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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盐及其危害1.废盐及其危害



废盐：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副产结晶盐类

产量

废盐年产量超过2000万吨

化工产品(特别是农药)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副产盐渣，全国每年副产
盐渣就达500万t以上（2016年危废产生量5347万吨）。

来源

水处理：纯水制备、化学制备（软化）、高盐废水处理

化工生产副合成产物

按组成分类

废盐

废盐 混盐

单一废盐

杂盐（含杂质）



有害杂质 直接健康危害

 亚硝酸钠：急性毒性：LD50=180mg/kg（大鼠经口）、LC50=5.5mg/m3（大鼠吸

入4h）

 草甘膦副产氯化钠：草甘膦，双甘膦，重金属等

 环氧树脂副产氯化钠：甲基异丁基酮、环氧氯丙烷、1，2-二氯丙烷、2-己酮、

苯酚

废盐若处理不当，会直接导致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污染土壤，破坏

生态环境，导致土地盐碱化，恶化农业生产环境

废盐的危害



2.废盐管理2.废盐管理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明确将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化学合成原料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

液及反应基废物划定为危险废物。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蒸馏及反应残余物（HW04）

 农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母液（HW04）

 石油行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等的精（蒸）馏残渣（HW11）

 氯碱行业氯化汞触媒泥(HW29含汞废物)

 氯碱行业含汞废盐/泥(HW45含汞废物)

 氯碱行业精馏残渣/高沸物(HW11精馏残渣）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对废盐的管理



《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02）：直流冷却水中Cl-含量小于300mg/L，
循环冷却系统补充水中Cl-含量要求低于250 mg/L。

河北省《氯化物排放标准》（DB 13/831－2006）中：向三类水体排放废水的盐化工、金属
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工业、皮革皮毛制造业及其他行业的盐排放限值为300mg/L、250mg/L、
250mg/L和300mg/L

河南省《盐业、碱业氯化物排放标准》（DB41/276-2011）：制盐、制碱企业的废水排放限
值为350 mg/L。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21 1627-2008）：排入自然自然水体最高允许排放盐浓度
为400mg/L；排入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中盐含量最高为1000mg/L。

山东、江苏等省份也对污水排放的盐度做出相应规定，盐度的排放限制分别为500mg/L和
800mg/L。

国家及地方中对含盐废水的要求

行业分类 分类
氯化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以Cl-浓度计）（mg/l）
一级 二级 三级

盐化工
Ⅰ 300 500
Ⅱ 350 400 600

金属表面处理
及热处理加工

Ⅰ 250 300 400
Ⅱ 300 350 450

皮革、毛皮及其制
品业

Ⅰ 250 300 400
Ⅱ 300 350 450

其它行业
Ⅰ 300 350
Ⅱ 400 500



“清废行动2018”——生态环境部抽调3000人，组成150

个督查组，于5月9日-5月15日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开

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发现的

固体废物环境违法行为将予以严肃查处。

“生态环境部就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等问题约谈7

市政府”：2018年5月11日，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广

东省广州、江门、东莞，江苏省连云港、盐城，内

蒙古自治区包头和浙江省温岭等7市政府，要求加强

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严厉打击非法

转移倾倒行为，依法问责相关责任人员，切实压实

责任，加快解决问题。

废盐产废单位环保压力很大



3.废盐处理及资源化3.废盐处理及资源化



石油天然气开发钻井过程：钻井液

两碱行业

 纯碱行业
 氯碱行业

农药行业

 除草剂
 杀虫剂
 杀菌剂

煤化工

印染行业

固体废物处理行业

废盐的行业



钻井液 水基钻井液

油基钻井液

气体型钻井流体

淡水钻井液

饱和盐水/盐水钻井液

混合乳化（水包油）钻井液

不分散低固相聚合物钻井液

钾基钻井液

聚合物钻井液

无机盐

有机盐

CaCl2/Ca(NO3)2、

硫酸钾盐、硅酸盐、

KCl、NaCl

石油天然气开发钻井过程：钻井液

石油天然气开发钻井过程废水：3000～20000mg/L的Cl-，10000～40000mg/L

的含盐量，最高能达到几十万mg /L。



2015年1月-8月，全国原盐产量5516万t，两碱工业用盐量累计为

5212万t，占比94.89%。

两碱行业也是废盐产量较大的行业

两碱行业



氨碱法生产纯碱，以食盐、石灰石和氨为原料

纯碱行业

CO2

NH3

NaCl 氨盐水

NaHCO3

CO2

Na2CO3

NH4Cl
NaCl

NH3

CaCO3

煤

CO2

CaO Ca(OH)2

Ca(OH)2 NaCl 5-10%
CaCl2 10-15%

80-120mg/L NH4Cl

纯碱行业在生产纯碱过程中排放出大量的氨氮废液并伴随含量很高的

盐分，纯碱行业高盐氨氮废水中氯离子浓度高达100g/L



工业上用电解饱和NaCl溶液的方法来制取NaOH、Cl2和H2，并以

它们为原料生产一系列化工产品，称为氯碱工业

2016年，中国烧碱装置产能约为4026万t/a，产能占全球比重达

40%以上

氯碱行业



每生产1tNaOH大约产生10～30kg盐泥

全国氯碱行业烧碱年产4026万t，盐泥年产量40.25万t～120.78万t

氯碱行业废盐产量



由于原盐需要除杂Ca2+、Mg2+和SO42-，在电解前通常向粗盐水中加入

Na2CO3、NaOH和BaCl2进行精制

盐泥废渣中含有SiO2、CaCO3、Mg(OH)2、BaSO4

盐泥
添加剂

制备化学品

水处理领域吸附剂

制备轻质氧化镁

生产硫酸钙晶须（四平昊华有限公司）

作为聚氯乙烯填料（新疆天业有限公司）

燃煤添加剂

钻井液添加剂

陶粒等建材（新疆天业有限公司）

土壤改良剂（南宁化工设计院）

市政：融雪剂

氯碱行业废盐中废盐的资源化利用方式



我国2015年农药生产总量132.8万吨，其中除草剂产量最大，82.7

万吨，占比64%。杀虫剂次之，为23%，最后为杀菌剂13%

农药行业

农药

除草剂

杀虫剂

杀菌剂

其他



草甘膦产量和使用量较大

农药使用情况（江苏） 农药生产情况

除草剂



我国大约70%的草甘膦是通过甘氨酸法生产获得的

草甘膦生产

氯乙酸

缩合 酸化 缩合 氧化

氨水

成品

盐酸氢氧化钙

甲醛，
三氯化磷 浓硫酸



中国的草甘膦产量占全球产量的80%，

通过甘氨酸法生产草甘膦将副产含草甘膦（约1%）和大量盐分（NaCl

，约15%）的生产废水

草甘膦废水

母液 中和 精馏 蒸发 副产固体盐

三乙胺碱

多效蒸发 固体盐



双极膜电渗析技术在本章探索实验中被用来脱除草甘膦生产废液

中的盐同时将NaCl转变为相应的HCl和NaOH

草甘膦废水



煤化工是指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

燃料以及化学品的过程。主要包括煤的气化、干馏、液化等。

煤化工行业



煤化高盐废水

污水处理站

煤气化废水、净化学废水、
生活污水

回用水站 脱盐水站
超滤

废水

反渗透除盐 循环废水
化学水废水

浓盐水

浓盐水站 高效反渗透工艺
浓盐水

浓盐水

蒸发结晶循环水站净水站

新鲜水
循环冷却水

盐分来自三个部分：（1）包括除盐水和循环水生产环节引入的盐分；（2）废水

处理和再生利用环节添加的药剂；（3）厂区生产所需新鲜水中引入的盐分。

盐分主要为氯化钠和硫酸钠



国家环保部于2015发布《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文件

中明确指出结晶盐暂时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

结晶杂盐作为危废处理，处理成本很高，送至危废处理厂的吨处理费用为3000

元，40亿m³标煤制气日产结晶杂盐150吨，日费用45万元。

预处理 膜处理 蒸发结晶

处置①化学处理
(CaO+MgO；絮
凝剂)
②多空介质过滤
③离子交换树脂

UF
NF
RO
HERO

①自然蒸发
②强制自然蒸发
③多效蒸发
④机械蒸发

浓盐水 高浓盐水 结晶盐

资源化

预处理后填埋

除杂后制作
工业盐

煤化废水结晶盐处置



印染行业

两类主要废水

染料生产工艺废水

印染工艺废水

 废水中的有机组分大多以芳烃及杂环化合物

 含盐量5～15%，无机盐如NaCl, Na2SO4, 

Na2S等，

硫化藍3R

硫化黑2BRN

2015 年我国生产染料达92. 2万吨，品种超多1200种，占全球总产量的65%以上



我国飞灰中氯含量高达到100-200g/kg以上。

2015年，全国的飞灰产量约为400万吨，若能提取其中的可溶性盐，则约有工业

级钾盐40万吨、工业级钠盐80万吨。

水洗

飞灰

高浓盐水

膜处理

蒸发

结晶盐

脱盐水

环保行业——飞灰处理



沉淀除杂：通过将结晶盐溶水，投加试剂沉淀杂质元素，再予以回收。

 热处理（液相焚烧技术、高温熔融法、等离子）：

针对含有有机杂质的杂盐，通过低温热解、加热挥发、高温破坏有毒有害

有机物等方式进行解毒，主要针对农药副产废盐。

高级氧化：在通过化学氧化剂，如次氯酸钠、双氧水、臭氧等氧化剂，将有机污染

物氧化解毒。

 洗涤法：采用饱和的副产品溶液进行清洗，分离有害物质。

 双极膜：直接分解含盐废水，生成相应的酸和碱，回用生成

废盐前处理方式总结



4.最终处置4.最终处置



主要针对氯化钾、氯化钠、氯化钙等

适于近海地区

含盐废水在近海直接排海，

将收集起来的废盐运至公海进行深海排放。

排海



《海洋倾废公约》

 每一缔约当事国应指定一个或多个适当当局：（1）按本议定书颁发许可证；（2）记录被

实际倾倒情况；（3）对海洋状况进行监测。

 可考虑倾倒者（1）疏浚挖出物；（2）污水污泥；（3）鱼类废物或工业性鱼类加工作业

产生的物质；（4）船舶及海上人工构造物；（5）惰性、无机地质材料；（6）自然起源

的有机物；和（7）主要由建筑用铁、钢、混凝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第六条 需要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单位，应事先向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十一条 废弃物根据其毒性、有害物质含量和对

海洋环境的影响等因素，分为三类。

一、禁止倾倒附件一所列的废弃物及其他物质（附件一），可获得紧急许可证进行倾倒。

二、倾倒附件二所列的废弃物（附件二），应当事先获得特别许可证。

三、倾倒未列入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低毒或无毒的废弃物，应当事先获得普通许可证。

排海环境管理



填埋是我国工业废杂盐的主要处置手段。

但依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的相关规定，废盐必须进入刚性填埋

场(水溶性物质含量高于10%)。

填埋



5.面临的问题5.面临的问题



1、废盐产生量大，处置技术难度大、成本高

• 废盐是危废中的一大类，年产量超过2000万吨；

• 宜资源化；

• 废盐处置技术难度大，处置成本企业难以承受；

2、国内外缺少可工程应用的废盐资源化处置技术

• 废盐成分复杂，有毒有害性大，处置技术难度大，不适宜标准化的设备；

• 国内目前专业的废盐资源化处置企业极少；

3、废盐资源化缺乏标准的支撑和政策引导

• 目前国内无废盐处置技术规范及高标准的资源化标准，造成众多企业以
不能实现危废解控、标准较低的企业标准规避危废监管；

废盐处置现实问题分析



标准需求

产废企业

废物如何管理&
资源化产品

固废/危废处理

资源化产品&
处理方式

急需细分层面的管理标准

具备顶层法规

技术较多实践经验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谢谢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

联系方式：010-62794351；010-82686410；

e-mail：gtfw@caepi.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