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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某铀矿点废水处理的优化设计 

黄连军，范利军，彭 洪，赵晓晖，李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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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废水分为较高铀质量浓度废水和低铀浓度废水分别处理 ，且增加矿泥处理。通过该优化设计，较好地 

解决了 721—15废水站处理能力不足和矿井水混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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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州某铀矿点废水[ ]21 主要为 721—14(1 储 

量已注销)、721-15坑道流出水、矿仓流出水和废 

石场露天积聚水等，由721—15废水站采用“离子 

交换回收铀一槽式排放”来处理。该矿点外排废水 

量：正常季节约为 2 100 1TI。／d(其中 721—14坑道 

废水量约为 1 300 1TI。／d，721-15坑道废水量约为 

800 nl。／d)，雨季约为 3 800 rn。／d，枯水季约为 

1 700 123．。／d，随着 一250 IT1中段及未来更多中段 

的开拓，外排废水量将随之增加。 

721—15废水站设计处理能力为 2 000 m。／d， 

实际最大处理能力仅为 1 440 m3／d，该废水站处 

理能力明显不足[1]2n。为此，对该矿点废水处理 

进行了优化设计。 

1 废水处理优化设计概述[ ] 。 

优化设计遵循清污分流、综合治理、化害为利 

和先易后难的废水治理原则，增加矿泥处理，优化 

设计时将含有p(U)>1 mg／L的废水定义为较高 

铀质量浓度废水，反之为低铀质量浓度废水。 

优化方案包括矿泥处理和铀回收 2部分。 

1．1 矿泥处理 

从废水中分离出矿泥可使废水中含固量降至 

20 mg／L、矿泥含水量约达 2O ，便于处理及外运。 

废水进入平流澄清池，控制水的流速，保证水 

在 池 中 的 停 留 时 间，加 入 适 量 的 絮 凝 剂 

(PAC)n]2 ，提高固体颗粒的沉降速度和矿泥的 

浓缩效果，废水中的矿粒慢慢沉积于池底排泥沟， 

从而得到清液和矿泥浆。 

矿泥浆送入浓密机浓缩，一般浓密机底流排 

出的矿泥含水量为 45％～50 ，将此矿泥再送板 

框压滤机过滤，所得滤饼(含水量约 2O )直接装 

车运至尾矿坝。 

1．2 铀回收[妇 ” 

1．2．1 较高铀质量浓度废水 

在正常情况下，p(U)>1．O0 mg／L的废水量 

约为 800 m。／d。 

采用离子交换 法 回收铀[2]6 ，使废水 中 

(U)由1．O0～1．72 mg／L降至 0．3 mg／L以下， 

经检测合格外排；提取出来的铀溶液经碱分解法 

沉淀得到铀浓缩物。 

回收铀的离子交换过程中，721-15废水站共 

有 6个离子交换塔，3个塔串联为 1组，然后 2组 

并联进行吸附，若首塔树脂饱和，则从吸附系统中 

切塔后进行单塔淋洗。 

1．2．2 低铀质量浓度废水 

p(U)< 1．00 mg／L的低质量浓度废水经 

PAC絮凝沉淀后，p(U)为 0．2 mg／L左右，小于 

0．3 mg／L的外排标准，使低浓度废水不需经过离 

子交换工序即可达到外排标准。这样可以减少废 

水处理的经济负担[3]4 。 

2 优化设计流程及工艺参数 

2．1 流程 

废水处理工艺优化设计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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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外排 

图 1 废水处理工艺优化设计流程图 

2．2． 工艺参数 

2．2．1 较高铀质量浓度废水 

1)澄清工序。絮凝剂 (PAC)加入量为 4O 

mg／L，接触时间为 lO min，溶液澄清前后含固量 

分别为 127~320和<2O mg／L，沉淀所得泥浆液 

固质量比为 4～6，送浓密工序。 

2)吸附工序。采用密闭式高流速固定床，408 

强碱性 阴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吸附。处理量为 

1 440 m。／d；吸附原 液 P(U)为 1．O0～ 1．72 

mg／L，pH为7～9；树脂转换系数为 2．3，操作铀 

容量为每 g干树脂 30～35 mg；工作段数为 2～3 

段，每塔树脂床高度为 2．8 m，空塔线速度为 25 

m／h，操作压力<0．4 MPa；吸附尾液p(U)<0．3 

mg／L。 

3)冲洗工序。冲洗水为工业水，冲洗体积为 

9倍床体积，工作段数为 1。 

4)淋洗工序。采用密闭式高流速固定床、单 

塔淋洗，淋 洗剂为 20 g／L Na。COs+60 g／L 

NaC1，合格液体积为 5倍床体积，贫液体积为 7～ 

8倍床体积(一次贫淋洗液返回配制淋洗剂)，淋 

洗时间为 10 h，合格液 ID(U)为 5～35 g／L，每 g 

干树脂残余铀容量<O．9 mg，工作段数为 1。 

5)产品沉淀工序。采用浆体循环黄饼沉淀工 

艺，NaOH(片碱)为沉淀剂，沉淀终点 pH 为 

13．5，温度为 25～50℃，沉淀反应时间为 4O 

min，沉淀老化时间>20 h，吨铀沉淀剂消耗为 3 

t，母液p(U)<100 mg／L。 

6)母液处理工序。采用 HC1作中和剂，pH 

为 8～9，絮凝剂用量为 80 mg／L，絮凝后 ID(U)< 

0．3 mg／L，可外排 ，滤饼外运至尾矿坝。 

2．2．2 较低铀质■浓度废水 

1)澄清工序。絮凝剂用量为 80 mg／L，接触 

时间为 10 min，溶液澄清前后含固量分别为127～ 

320、<20 mg／L，絮凝后p(U)<O．3 mg／L，沉淀所 

得泥浆液固质量比为 4～6，送浓密工序处理。 

2)浓密工序。所得底流矿泥含水量为45 ～ 

50 ，送板框压滤工序处理。 

3)板框压滤工序。压滤所得矿泥含水量约 

2O ，滤饼外运至尾矿坝，滤液视其 p(U)达标情 

况，送吸附工序或外排。 

4)外 排液储槽 工序。pH 为 7～9，外 排 

|D(U)<O．3 mg／L。 

3 工程设施 

在原有基础上[3]4 721—15废水处理站新增 

的主要构筑物和设备有：沉沙池(1 500 m。)，1个； 

平流式澄清池(180 m。，砖体耐酸混凝土)，2个； 

浓密机(直径 15 m)，1台；板框压滤机(8 ITI。)，1 

台；矿泥仓(30 ITI。)，1个。 

4 结束语 

1)采用浓密机将矿泥浓缩后用板框压滤脱水 

的工序，既能降低含固量，使废水达到高流速密实 

固定床的处理要求，又可避免矿泥流失对矿区周 

围环境的污染，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 

2)考虑到废水含固量为 127～320 mg／L，经 

絮凝得到泥浆量不是很大和节省投资等因素，较 

高 p(U)废水经絮凝澄清处理所得的泥浆和低 

p(U)废水经絮凝澄清处理所得泥浆可分时分别 

在 1台浓密机中浓密处理。浓密所得溢流及浓密 

机底流经板框压滤所得清液，根据清液 |D(U)高 



第3期 黄连军，等：抚州某铀矿点废水处理的优化设计 167 

低，分别进行处理。板框压滤所得滤饼送尾矿坝。 

3)低浓度废水处理的目的主要是通过絮凝沉 

淀去除铀，使废水达标后直接外排。该优化设计 

在技术及经济上是可行的，减少了离子交换工序 

的废水处理量，可相应地减少处理费用，减少处理 

站的经济亏损L3]4 。。经实验室试验验证是可行 

的，但工业生产运行时是否确保外排废水 p(U)低 

于 0．3 mg／L，尚需实证。 

4)当工业生产运行能确保外排废水 p(U)低 

于 0．3 mg／L时 ，则对 于低浓度 的 721-14废水只 

需通过絮凝沉淀去除铀，使废水达标后直接外排， 

省去密实固定床的吸附。721—15废水站实际最 

大 处理能力 为1 440m。／d，减去必须处理 的721— 

15外排废水量 800 m。／d，富余 640 m。／d；富余的 

处理量即可满足今后一250 m 中段 的开拓及未来 

更多中段的开拓新增的外排废水量，而不再增加 

新的密实固定床。 

5)通过该优化设计，能较好地解决 721—15废 

水站处理能力不足和矿井水混浊的问题。 

参考文献 

E13 黄连军，彭洪，廖卫东 ，等．絮凝沉淀含铀矿井水的 

试验[J]．铀矿冶，2012，31(4)：211—213． 

E2] 赵宏圣，李学群，蒋书典，等．铀矿冶污染治理[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 

E3-1 黄连军 ，赵晓晖，范利军 ，等．721—15废水站废水处 

理工艺经济分析[J]．铀矿冶，2013，32(1)：46—48． 

The optimized design for waste water treatment of a uranium mine in Fuzhou 

HUANG Lian-j un，FAN Li—j un，PENG Hong，ZHAO Xiao—hui，LI Deng-feng 

(Fuzhou Jin’an Uranium Co．，Ltd．，CNNC，Lean 344301，China) 

Abstract：The waste water treatment design of a uranium mine site in Fuzhou was optimized。inclu— 

ding that the waste water was divided into high uranium concentration wastewater and low uranium 

concentration waste water and they were treated respectively，and the sludge after flocculating was 

treated．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treatment capacity in the 721—15 waste water treatment station 

was solved by optimization and the pollution tO the environment around the mine was avoided． 

Key words：uranium-bearing wastewater；sludge；treatment；optimization design 

2012年世界各国铀矿山的铀产量 

2012年世界各国铀矿山的产量(以 U计)总计为 58 394 t，比 2011年的 53 494 t增加了4 900 t。 

哈萨克斯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产量分别占世界铀矿山总产量的 36．5％、15％和 12％。2012年世界 

各国铀矿山产量(以 U计)见下表： 

*为估算值。 

陈隆玉 摘译 自http：／／www．world-nuclear．org／info／Nuclear-Fuel-Cycle／(2013-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