，属于工业废渣处理技术领域，包
括原料仓、混合池、加药罐、沉淀池、板框压
滤机、循环水池、烘干机、回转窑和暂存车间，
所述原料仓和混合池之间设有提升机，所述位

于原料仓内的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废渣通过提升
机送入混合池，混合池内设有搅拌机构，加药
罐的出口通过管道和混合池的进口相连，混合
池的出口通过管道和沉淀池的进口相连，沉淀
池内上层的液体通过管道送入循环水池，下层
沉淀物通过皮带送至板框压滤机，板框压滤机
产生的压滤液通过管道送入循环水池，板框压
滤机产生的滤饼送入烘干机进行预热，预热后
的滤饼送入回转窑烘干，烘干后的产品通过皮
带输送机送入暂存车间。 
 

一种生产聚合氯化铝的残渣处理装置 

公告号：207950898 
公告日：2018.10.12 
申请人：东莞市天赐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朱新彪，朱春，周广祥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化工废弃物处理技术领
域，尤其是一种生产聚合氯化铝的残渣处理装
置，包括外箱体和内箱体，所述外箱体和内箱
体均设置为圆柱形箱体，所述内箱体位于外箱
体的内部，且外箱体与内箱体为同心轴设置，
所述外箱体内部的底部水平放置有称重器，且
内箱体放置在称重器的顶面，所述外箱体的底
部侧壁上开设有与称重器位置相对应的操作孔，
所述外箱体的顶部盖设有箱盖，且外箱体左右
两侧壁的顶部均连接有竖直设置的限位螺杆，
两个所述限位螺杆均分别贯穿开设在箱盖左右
两侧的插孔并螺纹连接有第一调节螺母。本实
用新型具有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优点，便于
对残渣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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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铝钙粉反应渣 

制备 P 型沸石分子筛的方法 

公开号：108516565 
公开日：2018.09.11 
申请人：中南大学 
发明人：郑雅杰，李安，孙召明，彭映林，龙
华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铝钙粉反应渣制
备 P 型沸石分子筛的方法，本发明是以铝钙粉
生产聚合氯化铝过程中产生的铝钙粉反应渣为
原料，经过盐酸浸出，浸出液返回制备聚合氯
化铝，盐酸浸出渣经过焙烧获得焙烧产物，焙
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混合，搅拌均匀，陈化
后进行晶化，晶化结束后过滤、烘干得到 P 型
沸石分子筛。本发明的特点是采用盐酸浸出使
铝钙粉反应渣结构发生改变，Fe、Ti、Ca 等影
响沸石晶体生长的杂质得以有效去除，使焙烧
渣可直接制备 P 型沸石分子筛，且晶化时间短，
同时盐酸浸出液用于制备聚合氯化铝，资源得
以充分利用，是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采用 850℃
热活化的方式晶化后的 P 型沸石分子筛具有较
小晶粒，结晶度高达 92.20% 
 

以双废制备聚合氯化铝残渣为主料 

制备免烧砖的方法 

公开号：107935502 
公开日：2018.04.20 
申请人：南通大学 
发明人：汪兴兴，杜凯峰，李志扬，吕帅帅，
倪红军，周一丹 
摘要：本申请公开了一种以双废制备聚合氯化
铝残渣为主料制备免烧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磨细残渣，粉碎石灰、石膏、水泥，按以
下质量份数称取原料：磨细后的残渣 55～70
份，粉碎后的石灰 5～10 份，粉碎后的石膏 5～
10 份，粉碎后的水泥 5～15 份，工程砂 5～10
份，混合上述原料，加入水，搅拌均匀，得到
浆料，将浆料压制成型，放置在室温中一定时
间，得到免烧砖坯，将免烧砖坯蒸养养护一定
时间，冷却到室温，得到免烧砖，将反应过程
中产生的残渣二次利用，制成免烧砖，提高了
利用率，减少了环境污染，能够解决现有技术
中铝灰渣利用率低、污染环境的问题。 
 

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用废渣压滤装置 

公开号：107804902 
公开日：2018.03.16 
申请人：郑州诚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发明人：张强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用废
渣压滤装置，属于聚合氯化铝生产领域，包括
压滤箱、压滤腔、侧压板、液压推动器、固定
块、滚轮装置、进料斗、电动伸缩杆、压板和
盖板；所述压滤箱内设置有压滤腔，压滤腔内
设置有压板和侧压板；所述电动伸缩杆共设置
有三个，且三个电动伸缩杆间隔均匀固定安装
在压滤箱的顶部；所述盖板设置在压滤箱底部；
所述压滤箱底部四个拐角处均设置有固定块，
固定块底部设置有滚轮装置；所述盖板的上壁
铺设有滤棉，盖板的表面均匀设置有滤孔；所
述支撑杆的底部设置有滚轮，滚轮具有自锁装
置；本发明结构设计合理，便于移动，使用方
便，通过竖向压滤和横向压滤两个压滤机构压
滤更加完全，实用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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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废渣回收利用装置 

公告号：207072810 
公告日：2018.03.06 
申请人：江苏蓝遥净水剂有限公司 
发明人：丁晓红，季圆，鲁庆荣 
摘要：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废渣回收利用装置，
主要包括依次连接的压滤机、滤饼捣碎机、下
料机、洗涤釜、废液罐和泥浆泵，本装置结构
设计科学合理，能够反复清洗滤饼，节约生产
成本。 
 

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废渣回收利用装置 

公告号：107082440 
公告日：2019.02.26 
申请人：江苏蓝遥净水剂有限公司 
发明人：丁晓红，季圆，鲁庆荣 
摘要：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废渣回收利用装置，
主要包括依次连接的压滤机、滤饼捣碎机、下
料机、洗涤釜、废液罐和泥浆泵，本装置结构
设计科学合理，能够反复清洗滤饼，节约生产
成本。 
 

一种利用聚合氯化铝生产废渣 

制备硫酸钙晶须的方法 

公告号：107043118 
公告日：2018.07.24 
申请人：长沙天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戴琪，宋昊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聚合氯化铝生产废
渣制备硫酸钙晶须的方法，属于废弃物利用技
术领域。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聚合氯化铝生产
废渣作为原料，通过电泳处理，对其进行初步

除杂分离，再利用微生物厌氧发酵，增加亚硫
酸根含量，在高温高压下，以磷酸作为晶型调
节剂，通过二氧化碳，获得碳酸钙晶体，通过
烧结及低速分离去除杂质，将除杂后的沉淀物
在高温下分解，随后使用盐酸溶解，获得游离
的钙源，最后通过氧化剂氧化亚硫酸根及硫酸
根与钙离子的结合，制得硫酸钙晶须。本发明
制备的硫酸钙晶须的晶须呈有序性高，晶体完
整，质量稳定，且制作成本低，充分利用了聚
合氯化铝生产废渣，实现了废弃物的再次利用。 
 

一种聚合氯化铝废渣酸法回收 

制备氢氧化铝的方法 

公开号：106241843 
公开日：2016.12.21 
申请人：武汉理工大学 
发明人：蔡卫权，曹景顺，刘贝贝 
摘要：本发明是一种聚合氯化铝废渣酸法回收
制备氢氧化铝的方法，该方法的步骤如下：以
工业生产聚合氯化铝（PAC）过程中含有一定
残余铝的 PAC 废渣为原料，首先，在一定条件
下依次将 PAC 废渣干燥、焙烧和用酸液浸取；
其次，过滤分离浸取残渣和浸取液后，向滤液
中加入碱液调节 pH 至一定值除杂，并分离杂
质沉淀物；再次，向分离杂质得到的滤液中加
入酸液调节 pH 至一定值，形成目标沉淀物的
悬浮液；最后，过滤分离并洗涤沉淀物，将滤
饼干燥后即得到氢氧化铝产品。本发明对 PAC
废渣中的铝进行回收利用，既减少了 PAC 废渣
的排放，降低了环境污染，又变废为宝，实现
了 PAC 废渣的高效利用。 
 



 专利技术                                                  水处理信息报导  2019 No.9 

20 

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料渣回收利用装置 

公告号：205634916 
公告日：2016.10.12 
申请人：安庆五宁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发明人：杨来文，杨基林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
料渣回收利用装置，属于聚合氯化铝的生产技
术领域，包括压滤机和搅拌罐，所述压滤机连
接有滤饼破碎机，所述滤饼破碎机连接有进料
斗，所述进料斗的下方连接搅拌罐，所述搅拌
罐包括罐体和由电机驱动并从罐体底板插入罐
体内的主轴，所述主轴上部设置有搅拌器，主
轴下部对称地设置有两块搅渣刮板，所述搅渣
刮板的下边缘与罐体底板上端面接触，搅拌器
与搅渣刮板之间的主轴上设置有螺旋提升叶，
所述罐体侧壁下部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
连接有泥浆泵。 
 

一种聚合氯化铝的渣料回收装置 

公告号：205055998 
公告日：2016.03.02 
申请人：海南宜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王家雷，贺祝，张有彬，潘德扣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聚合氯化铝的渣
料回收装置，包括设置在上部的压滤机，所述
压滤机的出料口与设置在下部的渣料反应釜的
进料口连接；所述渣料反应釜的第一出料口与
泥浆泵的输入端连接，其第二出料口与循环泵
的输入端连接；所述循环泵的输出端与所述渣
料反应釜的上部进料口连接，所述泥浆泵的输
出端与聚合氯化铝反应釜的输入端连接；其中，
所述渣料反应釜内还设置有搅拌装置。使用本

实用新型的装置后，不用再人工将氢氧化铝料
渣回收加入反应釜中，降低了工人的劳动量，
节省了人工，提高了工作效率。设置的循环泵
能够加快氢氧化铝料渣的回收利用率，防止物
料在渣料反应釜中停留过久造成堵塞等问题。 
 

一种聚氯化铝滤渣再利用工艺 

公告号：104402031 
公告日：2016.08.24 
申请人：蓝保(厦门)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陈嘉宾，吕奋勇，王志巍，吕奋志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聚氯化铝滤渣再利用
工艺，在一次反应釜内加入水和盐酸配制成
22%～28%的盐酸溶液，加入滤渣搅拌至溶解；
升温至 55～85℃投加含铝废渣，投加完毕后，
料液体系温度控制在 92～118℃，反应 2.5～5 
h；通过调控盐酸和滤渣的重量份数以控制反应
完成后料液的盐基度在 27%±11%；将反应后
的料液液渣分离，取母液投加铝酸钙粉，调节
料液密度≥1.20 g/mL，投加增效剂溶液，在
85～125℃反应 2.5～5 h，得到液体聚合氯化
铝；将得到的滤渣收集回用于生产系统继续参
与反应。本发明在不增加工艺设备和其它原材
料的情况下，实现了将滤渣收集回用于聚氯化
铝生产系统，大大降低了聚氯化铝生产的原料
成本，减少了滤渣的排放量，符合节能减排、
循环经济的环保理念。 
 

一种生产聚合氯化铝残渣处理装置 

公告号：203545703 
公告日：2014.04.16 
申请人：太仓市新星轻工助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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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人：李树叶，彭军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生产聚合氯化铝
残渣处理装置，它包括反应釜、成品贮罐、水
池、酸槽、压滤机、滤液贮罐、残渣贮罐，所
述反应釜通过管道与成品贮罐连接，所述反应
釜侧面的底部设有管道与水池连接，所述水池
与酸槽连接,所述酸槽与压滤机连接，所述压滤
机与滤液贮罐连接，将压滤后的残渣送到水池，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能够最大限度的减
少生产过程中残渣的排放量，且在残渣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含铝酸液能够净化水资源，最终排
出的少量残渣能够用来修建路基，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节能环保。 
 

一种以聚合氯化铝废渣和赤泥为主料的 

免烧砖及其制备方法 

公告号：103553492 
公告日：2016.01.20 
申请人：山东大学 
发明人：岳钦艳，岳东亭，高宝玉，何红桃，
张晓伟，王小娟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以聚合氯化铝废渣和赤
泥为主料的免烧砖及其制备方法，该免烧砖的
原料包括赤泥，聚合氯化铝废渣，活性矿物材
料，石灰，石膏，将各原料按配比关系进行混
合均匀，加 8～12 份水搅拌混合，经压制成型、
撒水养护制得。本发明以赤泥、PAC 废渣为主
要原料，另加粉煤灰、水泥、石灰和石膏，节
约了激发剂的用量并提高砖的强度，既能满足
免烧砖的使用性能，同时完全达到了国家标准
的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无需加入胶凝材料，无
需消耗热能，在更大意义上减少了赤泥和 PAC

废渣的堆积，解决了赤泥和 PAC 废渣的排放对
环境的污染问题。 
 

聚合氯化铝生产料渣回收利用装置 

公告号：202849084 
公告日：2013.04.03 
申请人：寿光德圣造纸化工有限公司 
发明人：郭连永，李跃忠，桑杰儒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聚合氯化铝生产
料渣回收利用装置，包括与压滤机的出料口相
连的下料斗，所述下料斗下方设有带有电动搅
拌器的搅拌罐，所述搅拌罐的进料口与所述下
料斗的出料口位置相对应，所述搅拌罐的出料
口连接到泥浆泵的进口端，所述泥浆泵的出口
端连接到聚合氯化铝反应釜。本实用新型的聚
合氯化铝生产料渣回收利用装置，能够自动回
收并利用聚合氯化铝反应釜在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氢氧化铝料渣，节省了人工。 
 

一种利用聚合氯化铝残渣进行再生产的方法 

公开号：101671047 
公开日：2010.03.17 
申请人：倪明锋 
发明人：倪明锋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聚合氯化铝残渣进
行再生产的方法，属于一种化工方法。是一种
利用铝矾土或者铝酸钙粉与酸液反应生产聚合
氯化铝后所产生的大量残渣和碱液进行反应提
取聚合氯化铝的方法。本发明具有方法设计合
理、能有效回收残渣中的铝离子，有效减轻环
境污染，节约生产成本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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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改性生物炭制备条件对其氮、磷去除性

能的影响  祝天宇，卢泽玲等，《环境工程》，
Vol.36,No.1,37～41  以林木废弃物为原料，
通过干式热解和湿式热解，制备镁改性生物炭，
并探索其对污水中氮、磷的同步去除性能。研
究表明：干式混合热解和湿式浸渍热解制备的
生物炭吸附效果无显著差异；MgCl2 浸渍制备
改性是生物炭制备的适宜方法，浸渍浓度、热
解温度、热解速度及生物炭粒径均会对吸附效
果有影响；最优条件下，镁改性生物炭对氮和
磷的吸附量分别为 35.28，110.29 mg/g。除
了吸附作用，镁改性生物炭表面形成了鸟粪石
沉淀(MgNH4PO4·6H2O)，可作为一种缓释型
炭基氮磷复合肥。 
 

镍钴双金属光催化 PMS 氧化酸性橙 7 的研
究  叶倩，张静等，《环境工程》，Vol. 36, No. 
1,47～52  在紫外光照射下，研究了以镍钴双
金属氧化物(CoNiOx)为催化剂，过硫酸氢钾
(PMS)为氧化剂的光催化氧化体系对酸性橙
7(AO7) 的 降 解 效 果 和 机 理 。 结 果 表 明 ：
UV/CoNiOx/PMS 体系降解 AO7 较相同条件
下的 CoNiOx/PMS、UV/PMS 以及单金属催化
体系效果更好；通过单因素实验法，确定了
AO7 降解的最佳反应条件，即 AO7 初始浓度
为 32 μmol/L，PMS 投加量为 120 μmol/L，催

化剂投加量为 50 mg/L，溶液初始 pH 约为 10；
溶液中的离子(HCO3

-、Cl-、Mg2+和 Ca2+)都会
对 UV/CoNiOx/PMS 工艺降解 AO7 产生抑制
作用，且抑制作用顺序为 HCO3

－＞Cl－＞Mg2+

＞Ca2+；氧气是控制光催化反应速率的因素之
一；通过投加乙醇和叔丁醇两种猝灭剂，证明
了·SO4

－在 AO7 的降解反应中起主导作用。
反应 20 min，该体系对 AO7 的去除率可达
97.5%。 

 
煤化工浓盐水热膜耦合工业盐资源化利用

研究  李琨，徐春燕等，《给水排水》，Vol. 44, 
No.1,70～75  煤化工废水近零排放技术发展
过程中，由反渗透膜系统产生含有高盐高有机
物的浓盐水引发的环境问题。由于煤化工浓盐
水不完善的处理技术制约煤化工行业发展，因
此亟待研发高效可行的煤化工浓盐水处理技术。
煤 化 工 浓 盐 水 TMC (Thermal-Membrane 
Coupling)热膜耦合工业盐分离技术中试以纳
滤分离和蒸发结晶为核心，以膜前预处理及共
结晶高级催化氧化深度去除有机物保障稳定运
行。试验结果表明煤化工浓盐水 TMC 热膜耦
合工业盐分离技术的纳滤能够有效分离多价离
子，有机物和单价离子，纳滤产水氯化钠占总
溶解性固体的 85%以上。由蒸发结晶制备的氯
化钠纯度达到工业干盐优级品标准。煤化工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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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 TMC 热膜耦合工业盐分离技术能够解决
结晶杂盐难以处置的环境问题，使煤化工浓盐
水处理实现近零排放。 

 
青岛市居民生活区与工业区污水处理厂进

水水质分析  吕博，宋德安等，《给水排水》，
Vol.44,No.1,76～81  以青岛市居民生活区与
工业区的 2 座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分析
2015 年全年进厂污水水质指标如 BOD5、COD、
SS、NH3-N、TN 和 TP 等的变化规律。结果表
明生活区污水处理厂全年进水各指标稳定，整
体处于较高水平，反映了青岛地区常年缺水情
况下居民的节水习惯。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全年
进水指标中 BOD5、COD、SS、TP 波动较大，
有时会出现极端值，特别是在 8 月、9 月和 12
月，这可能与某些季节性生产企业的废水排放
有关，水质大幅波动可能会对污水处理工艺产
生冲击；指标中 NH3-N 与 TN 较为稳定，说明
工厂企业含氮类污染物排放较少。BOD5/COD，
BOD5/TN，BOD5/TP 比值分析表明，生活区污
水处理厂进水中碳源较为充足，基本可以满足
脱氮除磷的要求；而工业区污水处理厂的碳源
明显不足。 

 
机车厂废水处理站升级改造工艺设计  翟

计红，杨兆等，《给水排水》，Vol.44,No.1,82～
84  既有废水处理站废水处理工艺为调节隔油
+气浮+砂滤池，污泥采用自然干化工艺。改造
原则是充分利用既有设施，在原有工艺基础上
增加 CAST 生化处理工艺，污泥处理改用离心
机脱水工艺，既有污泥干化场改造为封闭式堆
场。为降低气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CAST 池

采用盖板封闭措施；为提高系统抗冲击负荷能
力，反应池内填充 20%立体弹性填料。 

 
工业园区废水深度处理的活性炭吸附-混

凝技术中试研究  孙钰林，丁然等，《给水排水》，
Vol.44,No.1,85～90  以天津市某废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为基础，建立了 1 套活性炭回流旋流
分离的活性炭吸附一混凝深度处理技术，探究
污染物去除机理，系统开展中试研究了药剂投
加量、回流量、反洗周期等对污染物的去除效
果，中试运行结果表明在 PAC 34 mg/L，活性
炭 40 mg/L，PAM 3～4 mg/L，药剂成本 0.3
元/t 的情况下，能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DB12/599-2015)一级 A 排放标
准，在活性炭回流比超过 50%的情况下能一定
程度改善处理效果，强化了对亲水性小分子污
染物去除，提高处理效率。 

 
硅藻土强化混凝处理城市河道水的试验研

究  王赛赛，张振亚等，《工业水处理》 Vol.39. 
No.6,52～56  以聚合氯化铝（PAC）为絮凝
剂,研究了硅藻土强化混凝处理城市河道水的
效果,考察了硅藻土对 PAC 混凝去除水中浊度、
有机物、磷的影响及对沉降性能的改善作用,并
采用响应曲面法优化了水力条件。试验结果表
明,硅藻土能强化 PAC 对水中污染物的混凝效
果,浊度、DOC、TP 去除率相较于未加硅藻土
分别提高了 12.8%、15.5%和 10.7%。最优水
力条件:快搅速度 243 r/min,慢搅速度 62 r/min。
在此条件下,浊度、DOC、TP 去除率均值分别
为 72.4%、66.9%、92.1%,与模型预测结果较
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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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磷剂的分类及使用 
 
【导读】除磷剂是向污水中投加化学药剂，使水中磷酸根离子生成难溶性盐，形成絮凝体后

与水分离，从而去除水中所含的磷。除磷剂主要分为四类，分别是铝盐化学除磷药剂、铁盐化学
除磷药剂、钙系除磷药剂和复合新型除磷药剂。 

 
所有的污水除磷方法都包含有两个必要的

过程，首先将溶解性磷(磷酸盐)物质转化为不
溶物(悬浮)状态，然后通过固液分离将磷从污
水中除去。 

一、除磷剂的分类 
除磷剂是指向污水中投加化学药剂，使水

中磷酸根离子生成难溶性盐，且形成絮凝体后
与水分离，从而去除水中所含的磷，降至界限
值以下。使用除磷剂无需改变原水处理流程，
不必增设大型水处理构筑物，简便易行，经济
实用，可获得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根据化
学除磷法的原理，除磷剂主要分为四类： 

1. 铝盐化学除磷药剂。采用铝盐作为药剂
添加在化学除磷工艺中，经常使用的有三种，
一种是硫酸铝，一种是氯化铝，还有一种是聚
合氯化铝，在具体的反应过程中，包含两个主
要的反应过程，首先是三价铝离子通过与磷酸
根产生反应而出现沉淀，沉淀的化合物为 AlPO4。 

Al3++PO4
3－→AlPO4↓ 

其次是三价铝离子能够出现水解反应，在
这一过程中会有正电荷以及单核羟基络合物以
及多核羟基络合物的存在，在经过范德华力以
及网捕等一系列的作用后，就能达到比较理想
的沉淀效果，这样也就达到了化学除磷的要求。

在运用铝盐进行化学除磷的过程中，需要重点
控制 pH，这样才能达到理想的除磷效果，否则
会造成所排放的水体中铝盐超标。 

2. 铁盐化学除磷药剂。铁盐除磷药剂主要
有硫酸亚铁、聚合氯化硫酸铁、氯化铁及聚合
氯化铁等。铁盐与铝盐除磷反应机理类似，之
外还会发生强烈水解并同时发生各种聚合反应
吸附水中的磷。Fe2+除磷效率与 pH 相关，但
有关 Fe2+除磷适宜 pH 存在争议：有人认为
PH=8 时 ， Fe2+ 除 磷 效 果 好 ， 但 研 究 表 明
pH=7.5～8.5 时不易生成沉淀，从而降低了除
磷效率。Fe2+除磷需要较高 pH 值，而环境污
水厂处理中 pH 值通常低于 7.5。 

另外，在水中 Fe3(PO4)2没有 FePO4稳定，
这些都限制了二价铁盐在废水除磷中的应用，
实际过程中可利用好氧池曝气的特点将 Fe2+氧
化成 Fe3+来提高化学除磷效率。铁盐与磷酸盐
反应形成沉淀物相对于铝盐更加稳定，而具有
沉降速度快的优点，因此，实际应用比较多，
但是，存在出水浊度与色度高、对出水 pH 影
响大、运输和贮存麻烦、对设备腐蚀大等缺点，
同时铁也是刺激藻类生长和引发湖泊水华的一
个重要因素，这些缺点限制其使用范围。 

3. 钙系除磷药剂。向含磷污水中加入氢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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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钙，污水的 pH 上升，同时污水中磷与钙反
应生成 Ca5(OH)(PO4)3，反应式如下： 

5Ca2+ + 4OH－ + 3HPO4
2－ 

→Ca(OH)(PO4)3↓ + 3H2O 
随着 pH 的升高，污水中 Ca5(OH)(PO4)3

的溶解度降低，为使磷的去除率达到 90%以上，
需要把 pH 调至 10.5～11 范围内，在此 pH 范
围内，污水中的磷含量可降低至 0.5 mg/L 以
下。由于需要较高的 pH，对水体生物的正常生
长有一定的影响，同时钙盐除磷药剂还会引起
池壁或渠、管壁上结垢及曝气管堵塞等，因此，
钙盐除磷药剂在河道治理和城市环境污水处理
厂中应用的比较少。 

4. 复合新型除磷药剂。复合新型除磷药剂
种类多样，其中主要有聚氯化铝铁(PAFC)、聚
氯化铝(PAC)、聚氯化铁(PFC)、聚合硫酸铁
(PFS)、聚氯硫酸铁(PFCS)、聚合硫酸氯化铝铁
(PAFCS)、聚合硫酸铝(PFAS)、改性硅藻土以
及上述几种除磷药剂和 PAM、二氧化锰等形成
的混合物。这些新型除磷药剂基本上都有良好
的电荷中和与吸附架桥功能，凝聚性能良好，
絮凝体生成迅速，密集度高且质量大，沉降性
能优越，沉降的污泥脱水性能好，无二次污染，
适用水体 pH 值范围广，具有较强的去除效果，
而且药剂生产工艺简单，原料易得，生产成本
低。其中 PAFC 在环境污水厂中应用的比较多，
原因在于 PAFC 结合了铝盐和铁盐的双重优点，
化学反应速度快、形成絮体大且重、沉降快和
过滤性好等优点。 

因此，PAFC 既能克服铝盐絮体生成慢、
絮体轻、沉降慢的不足，同时又能克服铁盐除
磷的出水浑浊、色度高的缺点。改性硅藻土是

最近新使用的化学除磷药剂，其组成包括硅藻
土 PAC 和石灰等，其中的 PAC 和石灰可与
PO4

3-反应生成 AlPO4 和 Ca5(PO4)3OH 等沉淀
物，同时硅藻土具有吸附、混凝、过滤、共沉
等作用，能充分接触并除去水中的 PO4

3-。因此
除磷效果较稳定，出水 TP 变化较小。 

二、除磷剂使用方法 
1. 投加量的确定。除磷剂投加量的确定依

据有一下几种因素：原水中的磷含量、原水中
磷的种类、设计出水的磷含量(国家标准)和除
磷效率(除磷剂投加之后的含磷量)。最终投加
量的确定要经过小试和中试的实验确定，或根
据同类相似工程的经验值确定后进行中试验证，
确保出水达到相关法规要求。 

2. 直接投加法。固体或粉末状的除磷剂不
经过稀释而直接投加到水体中的方法，但是这
种方法的使用有一定的限制因素：第一所处理
水体的 pH 为酸性环境，第二要求水体中有搅
拌装置，否则除磷效果非常有限。由于除磷剂
没有与水体充分混合，与磷发生相关的化学反
应的几率低，因此这种方法更多的适用于污水
处理厂。 

3. 稀释之后投加法。将固体或粉末状除磷
剂经过一定的稀释比例稀释之后直接投加到目
标水体中，这种方法使用的范围更广。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注意事项： 
1. 投加量：需经过科学计算和相关实验确定。 
2. 稀释过程中的搅拌：充分搅拌。 
3. 投加点的选择：在水流湍急、河道狭窄

处进行稀释液的投加。 

确定投加量 搅拌稀释至 10%～20% 泵入目标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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