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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

钨矿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预处理：将粒

度不大于150微米的白钨矿与盐酸溶液混合，在

常温下搅拌，得到的预处理精矿，其中含WO3≥

60％、P≤0.03％；并收集预处理酸母液；预处理

母液的转化与净化：将得到的预处理酸母液，用

CaCO3或CaO或Ca(OH)2将其中和，过滤，然后提取

溶液中的钨或钼，并转化与净化预处理酸母液；

酸分解：将得到的预处理精矿与盐酸溶液混合，

过滤后得固体钨酸滤饼和酸分解母液；酸分解母

液的转化与净化：将得到的酸分解母液用中性萃

取剂在酸性条件下萃取钨和钼，并转化与净化酸

分解母液。本发明方法能处理不同品位的白钨

矿，对原料的适应性强，还能将废酸母液重新返

回利用，解决了废酸母液处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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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预处理：选取白钨矿，当矿中WO3≥55％且P≤0.03％时，可直接转至步骤三；当

矿中含WO3<55％或P>0.03％时，将粒度不大于150微米的白钨矿与盐酸溶液混合，在常温下

搅拌0.5-3.0h，盐酸溶液初始H+浓度为1mol/L-5mol/L，调整液固比为1-5，使预处理终止时

酸母液中H+浓度为0.1-2.5mol/L，过滤得到预处理精矿滤饼，最终得到的预处理精矿中含

WO3≥60％、P≤0.03％；并收集预处理酸母液，备用；

步骤二：预处理母液的转化与净化：在步骤一得到的预处理酸母液中含WO3或Mo大于

1.0g/L时，用CaCO3或CaO或Ca(OH)2将其中和至pH＝1.2-1.5，过滤掉沉淀物，然后用大孔弱

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或弱碱性胺类萃取剂提取溶液中的钨或钼；边搅拌边向经过上述处理

的溶液中缓慢加入浓硫酸，浓硫酸用量为预处理母液中所含Ca2+摩尔量的0.8-1.1倍，并在

常温密闭条件下搅拌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钙滤饼和转化酸液，转化酸液中H+浓度可达

1.0-4.8mol/L，含Ca2+浓度为1.5-10.0g/L，含SO42-浓度为1.4-8.0g/L；用30-35％的盐酸将

转化酸液调整至步骤一所需要的H+浓度，并返回至步骤一使用；

在步骤二中，当转化酸液中SO42-含量大于1.5g/L，向其中加入碳酸钡或氯化钡，碳酸钡

或氯化钡的加入量按其和SO42-反应生成BaSO4后溶液中残留SO42-为0-1.0g/L计算，在室温

下搅拌反应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钡滤饼和净化转化酸液，净化转化酸液中SO42-含量降至

1.5g/L以下，在净化除去SO42-的同时，还将转化酸液中的K+含量降至0.08g/L以下；

步骤三：酸分解：将步骤一得到的预处理精矿与盐酸溶液混合，盐酸溶液初始H+浓度为

4.0-8.2mol/L，液固比为2-6，盐酸用量为精矿中WO3摩尔量的2.5-10.0倍，在80-95℃下在

密闭反应器内搅拌1.5-4.0h，过滤后得固体钨酸滤饼和酸分解母液，酸分解母液中残余盐

酸的H+浓度为2.5-6.5mol/L；

步骤四：酸分解母液的转化与净化：在步骤三得到的酸分解母液中WO3或Mo大于5.0g/L

时，则用中性萃取剂在酸性条件下萃取钨和钼，萃余液为被提取钨、钼后的酸分解母液；然

后用0.5-1.0mol/L的盐酸或1.0-2.0mol/L的氨水或1.0-2.0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在相比

为2-3:1的条件下和负载有机相搅拌反萃5-15分钟，得含钨或钼的反萃液，空白有机相返回

使用；边搅拌边向经过上述萃取处理后的酸分解母液，即萃余液中加入固体无水CaCl2使溶

液中的Ca2+浓度提高0-10g/L，然后缓慢加入浓硫酸，浓硫酸用量为酸分解母液中所含Ca2+

摩尔量的0.8-1.1倍，并在常温密闭条件下搅拌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钙滤饼和转化酸液；

转化酸液H+浓度为3.5-8.0mol/L，含Ca2+浓度为1.5-10.0g/L，含SO42-浓度为1.4-12.0g/L；

用30-35％的盐酸将转化酸液调整至步骤三所需要的H+浓度，并返回至步骤三使用；

在步骤四中，当转化酸液中SO42-含量大于3.0g/L，则向其中加入碳酸钡或氯化钡，碳酸

钡或氯化钡的加入量按其和SO42-反应生成BaSO4后溶液中残留SO42-为0-2.0g/L计算，在室

温下搅拌反应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钡滤饼和净化转化酸液，净化转化酸液中SO42-含量降

至3.0g/L以下，在净化除去SO42-的同时，还将转化酸液中的K+降至0.08g/L以下；

在步骤四中，所述的用中性萃取剂在酸性条件下萃取钨和钼：即按体积百分比使用含

20-30％的磷酸三丁酯、5-10％的仲辛醇或异丁醇和60-75％的煤油的有机相，在相比为1:

2-3的条件下搅拌萃取5-15分钟，钨或钼被萃取至有机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步骤一的

预处理过程再进行1-2次，将最后得到的滤饼用浓度为0.5-1.0mol/L的盐酸洗涤，用量为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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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重量的1-3倍，收集每次得到的预处理酸母液，备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步骤一得

到的单次预处理酸母液中含P大于1.0g/L，按步骤二方法提取钨、钼后，继续向溶液中加入

CaCO3或CaO或Ca(OH)2，将其中和至pH＝2.5-3.0，在室温加搅拌0.5-2.0小时后过滤掉钙磷

化合物沉淀，将滤液中P降至1.0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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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湿法冶金技术领域，更具体涉及一种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钨属于稀有高熔点金属，广泛应用于硬质合金、高比重合金、钨丝及炼钢等领域。

用于提取钨的矿物原料主要有白钨矿、黑钨矿、黑白钨混合矿等。

[0003] 分解白钨矿提取钨的主要方法有碱法和酸法：碱法主要是通过使用碳酸钠或氢氧

化钠作为主要分解试剂，在高温高压下在高压釜中浸出分解或在高温下进行烧结分解；酸

法主要是通过使用盐酸或盐酸与磷酸的混合酸或硫酸与磷酸的混合酸在常压下分解白钨

矿。

[0004] 盐酸分解白钨矿曾经是经典的白钨分解技术，它是利用盐酸与白钨矿(主要成分

为钨酸钙)反应形成固体钨酸和可溶性的氯化钙，液固分离后得到固体钨酸和含有氯化钙

的废盐酸母液，钨酸用氨水溶解后得到钨酸铵溶液，经进一步除杂后可制得钨酸铵产品。该

技术的优点是生产流程短、生产周期短、生产效率高、设备投资少，生产用水少。但同时存在

如下缺点：(1)含有氯化钙的废盐酸母液难以处理；(2)生产过程在半敞开且负压的条件下

进行，盐酸挥发损失严重，生产环境差；(3)对原料的适应性差，一般只能处理磷、砷等杂质

含量低的高品位白钨矿。因此，盐酸分解白钨矿技术目前已很少被应用。

[0005] 为了克服盐酸分解白钨矿技术存在的盐酸挥发损失重的缺点，专利文件

CN1414120A提出了一种“密闭式盐酸分解白钨矿制钨酸的方法”，即在密闭压力容器内，在

100-140℃、0.1-0.6MPa下用盐酸分解白钨矿，可以避免盐酸分解过程中盐酸的挥发损失，

显著改善了现场操作条件，减少了盐酸用量。但该技术依然没有解决含有氯化钙的废酸分

解母液的处理问题，也没有解决盐酸分解白钨矿对原料适应性差的问题。同时由于分解反

应温度在100℃以上，工作压力大，对设备的密闭性要求高。

发明内容

[0006]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利用盐酸分解白钨矿产生的废酸分解母液，而

提供一种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法。

[0008] (二)技术方案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母液循环的盐酸分解白钨矿的方法，

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所用原料均市购得到)：

[0010] 步骤一：预处理：选取白钨矿，当矿中WO3≥55％且P≤0.03％时，可直接转至步骤

三；当矿中含WO3<55％或P>0.03％时，将粒度不大于150微米的白钨矿与盐酸溶液混合，在

常温下搅拌0.5-3.0h，盐酸初始H+浓度为1mol/L-5mol/L，调整液固比为1-5，使预处理终止

时酸母液中H+的浓度为0.1-2.5mol/L，过滤得到预处理精矿滤饼，最终得到的预处理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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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WO3≥60％、P≤0.03％；并收集预处理酸母液，备用；

[0011] 步骤二：预处理母液的转化与净化：在步骤一得到的预处理酸母液中含WO3或Mo大

于1.0g/L时，用CaCO3或CaO或Ca(OH)2将其中和至pH＝1.2-1.5，过滤掉沉淀物，然后用大孔

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或弱碱性胺类萃取剂提取溶液中的钨或钼；边搅拌边向经过上述处

理的溶液中缓慢加入浓硫酸，浓硫酸用量为预处理母液中所含Ca2+摩尔量的0.8-1.1倍，并

在常温密闭条件下搅拌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钙滤饼和转化酸液，转化酸液中H+浓度可达

1.0-4.8mol/L，含Ca2+浓度为1.5-10.0g/L，含SO42-浓度为1.4-8.0g/L；用30-35％的盐酸将

转化酸液调整至步骤一所需要的H+浓度，并返回至步骤一使用；

[0012] 步骤三：酸分解：将步骤一得到的预处理精矿与盐酸溶液混合，盐酸初始H+浓度为

4.0-8.2mol/L，液固比为2-6，盐酸用量为精矿中WO3摩尔量的2.5-10.0倍，在80-95℃下在

密闭反应器内搅拌1.5-4.0h，过滤后得固体钨酸滤饼和酸分解母液，酸分解母液中残余盐

酸的浓度为2.5-6.5mol/L；

[0013] 步骤四：酸分解母液的转化与净化：在步骤三得到的酸分解母液中WO3或Mo大于

5.0g/L时，则用中性萃取剂在酸性条件下萃取钨和钼，萃余液为被提取钨、钼后的酸分解母

液；然后用0.5-1.0mol/L的盐酸或1.0-2.0mol/L的氨水或1.0-2.0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

在相比为2-3:1的条件下和负载有机相搅拌反萃5-15分钟，得含钨或钼的反萃液，空白有机

相返回使用；边搅拌边向经过上述萃取处理后的酸分解母液，即萃余液中加入固体无水

CaCl2使溶液中的Ca2+浓度提高0-10g/L，然后缓慢加入浓硫酸，浓硫酸用量为酸分解母液中

所含Ca2+摩尔量的0.8-1.1倍，并在常温密闭条件下搅拌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钙滤饼和转

化酸液；转化酸液H+浓度为3.5-8.0mol/L，含Ca2+浓度为1.5-10.0g/L，含SO42-浓度为1.4-

12.0g/L；用30-35％的盐酸将转化酸液调整至步骤三所需要的H+浓度，并返回至步骤三使

用。

[0014] 优选地，将步骤一的预处理过程再进行1-2次，将最后得到的滤饼用浓度为0.5-

1.0mol/L的盐酸洗涤，用量为滤饼重量的1-3倍，收集每次得到的预处理酸母液，备用。

[0015] 优选地，当步骤一得到的单次预处理酸母液中含P大于1.0g/L，按步骤二方法提取

钨、钼后，继续向溶液中加入CaCO3或CaO或Ca(OH)2，将其中和至pH＝2.5-3.0，在室温加搅拌

0.5-2.0小时后过滤掉钙磷化合物沉淀，将滤液中P降至1.0g/L以下。

[0016] 优选地，在步骤二中，当转化酸液中SO42-含量大于1.5g/L，向其中加入碳酸钡或氯

化钡，碳酸钡或氯化钡的加入量按其和SO42-反应生成BaSO4后溶液中残留SO42-为0-1.0g/L

计算，在室温下搅拌反应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钡滤饼和净化转化酸液，转化酸液中SO42-

含量降至1.5g/L以下。在净化除去SO42-的同时，还将转化酸液中的K+含量降至0.08g/L以

下。

[0017] 优选地，在步骤四中，所述的用中性萃取剂在酸性条件下萃取钨和钼：即按体积百

分比使用含20-30％的磷酸三丁酯、5-10％的仲辛醇或异丁醇和60-75％的煤油的有机相，

在相比为1:2-3的条件下搅拌萃取5-15分钟，钨或钼被萃取至有机相。

[0018] 优选地，在步骤四中，当转化酸液中SO42-含量大于3.0g/L，则向其中加入碳酸钡或

氯化钡，碳酸钡或氯化钡的加入量按其和SO42-反应生成BaSO4后溶液中残留SO42-为0-2.0g/

L计算，在室温下搅拌反应1-3小时后过滤，得硫酸钡滤饼和净化转化酸液，转化酸液中SO42-

含量降至3.0g/L以下。在净化除去SO42-的同时，还将转化酸液中的K+降至0.08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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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三)有益效果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1] 1、对于每一次的预处理酸母液和酸分解母液，通过利用其中的CaCl2与H2SO4反应

原位合成HCl并溶解于水溶液中，从而使母液中的盐酸得以再生。同时上述反应生成固体硫

酸钙，使母液中的Ca2+离子得以除去并重新降低到合适的浓度。这样，最终将酸母液转化为

HCl浓度高和Ca2+离子浓度低的酸溶液，从而具备了返回循环利用的基本条件。而上述反应

生成的硫酸钙可以作为生产建筑材料的基本原料，变废为宝。

[0022] 2、预处理酸母液和酸分解母液经加硫酸转化后，如果转化酸液中SO42-浓度过高，

返回循环利用时将显著影响其使用效果。同时，由于白钨矿中尤其是中低品位白钨矿中大

多含有钾的矿物，在预处理或酸分解时钾的矿物会被盐酸分解，从而使K+进入到母液中，如

果不将之除去，随着母液的循环利用次数增加将不断在母液中积累，从而影响最终的钨产

品质量。而通过向转化酸液中加入碳酸钡或氯化钡后，不仅可以有效除去过量的SO42-，而且

可以同时除去酸液中的K+，因此不管母液循环利用多少次，最终净化后的转化酸液中K+可以

一直维持在0.1g/L以下，从而使预处理母液和酸分解母液的循环利用成为可能。

[0023] 3、由于预处理母液和酸分解母液经转化和净化后可以循环使用，从而解决了现有

盐酸分解白钨矿技术一直都难以有效解决的含氯化钙盐酸母液的处理问题，既解决了环境

问题，又最大程度了回收了残余的盐酸，并使母液中的氯化钙转变为硫酸钙，变废为宝。

[0024] 4、本发明针对各种用传统盐酸分解技术难以经济有效处理的中低品位复杂矿、高

钼矿、高磷矿，可以通过增加预处理过程和增加预处理次数而预先脱除原矿中的碳酸钙、磷

灰石等伴生杂质矿物，提高白钨矿的品位、降低白钨矿中的杂质含量，而不必顾忌由于增加

预处理过程和预处理次数会同时增加大量难以处理的废酸母液，因为本发明中各种废酸母

液都能够经转化和净化后循环利用。因此，本发明对各种不同品位不同质量的白钨矿均能

经济有效地处理。

[0025] 5、在用盐酸分解法处理高钼白钨矿时，尤其是我国河南省栾川等地产出的含WO3 

25％左右、含Mo2.5％左右的高钼矿，必须大幅增加盐酸用量，使最终酸分解母液中盐酸达

到足够高的浓度，才能利用钼酸比钨酸更容易溶解于高浓度盐酸溶液的特性，使钼酸最大

程度地溶解于酸分解母液中，从而得到含钼更低的固体钨酸。而本发明中使用中性萃取剂

磷酸三丁酯，能够在高盐酸浓度下直接从含钼的酸分解母液中将钼和钨萃取出去。而传统

的大孔弱碱性离子交换树脂或弱碱性胺类萃取剂提取钼时，需要用碱将残余的盐酸中和至

pH＝1.2-3.0，不仅消耗了碱，而且白白将大量的盐酸中和掉。而本发明通过直接在高酸浓

度下萃取钼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酸分解母液中的残余盐酸，并最终能循环利用，因此在处

理高钼矿时可以大幅降低盐酸的消耗，而不必顾忌提高盐酸用量带来的成本和环保压力。

[0026] 6、本发明不仅有效循环利用了各类酸母液，解决了废水废酸废盐的排放问题，而

且得到了多种有价副产品硫酸钙、硫酸钡、钙磷化合物。当处理高钼矿时还可实现钨和钼的

有效分离，分离提取出的钼便于后续进一步加工成钼产品。因此，本发明高效环保，综合经

济效益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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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但不能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8] 实施例中，如无特别说明，采用的手段均为本领域常规的手段。

[0029] 实施例1：

[0030] 所采用的白钨矿含WO3  64％、含P  0.028％、含Mo  0.2％，粒度小于150微米。

[0031] 1)酸分解：取200g上述白钨矿，与400ml浓度为7.2mol/L的盐酸溶液混合，盐酸用

量为WO3摩尔量的2.62倍，在80℃下于密闭玻璃反应釜内搅拌反应2小时，过滤后得固体钨

酸和酸分解母液。用100ml浓度为1.5mol/L的稀盐酸洗涤滤饼，并将洗液一起并入酸分解母

液，得460ml酸分解母液，酸分解母液中含WO3  0.35g/L、Mo  0.62g/L、Ca2+53g/L、H+3.6mol/

L。

[0032] 2)酸分解母液转化与净化：向步骤1)得到的酸分解母液中边搅拌边缓慢加入65g

浓硫酸(98％)，在常温下密闭搅拌3小时，过滤后得350ml转化酸液，其中含Ca2+1.6g/L、SO42-

12.8g/L、H+6.1mol/L。向转化酸液中加入8.3g氯化钡，在常温下搅拌1小时后过滤，所得滤

液中SO4
2-降至2.3g/L。用30％(质量百分比)的盐酸将净化后的转化酸液的体积补足至

400ml，其中H+浓度为7.3mol/L，以供下次酸分解使用。

[0033] 实施例2：

[0034] 所采用的白钨矿含WO3  64％、含P  0.028％、含Mo  0.2％，粒度小于150微米。

[0035] 1)酸分解：取200g上述白钨矿，与实施例1得到的400ml  H+浓度为7.3mol/L的转化

酸液混合，在95℃下于密闭玻璃反应釜内搅拌反应1.5小时，过滤后得固体钨酸和酸分解母

液。用100ml浓度为1.5mol/L的稀盐酸洗涤滤饼，并将洗液一起并入酸分解母液，得460ml酸

分解母液，酸分解母液中含WO3  0.42g/L、Mo  0.98g/L、Ca2+55g/L、H+3.65mol/L。

[0036] 2)酸分解母液转化与净化：向步骤1)得到的酸分解母液中先加入6.5g  CaCl2，然

后边搅拌边缓慢加入62g浓硫酸(98％)，在常温下密闭搅拌2小时，过滤后得355ml转化酸

液，其中含Ca2+9.2g/L、SO42-1.3g/L、H+6.0mol/L。用30％(质量百分比)的盐酸将转化酸液的

体积补足至400ml，其中H+浓度为7.2mol/L，以供下次酸分解使用。

[0037] 实施例3：

[0038] 所采用的白钨矿含WO3  26％、含P  8.6％、含Mo  2.5％，粒度小于150微米。

[0039] 第1次预处理：取500g上述白钨矿，缓慢加入500ml浓度为1mol/L的开启搅拌的盐

酸溶液中，然后继续加入浓度为1mol/L的盐酸溶液，当不再有气泡冒出时停止加酸，并继续

搅拌0.5小时，然后再用上述盐酸溶液调整体系的pH＝1.2，再搅拌10分钟后过滤。所得滤饼

为预处理矿1，供下次预处理使用，所得滤液含WO3  0.08g/L、Mo  0.1g/L、P  0.9g/L、Ca  10g/

L。加入30％(质量百分比)的盐酸将其盐酸浓度调至1mol/L，以供下次对原矿进行第一次预

处理时继续使用。

[0040] 第2次预处理：将第1次预处理得到的预处理矿1，加入到500ml浓度为4.0mol/L的

开启搅拌的盐酸溶液中，边搅拌边继续加入上述盐酸溶液，搅拌反应3小时并控制体系的最

终盐酸浓度为1.5mol/L。过滤后所得滤饼为预处理矿2，其中含WO3  63.8％、含P  0.03％、含

Mo4 .8％。过滤得滤液1500ml，其中含WO3  0 .6g/L、Mo  1 .4g/L、P  26 .2g/L、Ca2+48g/L，K+

0.18g/L、HCl  1.5mol/L。

[0041]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缓慢加入粉状碳酸钙，当溶液pH＝1.2时过滤。将滤液

流过装有D314树脂(大孔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的离子交换柱以吸附其中的钨和钼，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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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后液中含WO3  0.06g/L、Mo  0.08g/L。继续边搅拌边向交换后液中加入碳酸钙粉，当溶

液pH＝2.8时停止加入，并继续搅拌1.5小时后过滤，得磷酸钙固体(含P2O5为32％，可作为富

磷矿出售)和滤液1360ml，滤液中含P  0.9g/L，含Ca2+72g/L。

[0042]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加入浓硫酸240g，常温下搅拌2.5小时后过滤，得滤液

1130ml，其中含Ca2+5.0g/L、SO42-2.2g/L、K+0.17g/L、P  0.85g/L，H+3.25mol/L。

[0043]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加入4.6g碳酸钡，并在常温下密闭搅拌3小时，过滤后

得滤液1129ml，其中含Ca2+5 .0g/L、SO42-2.2g/L、K+0 .086g/L、P  0 .85g/L，H+3 .2mol/L。用

30％(质量百分比)的盐酸和水将转化酸液的H+浓度调整为3.5mol/L、体积为1500ml，以供

下次使用。

[0044] 第3次预处理：将第2次预处理得到的预处理矿2，加入到300ml浓度为2.5mol/L的

开启搅拌的盐酸溶液中，常温下搅拌2小时后过滤。过滤后所得滤饼为预处理矿3，其中含

WO3  68.5％、含P  0.012％、含Mo  5.0％。过滤得滤液250ml，其中含WO3  0.66g/L、Mo  0.58g/

L、P  0.11g/L、Ca2+8.0g/L、HCl  1.0mol/L。向滤液中加入50ml  30％(质量百分比)的盐酸，供

下次继续使用。

[0045] 实施例4：

[0046] 1)酸分解：称取150g实施例3中得到的预处理矿3，与900ml浓度为8.2mol/L的盐酸

混合，在95℃下在密闭玻璃反应器内搅拌反应2小时，过滤后得固体钨酸和酸分解母液。用

80ml浓度为1.5mol/L的稀盐酸洗涤滤饼，并将洗液一起并入酸分解母液。所得钨酸滤饼中

含WO3  76％、Mo  0.58％，所得940ml酸分解母液中含WO3  0.56g/L、Mo6.8g/L、Ca2+28g/L、H+

6.6mol/L。

[0047] 2)酸分解母液转化与净化：

[0048] 用含30％磷酸三丁酯、8％仲辛醇和62％煤油的有机相，在相比1:3的条件下萃取

酸分解母液中的钨和钼，萃取时间10分钟，所得萃余液中含WO3  0.08g/L、Mo  0.13g/L、Ca2+

28g/L、H+6.5mol/L。负载有机相用0.5mol/L的稀盐酸在相比为2:1的条件下反萃15分钟，所

得反萃液中含WO3  1.6g/L、Mo  39.2g/L。

[0049] 向所得萃余液中边搅拌边缓慢加入70g浓硫酸(98％)，在常温下密闭搅拌1.5小

时，过滤后得785ml转化酸液，其中含Ca2+1.5g/L、SO42-10.6g/L、H+8.0mol/L。边搅拌边向转

化酸液中加入17g氯化钡，并继续在常温下密闭搅拌1.5小时。最后用30％(质量百分比)的

盐酸和水将转化酸液的H+浓度调整为7.2mol/L、体积调整至900ml，以供下次酸分解使用。

[0050] 实施例5：

[0051] 所采用的白钨矿含WO3  42％、含P  3.18％、含Mo  0.16％，粒度小于150微米。

[0052] 第1次预处理：

[0053] 取500g上述白钨矿，缓慢加入500ml浓度为2mol/L的开启搅拌的盐酸溶液中，然后

继续加入浓度为2mol/L的盐酸溶液，当不再有气泡冒出时停止加酸，并继续搅拌0.5小时，

然后再用上述盐酸溶液调整体系的pH＝1.5，再搅拌10分钟后过滤。所得滤饼为预处理矿1，

供下次预处理使用，得滤液1400ml，其中含WO3  0.04g/L、Mo  0.02g/L、P0.66g/L、Ca2+32g/L。

[0054]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缓缓加入110g浓硫酸(98％)，常温下搅拌1小时后过

滤，得1100ml滤液，其中含Ca2+2.8g/L、SO42-3.6g/L、P  0.63g/L，H+1.5mol/L。

[0055]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加入7.6g氯化钡，并在常温下密闭搅拌2小时，过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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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滤液1098ml，其中含Ca2+2.8g/L、SO42-0.12g/L、P  0.65g/L，H+1.5mol/L。用30％(质量百分

比)的盐酸和水将转化酸液的H+浓度调整为2.0mol/L，以供下次使用。

[0056] 第2次预处理：

[0057] 将第1次预处理得到的预处理矿1，加入到500ml浓度为3.5mol/L的开启搅拌的盐

酸溶液中，边搅拌边继续加入上述盐酸溶液，搅拌反应2小时并控制体系的最终盐酸浓度为

2.0mol/L。过滤后所得滤饼为预处理矿2，其中含WO3  70.6％、含P  0.02％、含Mo  0.24％。过

滤得滤液1200ml，其中含WO3  0.46g/L、Mo  0.54g/L、P  12.4g/L、Ca2+29g/L、H+1.9mol/L。

[0058]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缓慢加入粉状碳酸钙，当溶液pH＝2.5时继续搅拌2小

时后过滤，得磷酸钙固体(含P2O5为33％，可作为富磷矿出售)和滤液1100ml，滤液中含P 

0.92g/L，含Ca2+66g/L。

[0059]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缓缓加入178g浓硫酸(98％)，常温下搅拌1小时后过

滤，得900ml滤液，其中含Ca2+4.6g/L、SO42-2.5g/L、P  0.84g/L，H+3.14mol/L。

[0060] 向前述所得滤液中边搅拌边加入4.7g氯化钡，并在常温下密闭搅拌2小时，过滤后

得滤液898ml，其中含Ca2+4.6g/L、SO42-0.14g/L、P0.84g/L，H+3.14mol/L。用30％(质量百分

比)的盐酸将转化酸液的H+浓度调整为3.5mol/L，以供下次使用。

[0061] 实施例6：

[0062] 所采用的白钨矿含WO3  61％、含P  0.045％、含Mo  0.08％，粒度小于150微米。

[0063] 1)预处理：

[0064] 称取300g上述白钨矿，加入到300ml浓度为2.5mol/L的开启搅拌的盐酸溶液中，边

搅拌边继续加入上述盐酸溶液，搅拌反应2小时并控制体系的最终盐酸浓度为1.5mol/L。过

滤后所得滤饼为预处理矿，其中含WO3  72％、含P  0 .01％、含Mo  0 .09％。过滤得滤液

1000ml，其中含WO3  0.56g/L、Mo  0.03g/L、P  0.1g/L、Ca2+18g/L、HCl  1.5mol/L，用30％(质

量百分比)的盐酸将转化酸液的H+浓度调整为2.5mol/L，以供下次使用。

[0065] 2)酸分解：将上述白钨矿，与1000ml浓度为5.0mol/L的盐酸溶液混合，盐酸用量为

WO3摩尔量的3.15倍，在95℃下于密闭玻璃反应釜内搅拌反应3小时，过滤后得固体钨酸和

酸分解母液。用130ml浓度为1.5mol/L的稀盐酸洗涤滤饼，并将洗液一起并入酸分解母液，

得1070ml酸分解母液，酸分解母液中含WO3  0.26g/L、Mo  0.09g/L、Ca2+33g/L、H+3.3mol/L。

[0066] 3)酸分解母液转化与净化：向步骤2)得到的酸分解母液中边搅拌边缓慢加入86g

浓硫酸(98％)，在常温下密闭搅拌2小时，过滤后得825ml转化酸液，其中含Ca2+2.7g/L、SO42-

3.8g/L、H+4.8mol/L。向转化酸液中加入3.4g碳酸钡，在常温下搅拌1小时后过滤，所得滤液

中SO42-降至2.0g/L。用30％(质量百分比)的盐酸和去离子水将净化后的转化酸液调整至H+

浓度为5.0mol/L、体积为1000ml，以供下次酸分解使用。

[0067] 以上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非对本发明的限制。尽管参照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各种组合、

修改或者等同替换，都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

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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