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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赤泥中提取铝、铁、稀

土、钪的方法，属于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领域。将

赤泥与适量浓硫酸混合均匀、熟化后，与还原剂

在一定温度下进行快速还原焙烧脱硫，含SO2烟

气通过制酸实现硫酸再生循环利用。还原焙砂采

用水浸提稀土、钪，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

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稀土富集物。水浸渣

进行磁选，得到铁精矿和磁选尾矿，磁选尾矿碱

浸制备氧化铝。本发明实现赤泥中的成分按一步

分离一种的原则，能有效分离，每一步工艺都有

现成的工业生产工艺，工业化生产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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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硫酸熟化：将赤泥与浓硫酸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进行熟化，得到硫酸熟化料；

(2)还原焙烧：将上述步骤(1)得到的硫酸熟化料与适量还原剂一起在一定温度下进行

快速还原焙烧，得到焙砂和含SO2烟气，含SO2烟气收集后制酸返回步骤(1)循环使用；

(3)水浸提稀土、钪：将上述步骤(2)得到的焙砂用水进行浸出，浸出完成后液固分离得

到含稀土、钪溶液和水浸渣，溶液分离提纯得到稀土和钪产品；

(4)水浸渣磁选铁：将上述步骤(3)得到的水浸渣进行磁选，得到铁精矿和磁选尾矿；

(5)碱浸提铝：将上述步骤(4)得到的磁选尾矿用含氢氧化钠的溶液进行碱浸，浸出完

成后液固分离得到铝酸钠溶液和富硅渣；铝酸钠溶液经种分制备氢氧化铝，然后固液分离

得到氢氧化铝和母液，母液返回循环使用，氢氧化铝经煅烧生产氧化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硫酸熟化中采用的浓硫酸的浓

度大于80％，按98％浓硫酸计的加入量为所述赤泥质量的0.5-3.0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硫酸熟化，其熟化温度150-500

℃，熟化时间1-48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还原剂为煤粉、煤矸石粉、煤

气、天然气、硫磺或石油焦中的一种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还原剂为煤粉，煤粉的配入比

为所述硫酸熟化料质量的3-3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还原焙烧温度500-900℃，快速

还原焙烧时间1-30min。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还原焙烧温度650-80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的水浸条件为：浸出温度

20-90℃，时间0.5-2h，液固比2∶1-5∶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的水浸渣磁选铁精矿，在磁

场强度800kA/m以下进行磁选。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5)所述的碱浸条件为：溶出温度80-

250℃，碱浓度30-220g/L，浸出时间20-80min，配料分子比αk0.8-2.0，浸出时添加石灰，石

灰添加量为磁选尾矿质量的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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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从赤泥中提取铝、铁、稀

土、钪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赤泥是氧化铝生产过程中铝土矿经强碱浸出时所产生的残渣,每生产1吨氧化铝

就有1～1.6吨的赤泥产生。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产生的赤泥约7000万吨，我国仅五大

氧化铝厂，每年产生的赤泥就达600万吨。全世界赤泥的排放量大，但利用率低，大量赤泥仍

然采用堆存或海排的方式处理，巨量赤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不少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和

经济效益问题。

[0003] 存放废赤泥需占用大量土地，赤泥堆场溃坝泄露事故时有发生，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例如贵州铝厂和郑州铝厂的赤泥堆场1986和1988年均发生赤泥溃坝事故。赤泥携带的

含碱污液渗漏到附近河流、湖泊和农田，造成地下水体和地表水的严重污染，危害渔业和工

农业生产，晾干后的赤泥尘土飞扬，破坏生态环境，使大气严重污染。

[0004] 赤泥除主要成分铁、铝、钙、硅、钠外，还含有稀土、钪等稀有元素。因而把赤泥看作

第二资源，研究从其中综合回收各有价成分，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尤其

在金属矿产资源日益减少和趋向枯竭的情况下，这项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

[0005] 据报道，地壳中193万吨钪储量约有75％～80％是伴生在铝土矿中。在生产氧化铝

时,铝土矿中98％以上的钪富集于赤泥中,赤泥中Sc2O3的含量有的可达0.02％，比普通钪矿

中钪含量高出一个数量级，我国各铝厂排出的固体废物赤泥,因使用的铝土矿产地不同和

氧化铝的生产方法不同,钪、稀土含量也大不相同。贵州铝厂拜尔法赤泥中Sc2O3为107μg/g,

RE2O3(稀土元素总量)达1400μg/g；烧结法赤泥Sc2O3为92.5μg/g,RE2O3为1320μg/g；郑州铝

厂赤泥中Sc2O3为70.5μg/g,RE2O3为66μg/g；山西铝厂的赤泥中Sc2O3为41.2μg/g,RE2O3为355

μg/g；山东铝厂的赤泥中Sc2O3为44.9μg/g ,RE2O3为664μg/g。如此大量的赤泥是钪、稀土的

重要潜在来源，从赤泥中回收钪、稀土具有非常重要的工业价值。

[0006] 对赤泥中有价金属的回收，主要还是元素铁、铝的综合利用，部分工艺也考察了钪

的回收。目前，进行研究的工艺主要有五种。

[0007] 赤泥直接磁选回收铁工艺：李朝祥报道了从我国平果铝赤泥中回收铁的半工业性

试验,工艺不经还原直接采用SLON型脉动高梯度磁选机作选别设备,采用一粗一精全磁选

流程。该工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铁的回收率低。

[0008] 焙烧还原-磁选-浸出工艺：美国矿物局研究了将赤泥、石灰石、碳酸钠与煤混合,

磨碎后在800～1000℃条件下进行还原性烧结,烧结块粉碎后用水溶出,铝有89％被溶出,

过滤后滤液返回拜耳法系统回收铝，溶渣进行高强度磁选机分选,磁性部分在1480℃进行

还原熔炼产出生铁,非磁性部分用硫酸溶解其中的钛,过滤后的钛氧硫酸盐经水解、煅烧制

得TiO2,该工艺经试验室小试、半工业试验,可制得含Fe  93～94％、C  4～4.5％的生铁,按

磁性部分铁含量计算，铁回收率达到95％,所生成的TiO2纯度为87％～89％,钛在非磁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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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的回收率为73％～79％,该工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铁的磁选效率低。

[0009] 我国湘潭工学院的罗道成等近来研究了类似美国还原—磁选工艺,但通过在还原

过程中加入添加剂使铁的金属化率达到92.12％,铁精矿品位为92.58％,磁选后铁回收率

高达94.7％。

[0010] Xiang  Qinfang,Schiesinger  Mark  E.等也报道了一种从赤泥中低温还原—磁选

分离铁工艺,研究认为:在还原过程中,用煤、炭、锯木屑、干蔗渣作固相还原介质,还原温度

可降低到350℃,还原后的赤泥经磁选同样较好地回收了铁。

[0011] 吴琼珍等进行了“平果铝土矿拜耳法赤泥综合利用研究”，将赤泥以还原焙烧后磁

选，达到铁的回收率86.96％，海绵铁含铁84.17％，金属化率91.49％的技术指标。尾矿经酸

处理后焙烧、浸出，再从浸出液中萃取钪，钪的萃取率为90.13％。萃余液经碱和酸处理得到

氧化铝和硫酸钠产品，氧化铝和碱的回收率分别为84.95％和82.72％。酸浸渣用于生产水

泥实现零排放的目标。

[0012] 赤泥还原熔炼—炉渣浸出工艺：还原熔炼-炉渣浸出的原理是在赤泥中加碳还原

使赤泥中铁金属化析出，从而使钪与铁分离，钪进入炉渣。还原熔炼的目的主要是还原回收

赤泥中的铁，并为后续钪的提取减少杂质铁的干扰。对炉渣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经

碱液(NaOH或Na2CO3)浸出后钪进入浸出渣(白泥)，对白泥进行酸浸或者氯化后形成钪的化

合物，再加以回收钪；二是对炉渣直接酸浸后，从浸出液回收钪。

[0013] 前苏联研究了在氧化铝生产工艺流程中，氧化钪的分布情况以及从赤泥中回收氧

化钪的方法。一种处理方法是首先在赤泥中加入CaO与焦炭造成球块，然后将球块在电弧炉

中进行还原熔炼，使Sc、Ti等稀有元素与铁分离而进入炉渣，再用苏打溶液从该炉渣得到一

种白渣，此白渣含钪为赤泥中含钪量的1.65倍，用H2SO4在200℃将此白渣进行硫酸化，接着

浸出，约90％的钪和镧进入溶液，然后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另一种

处理方法是将含钪的赤泥用作高炉炼铁原料，赤泥中的氧化铁被还原成Fe，Sc不被还原而

富集于炉渣中。用碱液浸出此炉渣，Sc留在浸出渣中，过滤分离出含Sc的残渣，然后再700℃

氯化此残渣，使Sc变成ScCl3，用湿法冶金分离、提纯，得到纯Sc2O3。

[0014] 匈牙利铝托拉斯工程和发展中心及土耳其的E.Ercagt等进行过电弧熔炼赤泥和

炉渣湿法冶炼试验研究,其工艺过程包括赤泥焙烧预处理、电弧炉熔炼得炼钢生铁和炉渣,

其中匈牙利产出的生铁平均成分为(％):Si  0.3～0.6；Ti  0.2～0.7；Mn  0.3～5.0；V  0.3

～0.4；C  4.2～5.0；P<0.3；S<0.01,是一种介于铸造生铁和制钢生铁之间的特种生铁,可用

于生产合金钢和冷硬铸件。炉渣经水淬后用60～80g/L的Na2CO3进行浸出,由于炉渣中的CaO

具有使溶液中的碱进一步苛化作用,赤泥中的碱和铝更利于进入溶液,溶液返回氧化铝生

产系统,使碱和铝得到较大回收。溶渣中的碱可降到0.3％～0.4％,可用于水泥生产。该工

艺主要缺点是未对其它有价金属进行综合回收。

[0015] 前南斯拉夫对赤泥中各元素综合回收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所提出的综合回收工

艺流程包括①赤泥造块:干燥后的赤泥经烧结、压团后,在混料机内再与焦炭和石灰石混合

或者原料混合后再造块；②还原熔炼:在电弧沪或高频炉中进行,为降低反应熔点,在还原

过程中加入白云石或石灰石以获得适当粘度的炉渣,赤泥中的Al2O3、TiO2、ZrO2、ThO2进入

炉渣,Ni、Mo、Nb、V和Cr则大部分被还原进入生铁,少量的TiO2也被还原。所得炉渣成分大致

为(％):FeO1 .57～3.47、TiO2  8.07～10.30、Al2O3  31 .2～34.7、SiO2  8.5～16.77、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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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40.10、MgO7.94～11.19,生铁杂质含量则与匈牙利方法相当；③炉渣浸出:炉渣经

粉碎后在液固比为1∶6、温度为80～90℃、反应时间为30～60min条件下用硫酸溶出,酸耗

900-1285kg/t炉渣，Al2O3、TiO2、ZrO2、ThO2以及部分稀土被溶解进入溶液；④萃取分离:浸

出液用5％的二(2-乙基已基)磷酸萃取分离,100％Zr、99.5％Ti及100％Th、Sc和稀土进入

有机相与其它元素分离,再通过用10％Na2CO3反萃,反萃液经水解分离出氢氧化钛(灼烧得

TiO2) ,水解后溶液经蒸发干燥可获得富锆稀有矿,其成分如下(％):Zr  85.5、Hf  1 .05、U 

0.925、Sc  0.0015、Th  0.078、Y  0.295、Ce  0.175。该工艺比匈牙利方法在有价金属回收方

面做了进一步工作,但对钪和稀土等稀散金属未作进一步提取回收。

[0016] 加拿大曾研究萃取法综合处理赤泥或低品位铝土矿，经还原熔炼赤泥产出的炉渣

约含Sc量为10-3％，用30％H2SO4浸出，滤液用添加2％的2-乙基己醇的5％二-(2-乙基己基)

磷酸煤油溶液萃取，再用10％Na2CO3溶液反萃，水解除钛后，反萃液返回反萃段，经2-3次循

环提高浓度后，再提取钪及其它稀有金属。此外，还有用HCl直接溶出含Sc2O3约0.002％的

铝土矿，大约10-15％的钪进入溶液，用二-(2-乙基己基)磷酸从酸性溶液中萃取钪，最后钪

的总回收率为70-80％。

[0017] 虽然赤泥还原炼铁—炉渣浸出工艺有效地回收了铁等,但其要求赤泥中铁含量

高,只能处理拜尔法赤泥,烧结法赤泥难以用上述工艺还原回收得到生铁。

[0018] 赤泥直接浸出提取工艺：印度报道了用酸处理赤泥回收铝、铁和钛工艺。首先将赤

泥用盐酸浸出,由于盐酸可溶解Al、Fe等而不溶解钛,使Al、Fe等进入溶液,经蒸发焙烧得

Al2O3、Fe2O3混合物,焙烧气体HCl返回盐酸浸出循环利用；TiO2则富集于浸出渣中,其含量可

从31％提高到58％，浸出渣用硫酸在270℃下溶出,使TiO2生成钛氧硫酸盐,经水解、焙烧制

得96％TiO2,用作颜料或生产TiCl4。Pankj  Kasliwal等近来报道了盐酸浸出渣用焙烧的方

法进一步富集钛:浸出渣与Na2CO3焙烧后,渣中的SiO2生成可溶性的Na2O·SiO2,经盐酸二次

浸出,TiO2可进一步富集,富集程度可由原浸出渣的36％增加到76％。此外还有将盐酸浸出

渣与铝粉、CaO、CaF2、NaNO3均匀混合,进行铝热还原生产近似于工业合金成分的钛铁合金的

报道。

[0019] Luige  Piga等报道了用盐酸处理制取冰晶石并回收铝、铁、钛工艺:赤泥用盐酸在

60～80℃条件下浸出,经过滤,在滤液中加入氢氟酸使硅以硅酸沉淀,过滤出硅酸,向滤液

中加入NaCl,NaCl的加入量以生成冰晶石所需钠量为准,经蒸发后结晶生成冰晶石,结晶母

液为含硅氟酸和盐酸溶液,将此蒸发母液与预先分离的硅酸一同加入到前面盐酸浸出渣

中,使Fe、Al进一步溶解,以回收溶液中的铁、铝,不溶的富钛渣进行氯化回收钛。此外,

Akash  deep等研究了用硫代亚磷酸从盐酸浸出液萃取分离钛,Cengloglu  Y.等研究赤泥经

盐酸溶解后用离子交换膜回收和富集铝、钛、铁等。

[0020] 希腊学家M.OchesenkǖhnǖPetropulu等研究了分别用不同浓度的盐酸、硫酸、硝酸

及SO2气体压力浸出时的浸出条件(如浸出时间、温度、液固比)及相应的浸出效果，研究表

明，在浸出剂浓度均为0.5M、温度298K、浸出时间24h、液固比1:50条件下，其浸出率依次为

硝酸＞盐酸＞硫酸，但相差不是太大，其中硝酸浸出时，钪的浸出回收率为80％，钇的回收

率达90％，重稀土(Dy、Er、Yb)浸出回收率超过70％，中稀土(Nd、Sm、Eu、Gd)浸出回收率超过

50％，轻稀土(La、Ce、Pr)浸出回收率超过30％。由于硝酸具有较强的腐蚀性，且随之的提取

工艺介质不能与之相衔接，因此，大多采用盐酸、硫酸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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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我国尹中林1995年开始发表了“从平果铝矿的拜耳法赤泥中提取氧化钪的初步试

验研究”。该研究采用盐酸直接溶解赤泥，其工艺包括一次浸出，两次萃取，并且两次萃取均

为协同萃取体系。首先用12mol/L的纯浓盐酸浸出赤泥，在一定条件下，钪的浸出率可达

92.48％。酸浸液第一次萃取时协同萃取剂为P204+仲辛醇，第二次时协同萃取剂为TBP+仲

辛醇，两次萃取稀释剂均为煤油。萃合物用沉淀法，经过进一步的精炼提纯，得到纯度约为

95.25％的Sc2O3。

[0022] 王克勤等采取盐酸直接浸出山西某铝厂赤泥，并盐酸浸出液中提取钪进行了详细

的研究，结果表明：浸出液固比很大程度上影响钪的浸出率，同时还影响盐酸浸出赤泥的渣

量，盐酸的浓度决定浸出液中铁的含量。在赤泥浸出提钪的优化条件下，钪的浸出率大于

85％。

[0023] 邵明望采用直接50％硫酸直接浸出赤泥的方式，在液固比3、150℃条件下使赤泥

和硫酸反应1h。然后用液固比15、常温、水浸5h。水浸液用P204+15％仲辛醇+磺化煤油萃取，

钪、铁及铝等金属元素进入萃取相，然后采用7mol/L的硫酸在常温反萃，再用4mol/L的氢氧

化钠反萃，最后用盐酸酸化，草酸沉淀，沉淀灼烧得到Sc2O3粉末，钪的回收率大于80％。

[0024] 赤泥预处理-酸浸工艺：赤泥预处理主要是指焙烧、脱碱，焙烧-硫酸浸出工艺的原

理是通过焙烧去除赤泥的水分，破坏赤泥的胶结状态，然后通过浸出使Sc、Fe、Ti、RE等有价

金属进入溶液而大部分杂质等留在浸出渣中，从而实现有价金属与杂质的分离。

[0025] 贵州大学的薛安等以广西某氧化铝厂拜耳法产生的赤泥，采用焙烧-硫酸浸出工

艺回收钪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研究结果表明当赤泥平均粒径65-80μm、浸出温度90℃、

浸出时间3h、液固比3的条件下，钪的回收率可达80％以上。

[0026] 孙道兴以山东铝厂的赤泥为原料，采用石灰法脱碱，利用赤泥中不同形态的钠盐

直接或间接与钙离子反应，大部分转变为可溶性碱和不溶性钙盐。其中典型的反应为钙钠

置换反应，即含水硅铝酸钠与氧化钙反应，生成溶解度更低的硅铝酸钙。赤泥提取金属钛、

钪采用两段酸浸工艺，先用6mol/l的HCl浸取，再用17.1mol/l的硫酸浸出。盐酸浸出液用质

量分数1％的P507溶液萃取，2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反萃，钪的提取率达91％以上。盐酸浸

出后的赤泥残渣用17.1mol/l的硫酸浸取，酸渣质量比为3:1，浸取温度为200℃，浸取实践

为2h，钛的回收率达95％。

[0027] 碳酸盐或硼酸盐熔融工艺：该工艺是将干燥赤泥与一定量的Na2CO3、Na2B4O7混合、

在1100℃焙烧20min、用1.5M的HCl浸出后采用Dowex  50W用X8离子交换树脂吸附，用1.75M

的HCl解吸，Fe、Al、Ca、Si、Ti、Na等首先被解吸，Sc、Y、REE则留在树脂中，再经6M的HCl解吸

后，在PH＝0、相比为5-10:1的条件下用0.05M的DEHPA进行萃取分离，有机相中的钪用2M 

NaOH反萃，经进一步提纯可制得纯Sc2O3。

[0028] 硫酸化焙烧：姜平国在“赤泥中回收稀有金属”一文中论述有硫酸化焙烧。即赤泥+

浓硫酸(200℃，1h)-2.5N硫酸浸出(s/1＝1：10)一浸出液(含钪)。

[0029] 申请号201610615704.9一种从拜耳赤泥中选择性浸出钪和钠的方法的专利中，根

据赤泥中钪的赋存形态，采用浓硫酸混匀，低温硫酸盐化后，再进行中温焙烧，在盐化和中

温焙烧的同时回收逸出的三氧化硫、二氧化硫或硫酸，待杂质硫酸盐物相分解后，水浸得到

富钪钠低铁洗液。浸液后续离子交换、熔剂萃取和反萃回收钪，浸出渣可作为建材或高炉炼

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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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此专利只针对拜耳法赤泥，按专利所述主要是浸出钪和钠，采用了中温焙烧，降低

了铝、铁的浸出。浸出渣中铁含量低且由于钙硫酸盐会使硫含量超标，无法直接作为高炉炼

铁原料，未能实现赤泥中铝、铁的综合回收。

[0031] 在铝土矿氧化铝的生产过程中，在强碱状态下使稀土离子定量地转变成稀土氢氧

化物，脱水后便生成稀土氧化物凝胶，干燥后，变成氧化物分散在赤泥中。国内的专家对赤

泥中的钪和RE的物相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赤泥中的钪和RE不是离子吸附型的，也

不存在于新形成的铝硅酸盐矿物相中，主要以类质同相形式分散于铝土矿及其副矿物如金

红石、钛铁矿、锐钛石、锆英石、独居石中。

[0032] 鉴于稀土、钪主要赋存在钛矿物相中，利用硫酸法制备钛白粉的工业实践，采用硫

酸熟化破坏矿物相，形成可溶的稀土、钪硫酸盐是比较理想的处理方法。

[0033] 现有研究都是针对某一种赤泥，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普遍适用。如还原熔炼生

铁、还原焙烧-磁选、直接选矿等预处理回收赤泥中的铁的技术要求赤泥中的铁含量要高。

采用直接酸浸法处理，由于大量的铁、铝、钙、镁等杂质不但消耗大量的酸，且大量杂质进入

溶液也会导致金属提取困难、产品氧化钪的纯度不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34] 本发明针对不同生产工艺的赤泥，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成本等因素，提出新的赤

泥高值化综合利用技术，即以“赤泥硫酸熟化活化——铁/铝硫酸盐还原分解与酸再生——

水浸稀土、钪等稀有元素——磁选铁精矿——碱浸铝回收”为主的工艺流程。本发明实现赤

泥中的成分按一步分离一种的原则，能有效分离，每一步工艺都有现成的工业生产工艺，工

业化生产易实现。

[003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的一种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36] (1)硫酸熟化：将赤泥与浓硫酸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进行熟化，得到硫酸熟化

料；

[0037] (2)还原焙烧：将上述步骤(1)得到的硫酸熟化料与适量还原剂一起在一定温度下

进行快速还原焙烧，保证氧化铝的活性和磁性铁的生成。得到焙砂和含SO2烟气，含SO2烟气

收集后制酸返回步骤(1)循环使用；

[0038] (3)水浸提稀土、钪：将上述步骤(2)得到的焙砂用水进行浸出，浸出完成后液固分

离得到含稀土、钪溶液和水浸渣。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0039] (4)水浸渣磁选铁：将上述步骤(3)得到的水浸渣进行磁选，得到铁精矿和磁选尾

矿；

[0040] (5)碱浸提铝：将上述步骤(4)得到的磁选尾矿用含氢氧化钠的溶液进行碱浸，浸

出后液固分离得到铝酸钠溶液和富硅渣。铝酸钠溶液经种分制备氢氧化铝，然后固液分离

得到氢氧化铝和母液，母液返回循环使用，氢氧化铝经煅烧生产氧化铝。

[0041] 进一步地，步骤(1)中硫酸熟化中采用的硫酸的浓度大于80％(质量分数)，按98％

浓硫酸计的加入量为所述赤泥质量的0.5-3.0倍。

[0042] 进一步地，步骤(1)中硫酸熟化，其熟化温度150-500℃，熟化时间1-48h。

[0043] 进一步地，步骤(2)中的还原剂为煤粉、煤矸石粉、煤气、天然气、硫磺或石油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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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值含碳燃料中的一种或一种多种。

[0044] 进一步地，步骤(2)中的还原剂为煤粉，煤粉的配入比为所述硫酸熟化料质量的3-

30％，配入比根据赤泥中的铝、铁的含量进行适当调节。

[0045] 进一步地，步骤(2)中还原焙烧焙烧温度500-900℃，优选650-800℃，快速还原焙

烧时间1-30min。

[0046]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的还原焙烧为流态化焙烧，焙烧炉为循环流态化焙烧

炉、气态悬浮焙烧炉或流态闪速焙烧炉中的一种，以实现快速还原焙烧，保证氧化铝的活性

和磁性铁的生成。

[0047]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的水浸提稀土、钪中焙砂在浸出温度20-90℃，时间0.5-

2h，液固比2∶1-5∶1，使钪、稀土进入水浸液。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

Sc2O3产品和稀土富集物。

[0048] 进一步地，步骤(4)中所述的水浸渣磁选铁精矿，在磁场强度800kA/m以下进行磁

选，磁选富集制备铁精矿，磁选尾矿碱浸。

[0049] 进一步地，步骤(5)所述的碱浸为常压碱浸、加压碱浸或拜耳法溶出中的一种。其

碱浸条件为：溶出温度80-250℃，碱浓度30-220g/L，浸出时间20-80min，配料分子比αk0.8-

2.0，浸出时添加石灰，石灰添加量为磁选尾矿质量的0-15％。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氢氧

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配料溶出磁选尾矿。

[0050] 本发明所述的硫酸化熟化，是利用浓硫酸的高温反应活性，和赤泥的主要物相发

生反应，赤泥中主要金属铁、铝与硫酸反应的吉布斯自由能都小于零，都易于与硫酸反应，

生成相应的硫酸盐，且铝的反应比铁反应更易发生。

[0051] Al2O3+3H2SO4(l)＝Al2(SO4)3+3H2O(g)

[0052] Fe2O3+3H2SO4(l)＝Fe2(SO4)3+3H2O(g)

[0053] 本发明所述的还原焙烧，是将赤泥的硫酸熟化料直接用还原剂进行还原焙烧。因

为相对于直接中温焙烧，由热力学数据分析可知还原气氛下可降低相应硫酸盐的分解温

度，且生成的分解产物也本质不同。

[0054] 在1000℃内的温度范围，在还原剂作用下硫酸铝和硫酸铁的三个分解反应都易发

生，且反应从易到难趋势为：Fe3O4-FeO-Fe2O3。由此分析可知，通过还原脱硫条件的控制，达

到铝、铁分解，同时快速还原焙烧，使分解生成氧化铝为活性的γ-Al2O3，铁转化为易生成的

四氧化三铁磁性铁。同时在还原剂作用下，硫酸盐分解生成的含硫气体为SO2，易于制酸工

业再生硫酸。

[0055]

序号 化学反应

1 Fe2(SO4)3+2C＝2FeO+2CO2(g)+3SO2(g)

2 1.5Fe2(SO4)3+2.5C＝Fe3O4+2.5CO2(g)+4.5SO2(g)

3 Fe2(SO4)3+1.5C＝Fe2O3+1.5CO2(g)+3SO2(g)

4 Al2(SO4)3+1.5C＝Al2O3+1.5CO2(g)+3SO2(g)

[0056] 本发明所述的焙砂水浸，因所述还原焙烧得到的焙砂中稀土、钪的硫酸盐水浸直

接进入溶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稀土富集物。水浸渣进行磁选

富集制备铁精矿和磁选尾矿。

说　明　书 6/9 页

8

CN 107326182 B

8



[0057]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浸，浸出反应如下式：

[0058] Al2O3+3H2O+2NaOH＝2NaAl(OH)4

[005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赤泥高值化综合利用的方法，利用浓硫酸高温反应强化了赤泥

中主要物相的分解，利用还原剂实现硫酸熟化料的脱硫分解，并保证氧化铝的活性、铁的磁

性，脱硫产生的烟气通过制酸实现主要试剂硫酸的再生。同时脱硫焙砂进行水浸提稀土、

钪，制备稀土、钪相关产品，水浸渣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精矿，因磁选尾矿中氧化铝具有活

性，可以实现碱法溶出，进行常规氧化铝产品制备。

附图说明

[0060] 图1是本发明的原则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1]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说明。

[0062] 将赤泥与浓硫酸按一定比例混合，采用的浓硫酸的浓度大于80％，按98％浓硫酸

计的加入量为所述赤泥质量的0.5-3.0倍，熟化温度150-500℃，熟化时间1-48h。

[0063] 将赤泥的硫酸熟化料与还原剂一起进行还原焙烧，还原剂煤粉的配入比为所述硫

酸熟化料质量的3-30％，还原焙烧焙烧温度500-900℃，焙烧时间1-30min。还原焙烧产出的

含SO2烟气收集制取硫酸，实现硫酸的再生循环利用。

[0064]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20-90℃，时间0.5-2h，液固比2∶1-5∶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

液，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稀土富集物。

[0065]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800kA/m以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精矿，磁选尾矿碱浸。

[0066] 将磁选尾矿用含氢氧化钠的溶液进行浸出，碱浸温度80-250℃，碱浓度30-220g/

L，浸出时间20-80min，配料分子比αk0.8-2.0，石灰添加量0-15％。碱浸矿浆固液分离后得

到的铝酸钠溶液经种分制备氢氧化铝，种分母液处理后循环使用。碱浸渣可以直接作为建

筑制品的硅质原料。

[0067] 以下用非限定性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方法作进一步的说明，以有助于理解本发明的

内容及其优点，而不作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决定。

[0068] 实施例1

[0069] 将赤泥与90％浓硫酸混合，按98％浓硫酸计加入量为所述赤泥质量的1.6倍，混合

均匀后，在熟化温度200℃，熟化时间8h条件下得到硫酸熟化料。硫酸熟化料按煤比8％混合

均匀，在温度750℃进行快速还原焙烧，焙烧时间5min。

[0070]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90℃，时间60min，液固比4∶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液，稀土

浸出率为70％、钪浸出率为85％，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0071]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500kA/m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含量80％铁精矿。

[0072]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溶，溶出条件为：溶出温度100℃，碱浓度150g/L，配料分子比α

k1 .5，时间60min，石灰添加量0％。此时，铝的实际溶出率80％，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氢

氧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焙砂溶出。

[0073]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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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将水洗附着碱后的赤泥与93％浓硫酸混合，按98％浓硫酸计加入量为所述赤泥质

量的2.2倍，混合均匀后，在熟化温度320℃，熟化时间8h条件下得到硫酸熟化料。硫酸熟化

料按煤比15％与煤粉混合均匀，在温度800℃进行快速还原焙烧，焙烧时间10min。

[0075]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70℃，时间30min，液固比3∶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液，稀土

浸出率为80％、钪浸出率为92％，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0076]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300kA/m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含量90％铁精矿。

[0077]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溶，溶出条件为：溶出温度90℃，碱浓度70g/L，配料分子比α

k1 .2，时间40min，石灰添加量2％。此时，铝的实际溶出率在91％，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

氢氧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配料溶出新矿。

[0078] 实施例3

[0079] 将赤泥与95％浓硫酸混合，按98％浓硫酸计加入量为所述赤泥质量的1.8倍，混合

均匀后，在熟化温度380℃，熟化时间4h条件下得到硫酸熟化料。硫酸熟化料在流态化焙烧

炉中通入煤气，在温度750℃进行快速还原焙烧，焙烧时间1min。

[0080]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90℃，时间30min，液固比5∶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液，稀土

浸出率为82％、钪浸出率为90％，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0081]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600kA/m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含量75％铁精矿。

[0082]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溶，溶出条件为：溶出温度150℃，碱浓度50g/L，配料分子比α

k1 .6，时间60min，石灰添加量0％。此时，铝的实际溶出率在88％，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

氢氧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配料溶出新矿。

[0083] 实施例4

[0084] 将赤泥与98％浓硫酸混合，按98％浓硫酸计加入量为所述粉煤灰质量的2.0倍，混

合均匀后，在熟化温度250℃，熟化时间24h条件下得到硫酸熟化料。硫酸熟化料在流态化焙

烧炉中通入天然气，在温度850℃进行快速还原焙烧，焙烧时间2min。

[0085]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50℃，时间20min，液固比4∶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液，稀土

浸出率为83％、钪浸出率为92％，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0086]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800kA/m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含量60％铁精矿。

[0087]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溶，溶出条件为：溶出温度120℃，碱浓度160g/L，配料分子比α

k1 .8，时间30min，石灰添加量8％。此时，铝的实际溶出率在90％，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

氢氧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配料溶出新矿。

[0088] 实施例5

[0089] 将赤泥与90％浓硫酸混合，按98％浓硫酸计加入量为所述粉煤灰质量的1.2倍，混

合均匀后，在熟化温度400℃，熟化时间2h条件下得到硫酸熟化料。硫酸熟化料按煤比12％

混合均匀，在温度600℃进行快速还原焙烧，焙烧时间15min。

[0090]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40℃，时间40min，液固比4∶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液，稀土

浸出率为78％、钪浸出率为87％，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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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200kA/m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含量72％铁精矿。

[0092]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溶，溶出条件为：溶出温度100℃，碱浓度200g/L，配料分子比α

k1 .9，时间60min，石灰添加量3％。此时，铝的实际溶出率在77％，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

氢氧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配料溶出新矿。

[0093] 实施例6

[0094] 将赤泥与90％浓硫酸混合，按98％浓硫酸加入量为所述粉煤灰质量的1.85倍，混

合均匀后，在熟化温度230℃，熟化时间12h条件下得到硫酸熟化料。硫酸熟化料按煤比12％

混合均匀，在温度650℃进行快速还原焙烧，焙烧时间7min。

[0095] 将还原焙砂浸出温度30℃，时间50min，液固比4∶1，使稀土和钪进入水浸液，稀土

浸出率为78％、钪浸出率为87％，对水浸液用湿法冶金富集、分离和提纯，得到Sc2O3产品和

稀土富集物。

[0096] 水浸渣在磁场强度200kA/m下进行磁选，富集制备铁含量75％铁精矿。

[0097] 对磁选尾矿进行碱溶，溶出条件为：溶出温度90℃，碱浓度150g/L，配料分子比α

k1.4，时间120min，石灰添加量0％。此时，铝的实际溶出率在82％，对溶出液进行种分，得到

氢氧化铝产品，煅烧后制备冶金级氧化铝产品，种分母液返回配料溶出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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