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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行业重金属在线回收清洁生产技术
汪晴 1,2, 熊杰 1, 叶锦韶 2,*
1. 珠海市金湾区环境监测站, 珠海 519000
2. 暨南大学环境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为了提高电镀企业水重复利用率, 降低物料单耗, 减少重金属产生量, 提升企业清洁生产水平, 通过某电镀厂清
洁生产实例, 介绍了膜分离和离子交换在线回收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技术特性, 计算了经济可行性, 对比了水重复利用
率、物料单耗、重金属产生量三项指标。结果表明, 该技术的内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 镀镍工序水重复利用率提高
了 60.1%, 物料单耗降低了 4.51%, 废水中镍产生量每年减少 360 kg, 镀铬工序水重复利用率提高了 46.0%, 物料单耗降
低了 10.4%, 废水中 Cr(VI)产生量每年减少 34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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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for heavy metals in electroplating industry clean
production
WANG Qing 1, 2 , XIONG Jie 1 , YE Jinshao2,*
1. Zhuhai Jinw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tation, Zhuhai 519000,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use rate of water,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decrease the discharge of heavy
metals,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clean production in electroplating enterprises, the feasibility of in 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for heavy metals was discussed. The clean production of a plating factory was used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technical feature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and ion exchange in-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The economic
feasibility was calculated, and three indices such as the reuse rate of water,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and discharge of heavy
metal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of this in-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was higher
than benchmark yield. In Ni electroplating process, the reuse rate of water increased by 60.1%, the consumption of materials
decreased by 4.51%, and the discharged value of Ni reduced 360 kg per year. Those in Cr electroplating process were 46.0%,
10.4%, and 340 kg per year, respectively.
Key words: electroplating; clean production; heavy metal; in-situ recycling

1 前言

国制造业中不可或缺的配套工业, 主要运用于机
械、仪器、仪表、轻工、印制电路板、电子元件、

电镀作为一种可对金属和非金属表面进行装

航天等工业领域[1–2]。长期以来, 我国电镀行业粗放

饰、防护及功能性加工的表面处理技术, 已成为我

式经营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 也使企业效益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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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持续发展。电镀工艺中需使用大量的重金属材

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 从源头削减污染, 提高

料, 未被利用的电镀原材料被作为废物排放, 不仅

资源利用效率, 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

污染环境, 而且处理成本高。环境污染的实质就是

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 以减轻或者消除对

资源利用不充分, 特别是重金属, 通过在线回收技

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7]。

术提高重金属的利用率就是直接减少环境污染。该

电镀行业清洁生产的主要措施为:

技术也是清洁生产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无害

(1) 采用清洁的生产工艺。采用对环境无害或少

化四个原则的体现, 使企业从被动消极的末端治理

害的材料和工艺, 来替代传统电镀过程中使用的有

转向积极主动的清洁生产

[3–4]

。本文将对某电镀厂清

洁实例进行分析, 通过计算在线回收技术的经济可
行性, 比对实施该技术后水重复利用率、物料单耗、
重金属产生量三项指标, 评价该技术的可行性。
2

电镀工艺及清洁生产措施
电镀工艺大致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镀前处理,

毒有害的重污染化学品, 如推广低铬、无铬钝化工
艺, 无氰电镀工艺, 其他代替工艺等[8–9]。
(2) 清洁的电镀生产过程控制。通过对企业管理
人员及操作人员的培训, 不仅提高其管理意识和环
境保护意识, 更重要的是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使他
们认识到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只要采取一些简单易
行、低成本的措施, 即可大大降低原材料和能源的

主要目的是使镀件表面光洁、无油、无锈, 从而增

消耗, 从而节约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

进镀层的附着力, 包括高温化学除油、超声波除油、

失效的电镀溶液等, 此类废水数量不多, 但浓度高、

(3) 循环利用与资源化。电镀生产中可做到资源
回收、循环利用的是清洗水的循环利用和有价值金
属的回收使用。回收有价值的金属是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的最佳环境保护措施。如印制电路板行业中的
蚀刻废液含有大量的铜(150 g·L–1 以上), 必须通过
回收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重金属在线回收技术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的特点,
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水重复利用率, 另一方面回收
的金属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此外随着电镀技术的发展, 电镀工艺也将向闭
路循环工艺方向发展, 改变电镀清洗方式, 引入在
线监测系统, 加强电镀液的回收, 提高资源的利用
率, 做到电镀工艺的闭路循环。重金属在线回收技
术也正是电镀工艺的发展方向。

污染大; 三是工艺操作管理等原因引起的“跑、冒、

3 重金属在线回收技术

阴极电解除油、阳极电解除油、酸电解除油、酸洗
活化等工艺; 二是电镀部分, 通过电沉积方法得到
所需金属覆盖层从而改进工件表面性能和外观, 包
括镀铬、镍、锌、铜等工艺; 三是镀后处理, 主要包
括除氢、钝化、干燥等工艺, 其目的是进一步提高
镀层的耐蚀性[5]。
电镀生产中产生的废水含有有机物、重金属、
酸、碱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金属对环境和人类
的危害最大。重金属来源主要有: 一是镀件漂洗水,
该类废水几乎占车间废水排放总量的 80%以上, 其
浓度较低, 数量较大, 属于经常性排放; 二是废镀
液, 包括工艺上所需的倒槽、过滤镀液后的废弃液、

滴、漏”; 四是冲洗极板等设备产生的废水。其中
前两种废水中的重金属回收利用价值较大, 漂洗水

3.1 膜分离在线回收技术

中重金属可回用到镀槽, 废镀液作为危险废物, 一

膜分离技术以选择性透过膜为分离介质, 在外

般按国家规定的处理办法处置。近年来膜分离技术

力的推动下, 对混合物进行分离、提纯、浓缩, 能有

的快速发展, 为电镀废水的在线回收创造条件, 特

效净化废水并富集溶解金属。目前常见的膜分离技术

别是将几种膜分离过程联合起来, 或将膜分离与其

包括微滤、超滤、反渗透、纳滤、渗析、电渗析、渗

他分离方法结合起来, 发挥其最大的效率, 实现电
镀废水零排放的可能[6]。

透蒸发、气体分离及液膜等[10]。以反渗透为例, 废水

目前国家十分重视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大部

水分子通过, 阻止溶解金属和杂质通过, 使通过的水

分地区都已要求电镀行业企业每两年开展一轮清洁

得到净化, 并可循环使用, 而被阻止的金属化合物可

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

直接回用。利用反渗透方法处理含镍废水, 可以实现

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业技术与设备、

闭路循环, 逆流漂洗槽的浓液经过预处理后用高压

在一定的压力下, 通过离子树脂半透膜, 该膜只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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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打入膜组件, 浓缩液返回镀槽重新使用, 透过液可
补充到漂洗槽, 作为清洗水。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
膜分离技术具有分离效能高、能耗低、操作方
便、占地面积少等优点[11–12]。利用膜分离技术可从
电镀废水中回收重金属和水, 减少对环境污染, 产
生良好经济效益, 实现电镀行业的清洁生产[13]。
3.2 离子交换在线回收技术
离子交换是利用高分子合成树脂进行离子交换
的方法。树脂中含有一种具有离子交换能力的活性
基团, 进行选择性的交换或吸附, 再将被交换的物
质用其他试剂从树脂中洗涤下来, 达到去除或回收
的目的。相比反渗透技术, 离子交换技术无浓水产
生, 不存在浓水浪费, 当树脂吸附饱和后出水水质
下降立即启用备用系统, 饱和的树脂立即可以再生,
基本实现闭路循环[14]。
该技术处理含铬废液一方面在线回收净化并循
环利用镀铬带出液, 另一方面净化受到污染的镀铬
槽液, 使之能重复使用[15–16]。工艺流程如图 2 所示。
该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1) 通过铬液浓度测量仪检测回收槽溶液, 当
槽液铬酸酐达到规定浓度后, 整槽溶液泵入储存槽;
(2) 当储存槽内铬镀液到达规定液位后, 进入
净化装置, 清除其中的杂质, 净化后的铬镀液转入
浓缩装置;

图 1 膜分离在线回收技术流程图
Fig. 1
The process of membrane separation in-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图 2 离子交换在线回收技术流程图
Fig. 2 The process of ion exchange in-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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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铬镀液经过浓缩后, 按日常生产需要补充
回电镀槽使用;
(4) 当电镀槽溶液杂质含量偏高时, 抽出部分
槽液至储存槽, 与回收槽溶液进行混合(混合后铬酸
酐浓度不超过 150 g·L–1), 经过净化并浓缩后返回电
镀槽使用;
(5) 逆流漂洗槽的浓液经过预处理去除悬浮物
及其他杂质后进入离子交换系统;
(6) 离子交换洗脱再生后得到回收液进入储存
槽, 净化浓缩后回用到电镀槽。分离后的回用水再
次投入漂洗槽。
目前, 铬镀液及其废液的净化回用技术不仅满
足实际生产的需要, 也实现了全自动化控制。该技
术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镀行业清洁生产技术
推行方案》。
4

技术应用实例

4.1 企业基本情况
某公司是一家五金配件加工、烤漆、电镀的台
资企业, 占地 4500 m2, 现有员工 170 人, 年均产值
达 1400 万元, 年均加工电镀各种成品 2400 万件。
公司拥有三条电镀线(其中两条自动线、一条半自动
线), 主要镀种包括镀铬和镀镍。五金件经过热脱附、
初段、酸电解、负电解、正电解五个阶段的脱脂处
理后, 进行镍打底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属镍, 再经过
酸铜槽镀上铜, 经过全光镍(半光镍)镀上一层具有
保护性质的镍层, 然后根据工艺需求镀上青铜或黑
镍或铬, 最后经钝化烘干包装成成品。公司生产废
水主要来源于电镀过程中镀镍、镀铬、镀铜等工艺,
由镀液伴随着镀件带出, 并在漂洗槽中洗去, 从而
形成含重金属的废水。公司目前已完成了两轮清洁
生产, 在 2011 年第一轮清洁生产中实施了镍在线回
收方案, 在 2013 年第二轮清洁生产中实施了铬在线
回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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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镍在线回收方案

也不用添加大量化学药剂, 系统产生的膜浓缩液和

4.2.1 方案产生的原因
电镀车间排出的镍清洗废液没有进行镍回收,
既增加了生产成本, 又容易造成污水处理站出水重
金属浓度超标。增设在线回收系统后, 一方面能对
镍槽清洗浓水中金属进行回收, 节省金属资源; 另
一方面, 处理后的清洗浓水可回用到生产线, 降低
了新鲜水用量, 节省水资源。在清洁生产审核验收
要求中, 定性指标也明确规定了必须回收镍[16]。
4.2.2 方案的简述及要点
公司选择目前较先进的膜分离技术处理电镀清
洗水, 含镍废水首先收集到原水池, 经过机械过滤
去除大部分悬浮物、胶体等, 然后进入保安过滤, 去
除有机物、油脂等, 使出水符合一级膜系统的进水
条件。经一级膜系统处理后的浓水达到一定浓度就
进入二级膜系统, 二级膜系统浓缩处理后达到回用
标准便返回镀槽使用。一级和二级膜系统的透过液
可返回漂洗槽使用。工艺流程如图 3 所示。

膜透析液可进行回收利用。反渗透膜技术在电镀行

4.2.3

技术评估

业已获得逐步推广应用, 其技术已相对成熟。该设
备占地面积小, 可在生产线上切入, 不需另外增加
场地安装, 技术上可行。
4.2.4

环境评估

该方案属于降耗减排项目。方案实施后, 不仅
回收了镍离子, 同时减少含镍废水的排放量, 减轻
废水处理负荷, 提高资源利用率, 环境上可行。
4.2.5

经济评估

由表 1 可知, 该方案总投资 12.5 万元, 投资偿
还期 2.32 a, 内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 故该方案
经济上是可行的。
4.2.6

方案实施效果

(1) 水重复利用率
由表 2 计算可得实施前后镀镍工序的水重复利
用率提高了 60.1%。
(2) 主要材料单耗
由表 3 计算可得实施前后镍板、硫酸镍、氯化

镍在线回收系统是在镀镍生产线上安装反渗透
装置, 采用反渗透技术可以不改变漂洗水的相态,

镍单耗分别降低了 3.93%、5.44%、4.18%, 平均降
低了 4.51%。

图 3 镍在线回收工艺
Fig. 3 The process of Ni in-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表 1 经济评估指标
Tab. 1 The economic evaluation index
项目

公式

结果

项目投资 I/万元

/

12.5

年运行费用总节省 P/万元

/

6.22

设备年折旧费 D/万元

10%D

1.25

年增加现金流量 F/万元

(P–D)×(1–17%)+D

5.38

投资偿还期 N/a

I/F

2.32

净现值 NPV/万元
(i=10%, n=10)

n
F

I
j 1 1  i  j

20.56

内部收益率 IRR/%

i1 



NPV1 i2  i1



NPV1  NPV2

(3) 废水排放情况
主要监测了含镍废水总的排放量和总镍的浓度,
由表 4 计算可得实施前后总镍平均一个月产生量减
少了 30.1 kg, 排放量减少了 0.3 kg, 每年产生量减少
360 kg, 排放量减少 3.6 kg。
通过以上三个指标在实施前后的对比表明镍在
线回收技术能够提高水重复利用率, 降低原材料的
单耗, 减少污染物产生量, 减轻污水处理设施负担,
结果证明镍反渗透在线回收技术可行。
4.3 铬在线回收方案

42

4.3.1 方案产生的原因
铬作为电镀行业污水排放指标中第一类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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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镀镍工序用水量
Tab. 2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Ni electroplating process
时间

新鲜用水量/(t·d–1)

循环用水量/(t·d–1)

串级用水量/(t·d–1)

水重复利用率/%

实施前

47.1

8.9

50.2

55.6

实施后

5.3

35.3

7.6

89.0

注: 循环用水量包括中水回用水和镍在线回收系统用水, 串级用水量指三级逆流漂洗用水。水重复利用率=(循环水+串级水)/(新鲜水+循
环水+串级水)×100%。

表 3 镀镍工序主要材料消耗情况
Tab. 3 The main materials consumption of Ni electroplating process
实施前

实施后

项目
材料

用量/kg

电镀面积/m

单耗/(kg·m )

用量/kg

电镀面积/m2

单耗/(kg·m–2)

2

–2

镍板

19754

277057

0.0713

18029

263204

0.0685

硫酸镍

20918

277057

0.0755

18792

263204

0.0714

氯化镍

15238

277057

0.0550

13871

263204

0.0527

表 4 含镍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Tab. 4 The generation of Ni-containing wastewater pollutants
时间

废水产生量/t

处理前浓度/(mg·L–1)

废水排放量/t

处理后浓度/(mg·L–1)

实施前

1956

18.5

1897

0.16

实施后

487

12.5

472

ND

–1

注: ND 表示未检出, 检出限为 0.05 mg·L 。

按照《电镀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CrO42– 和 Cr2O72–, 当树脂饱后用氢氧化钠予以再生,

的相关要求, 必须在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处

使 CrO42–和 Cr2O72–交换下来。将再生所得的溶液通

理达标后才能排放到企业总废水处理设施内。同时,

过阳离子交换进行脱钠, 最后经浓缩回用到镀铬

结合电镀企业开展清洁生产的具体情况, 本着“节

槽。回收过程的产水可回用到漂洗槽。工艺流程如

能、降耗、减污、增效”的原则, 将生产设施在生

图 4 所示。

产过程中产生的含铬废水通过在线回收装置全部回

4.3.3

收带出的铬酐等化工材料, 既降低消耗, 又减轻废

技术评估

铬在线回收系统是在镀铬生产线上安装离子交

水处理量和处理成本。

换装置, 该方法不产生废渣, 占地面积小, 能提高

方案简述及要点

铬酐资源的利用率, 与国家政策相符。该技术设备

4.3.2

铬回收系统采用离子交换技术, 含铬废水首先

操作安全、可靠、成熟, 在多数工厂内已投入使用,

经过滤去除机械杂质及悬浮物, 避免污染树脂。前

技术上可行。

置的阳离子交换树脂用于消除其他金属离子, 使 pH

4.3.4

值下降。核心的阴离子交换树脂先吸附废水中的

图 4 铬在线回收工艺
Fig. 4 The process of Cr in-situ recycling technology

环境评估

六价铬属于国家规定监管的第一类污染物, 对环

生 态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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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人体都有很大的影响, 该方案的实施能够回收铬

铬钝化剂单耗分别降低了 11.3%、8.2%、11.6%, 平

酐减少环境的负担,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 环境上可行。

均降低了 10.4%。

4.3.5

经济评估

(3) 废水排放情况

由表 5 可知, 该方案总投资 12.3 万元, 投资偿
还期 4.66 a, 内部收益率大于基准收益率, 故该方案
经济上是可行的。
4.3.6 方案实施效果
(1) 水重复利用率
由表 6 计算可得实施前后镀铬工序的水重复利
用率提高了 46.0%。
(2) 主要材料单耗
由表 7 计算可得实施前后铬酐、氰化钠、三价

主要监测了含铬废水总的排放量和六价铬的浓
度, 由表 8 计算可得实施前后六价铬平均一个月产
生量减少了 28.6 kg, 排放量减少了 0.04 kg, 每年产
生量减少 340 kg, 排放量减少 0.48 kg。
通过以上三个指标在实施前后的对比表明铬在
线回收技术能够提高水重复利用率, 降低原材料的
单耗, 减少污染物产生量, 减轻污水处理设施负担,
结果证明铬离子交换在线回收技术可行。
5

表 5 经济评估指标
Tab. 5 The economic evaluation index

结论
重金属在线回收清洁生产技术, 工艺成熟; 具

项目

公式

结果

项目投资 I/万元

/

12.3

年运行费用总节省 P/万元

/

2.93

和财务动态获利性分析两种方法评估, 也具有可行

设备年折旧费 D/万元

10%D

1.23

性。在企业的实际应用中, 膜分离在线回收技术使

年增加现金流量 F/万元

(P－D)×(1–17%)+D

2.64

水重复利用率提高了 60.1%, 物料单耗平均降低了

投资偿还期 N/a

I/F

4.66

n
F
I

j
j 1 1  i 

4.51%, 废水中总镍产生量每年减少 360 kg; 离子交

净现值 NPV/万元
(i=10%, n=10)

3.92

换在线回收技术使水重复利用率提高了 46.0%, 物

内部收益率 IRR/%

NPV1 i2  i1 
i1 
NPV1  NP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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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环境效益; 经济上通过采用现金流量分析

料单耗平均降低了 10.4%, 废水中六价铬产生量每
年减少 340 kg。

表 6 镀铬工序用水量
Tab. 6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Cr electroplating process
时间

新鲜用水量/(t·d–1)

循环用水量/(t·d-–1)

串级用水量/(t·d–1)

实施前
实施后

36.2

7.3

44.5

58.9

6.0

31.6

5.3

86.0

水重复利用率/%

注: 循环用水量包括中水回用水和铬在线回收系统用水, 串级用水量指三级逆流漂洗用水。水重复利用率=(循环水+串级水)/(新鲜水+循
环水+串级水)×100%。

表 7 镀铬工序主要材料消耗情况表
Tab. 7 The main materials consumption of Cr electroplating process
项目
材料

实施前

实施后

用量/kg

电镀面积/m2

单耗/(kg·m–2)

用量/kg

电镀面积/m2

单耗/(kg·m–2)

4422

263204

0.0168

4747

318615

0.0149

氰化钠

9

263204

0.000034

10

318615

0.000031

三价铬钝化剂

684

263204

0.0026

732

318615

0.0023

铬酐

表 8 含铬废水污染物产生情况
Tab. 8 The generation of Cr-containing wastewater pollutants
时间

废水产生量/t

处理前浓度/(mg·L–1)

废水排放量/t

处理后浓度/(mg·L–1)

实施前

2764

13.0

2680

0.015

实施后

816

9.00

791

ND

注: ND 表示未检出, 检出限为 0.004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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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学术指导和人文关怀, 切实解决研究生的“后
顾之忧”, 营造和重塑一种和谐、温馨、积极向上
的师生关系。只有这样, 才能重建良好的学术生态
环境, 才能激发研究生的积极性和科技原创能力。
致谢：本文承蒙何道泉、任海教授审阅修改, 谨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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