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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

铀铌钛的方法。其工艺流程包括如下步骤：1)采

用硫酸-氢氟酸浸出铌钛铀矿；2)采用萃取剂对

步骤1)中浸出液进行萃取3)碳酸钠反萃取步骤

2)中负载有机相；4)将步骤3)得到反萃取液进行

沉淀制备“111”产品；5)从步骤3)反萃取沉淀物

提取钛；6)从步骤5)提钛后沉淀物提取铌。该工

艺实现了铌钛铀矿铀铌钛的综合回收，提高了矿

石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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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包含六个步骤，其特征在于：

步骤一、浸出；

铌钛铀矿，加入10～60wt％的硫酸、1wt％～8wt％的氢氟酸，60wt％～80wt％的水，在

温度50℃～90℃下搅拌浸出，浸出时间1～8h，浸出后矿浆经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液与浸出

渣；

步骤二、萃取；

上述步骤一得到的浸出液采用萃取剂进行萃取,在8～20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逆

流萃取，萃取温度为20～35℃，其中浸出液与萃取剂的流量之比以控制萃余液中铀浓度小

于20mg/L，经过萃取得到负载铀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萃余液进行废水处理；

步骤三、反萃取；

上述步骤二中负载有机相采用碳酸钠溶液反萃取，碳酸钠溶液浓度为100～200g/L，反

萃取在3～5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反萃取温度20～40℃，反萃取流比以控制反萃取液

中铀浓度大于20g/L，反萃取后的到含有沉淀物的反萃取液及贫有机相，贫有机相返回步骤

二进行萃取，含沉淀物的反萃取液经过滤得到含铌钛的沉淀物及铀溶液；

步骤四、铀产品制备；

上述步骤三中反萃取后的铀溶液加入硫酸，调节pH为2～3，搅拌30min～1h后加入氢氧

化钠调节pH为7～8，搅拌1～2h后沉化，沉化时间大于10h，过滤洗涤得到铀产品及铀沉淀母

液，母液补加碳酸钠后返回步骤三反萃取工序。

步骤五、反萃取沉淀物提取钛；

上述步骤三中含铌钛沉淀物经稀硫酸洗涤除去其中的杂质，洗涤后沉淀物采用质量分

数为30％～60％的硫酸溶液浸取其中的钛，液固比为控制浸出后浸出液中TiO2浓度200g/L

左右、游离硫酸浓度0.5mol/L～2mol/L，浸出温度为30～60℃，浸取时间为2～6h，过滤得到

含钛溶液及浸取渣；含钛溶液采用常压水解工艺制备偏钛酸，偏钛酸热解得到二氧化钛，水

解母液经浓缩至质量分数为30％～60％后返回浸取钛。

步骤六、提取铌；

上述步骤五中浸取钛后渣加入硫酸及氢氟酸浸出铌，硫酸及氢氟酸加入量为控制浸出

液中五氧化二铌浓度为30～100g/L，硫酸浓度为2～3moL/L、氢氟酸浓度为5～9moL/L，室温

搅拌待该浸取钛后渣全部溶解即可，得到铌的浸出液，该浸出液采用体积分数为10％～

50％的N503、体积分数为50％～90％的磺化煤油进行萃取，单级或2～20级逆流萃取，萃取温

度为20～60℃，萃取过程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控制萃余液中铌浓度小于0.5g/L，得到

负载铌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该萃余液补加硫酸及氢氟酸后返回浸出铌；负载铌有机相采用

硫酸浓度为3～3.5mol/L、氢氟酸浓度2～4mol/L的洗水进行洗涤；洗涤后的载铌有机相采

用水反萃取，反萃取级数为5～10级逆流反萃取，反萃取流比以控制反萃取液中铌浓度为80

～100g/L为宜；铌的反萃取液加入氨水沉淀，沉淀终点pH为8～9，经过滤得到沉淀物与沉淀

母液，沉淀物采用稀氨水调浆洗涤、煅烧脱氟得到五氧化二铌产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中，将骤一得到的浸出液采用萃取剂进行萃取，所述萃取剂的组成为5％～30％P204、

1％～30％TRPO或TBP、80％～94％的磺化煤油，上述百分比均为体积分数。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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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一中，加入50wt％的硫酸、4％的氢氟酸，70wt％的水，90℃下搅拌浸出4h。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二中，将步骤一得到的浸出液采用体积分数为10％的P204、体积分数为5％的TRPO和体积

分数为85％的磺化煤油进行萃取，萃取试验在8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有机相与水相流

量之比为V(O):V(A)为1.2:1，萃取时间5min，萃取温度30℃，萃余水相中铀浓度为14mg/L。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三中，将步骤二中负载有机相采用150g/L碳酸钠溶液反萃取，反萃取在3级逆流混合澄清

器中进行，负载有机相与反萃取剂流量之比为V(O):V(A)为6:1，反萃取温度3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四，将步骤三中反萃取后的铀溶液加入硫酸，调节pH为2.3，搅拌30min后加入氢氧化钠调

节pH为7.6，搅拌2h后沉化，沉化时间16h。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五，将步骤三中含铌钛沉淀物经稀硫酸洗涤后，加入质量分数为30％的硫酸溶液，液固比

为1.6:1，浸出温度为50℃，浸取时间为4h。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六，将步骤五中浸取钛后渣加入50wt％的硫酸、100wt％的氢氟酸、150wt％的水室温搅拌

待该浸取钛后渣全部溶解，得到铌的浸出液，浸出液中铌浓度为62 .2g/L，硫酸浓度为

3.3mol/L、氢氟酸浓度为6.3mol/L，该浸出液采用体积分数为50％的N503、体积分数为50％

的磺化煤油进行萃取，10级逆流萃取，萃取温度为30℃，萃取过程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

1.2:1，得到负载铌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萃余液中铌浓度0.45g/L，该萃余液补加硫酸及氢氟

酸后返回浸出铌；负载铌有机相采用硫酸浓度为3mol/L、氢氟酸浓度3.3mol/L的洗水进行

洗涤；洗涤后的载铌有机相采用水反萃取，反萃取级数为8级逆流反萃取，反萃取流比为2:

1；铌的反萃取液加入氨水沉淀，沉淀终点pH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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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铀矿水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铌钛铀矿(Ca,U)2(Ti,Nb,Ta)2O6(OH)属于烧绿石的一种，属于难处理的含铀矿石，

在铀矿水冶领域，一般只在含有其他易于处理的铀矿物作为主要矿物时，才会同时提取。在

铌钽行业，对于矿石中伴生的铀一般在浸出过程使其以四氟化铀形式沉淀于渣中，依据铀

的品位决定是否进行回收。

[0003] 针对铌钛铀矿的水冶处理国外相关研究较少，关于该种矿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蜕

晶质化的研究，矿石的处理研究以浸出性能研究为主，对溶液中铀、铌的回收报道较少。国

内对该种矿石的提取工艺主要有：硫酸化焙烧处理矿石，水浸或酸浸焙烧熟料，浸出液压煮

沉淀铌，除铌后浸出液萃取回收铀，铌沉淀物采用硫酸及氢氟酸浸出铌，萃取回收混酸浸出

液中的铌；氧压酸浸处理该矿石，萃取回收其中的铀，铌在高压浸出过程不浸出；硫酸及氟

硅酸盐协同浸出矿石中的铀、铌，浸出液硫代硫酸盐沉淀铌，除铌后的溶液回收铀，未提出

进一步回收铌的工艺。

[0004] 上述铌钛铀矿的处理方法存在试剂消耗及能耗过高或未对铌提出有效合理的回

收方法，对铌钛铀矿中伴生的价值相对较低的钛的回收并未涉及。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不足，本发明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

法，降低铌钛铀矿处理过程能耗过高的问题，实现铀、铌、钛的综合回收。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包含六个步骤，步骤一、浸出；

[0008] 铌钛铀矿，加入10～60wt％的硫酸、1wt％～8wt％的氢氟酸，60wt％～80wt％的

水，在温度50℃～90℃下搅拌浸出，浸出时间1～8h，浸出后矿浆经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液与

浸出渣；

[0009] 步骤二、萃取；

[0010] 上述步骤一得到的浸出液采用萃取剂进行萃取,在8～20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

行逆流萃取，萃取温度为20～35℃，其中浸出液与萃取剂的流量之比以控制萃余液中铀浓

度小于20mg/L，经过萃取得到负载铀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萃余液进行废水处理；

[0011] 步骤三、反萃取；

[0012] 上述步骤二中负载有机相采用碳酸钠溶液反萃取，碳酸钠溶液浓度为100～200g/

L，反萃取在3～5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反萃取温度20～40℃，反萃取流比以控制反萃

取液中铀浓度大于20g/L，反萃取后的到含有沉淀物的反萃取液及贫有机相，贫有机相返回

步骤二进行萃取，含沉淀物的反萃取液经过滤得到含铌钛的沉淀物及铀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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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四、铀产品制备；

[0014] 上述步骤三中反萃取后的铀溶液加入硫酸，调节pH为2～3，搅拌30min～1h后加入

氢氧化钠调节pH为7～8，搅拌1～2h后沉化，沉化时间大于10h，过滤洗涤得到铀产品及铀沉

淀母液，母液补加碳酸钠后返回步骤三反萃取工序。

[0015] 步骤五、反萃取沉淀物提取钛；

[0016] 上述步骤三中含铌钛沉淀物经稀硫酸洗涤除去其中的杂质，洗涤后沉淀物采用质

量分数为30％～60％的硫酸溶液浸取其中的钛，液固比为控制浸出后浸出液中TiO2浓度

200g/L左右、游离硫酸浓度0.5mol/L～2mol/L，浸出温度为30～60℃，浸取时间为2～6h，过

滤得到含钛溶液及浸取渣；含钛溶液采用常压水解工艺制备偏钛酸，偏钛酸热解得到二氧

化钛，水解母液经浓缩至质量分数为30％～60％后返回浸取钛。

[0017] 步骤六、提取铌；

[0018] 上述步骤五中浸取钛后渣加入硫酸及氢氟酸浸出铌，硫酸及氢氟酸加入量为控制

浸出液中五氧化二铌浓度为30～100g/L，硫酸浓度为2～3moL/L、氢氟酸浓度为5～9moL/L，

室温搅拌待该浸取钛后渣全部溶解即可，得到铌的浸出液，该浸出液采用体积分数为10％

～50％的N503、体积分数为50％～90％的磺化煤油进行萃取，单级或2～20级逆流萃取，萃取

温度为20～60℃，萃取过程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控制萃余液中铌浓度小于0.5g/L，得

到负载铌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该萃余液补加硫酸及氢氟酸后返回浸出铌；负载铌有机相采

用硫酸浓度为3～3.5mol/L、氢氟酸浓度2～4mol/L的洗水进行洗涤；洗涤后的载铌有机相

采用水反萃取，反萃取级数为5～10级逆流反萃取，反萃取流比以控制反萃取液中铌浓度为

80～100g/L为宜；铌的反萃取液加入氨水沉淀，沉淀终点pH为8～9，经过滤得到沉淀物与沉

淀母液，沉淀物采用稀氨水调浆洗涤、煅烧脱氟得到五氧化二铌产品。

[0019] 所述步骤二中，将骤一得到的浸出液采用萃取剂进行萃取，所述萃取剂的组成为

5％～30％P204、1％～30％TRPO或TBP、80％～94％的磺化煤油，上述百分比均为体积分数。

[0020] 所述步骤一中，加入50wt％的硫酸、4％的氢氟酸，70wt％的水，90℃下搅拌浸出

4h。

[0021] 所述步骤二中，将步骤一得到的浸出液采用体积分数为10％的P204、体积分数为

5％的TRPO和体积分数为85％的磺化煤油进行萃取，萃取试验在8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

行，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V(O):V(A)为1.2:1，萃取时间5min，萃取温度30℃，萃余水相

中铀浓度为14mg/L。

[0022] 所述步骤三中，将步骤二中负载有机相采用150g/L碳酸钠溶液反萃取，反萃取在3

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负载有机相与反萃取剂流量之比为V(O):V(A)为6:1，反萃取温

度35℃。

[0023] 所述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反萃取后的铀溶液加入硫酸，调节pH为2.3，搅拌30min后

加入氢氧化钠调节pH为7.6，搅拌2h后沉化，沉化时间16h。

[0024] 所述步骤五，将步骤三中含铌钛沉淀物经稀硫酸洗涤后，加入质量分数为30％的

硫酸溶液，液固比为1.6:1，浸出温度为50℃，浸取时间为4h。

[0025] 所述步骤六，将步骤五中浸取钛后渣加入50wt％的硫酸、100wt％的氢氟酸、

150wt％的水室温搅拌待该浸取钛后渣全部溶解，得到铌的浸出液，浸出液中铌浓度为

62.2g/L，硫酸浓度为3.3mol/L、氢氟酸浓度为6.3mol/L，该浸出液采用体积分数为5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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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3、体积分数为50％的磺化煤油进行萃取，10级逆流萃取，萃取温度为30℃，萃取过程有机

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1.2:1，得到负载铌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萃余液中铌浓度0.45g/L，该萃

余液补加硫酸及氢氟酸后返回浸出铌；负载铌有机相采用硫酸浓度为3mol/L、氢氟酸浓度

3.3mol/L的洗水进行洗涤；洗涤后的载铌有机相采用水反萃取，反萃取级数为8级逆流反萃

取，反萃取流比为2:1；铌的反萃取液加入氨水沉淀，沉淀终点pH为8.3。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7] 采用本发明提出的工艺可从采用硫酸氢氟酸解离矿石，同步浸出铀、铌、钛，萃取

剂共萃取铀铌钛、反萃取铀的同时使铌钛沉淀，可从铌钛沉淀物中进一步回收铌钛，实现了

铌钛铀矿的综合回收。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从铌钛铀矿中综合回收铀铌钛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1)浸出：某铌钛铀矿(93％以上的铀、铌存在于铌钛铀矿中、约6％的钛存在于铌

钛铀矿中)，其中铀铌钛含量分别为0.425％、0.359％、3.04％，加入50wt％的硫酸、4％的氢

氟酸，70wt％的水，90℃下搅拌浸出4h，浸出矿浆经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渣及浸出液，铀、铌、

钛浸出率98.4％、80.3％、47.4％。

[0032] (2)萃取：上述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采用10％P204+5％TRPO+85％磺化煤油(均为

体积分数)进行萃取，萃取试验在8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V

(O):V(A)为1.2:1，萃取时间5min，萃取温度30℃，萃余水相中铀浓度为14mg/L，铌浓度为

0.586g/L，钛浓度9.2g/L，铀、铌、钛萃取率分别为99.7％、79.4％、36.1％。

[0033] (3)反萃取：上述步骤(2)中负载有机相采用150g/L碳酸钠溶液反萃取，反萃取在3

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负载有机相与反萃取剂流量之比为V(O):V(A)为6:1，反萃取温

度35℃，反萃取后得到含有沉淀物的反萃取液及贫有机相，贫有机相返回步骤(2)进行萃

取，含沉淀物的反萃取液经过滤得到含铌钛的沉淀物及铀溶液。经分析反萃取液铀浓度铀

浓度为21.1g/L。

[0034] (4)铀产品制备：上述步骤(3)中反萃取后的铀溶液加入硫酸，调节pH为2.3，搅拌

30min后加入氢氧化钠调节pH为7.6，搅拌2h后沉化，沉化时间16h，过滤洗涤得到铀产品及

铀沉淀母液，铀沉淀率大于99.5％。母液补加碳酸钠后返回步骤(3)反萃取工序，重铀酸钠

达到行业一级品标准。

[0035] (5)反萃取沉淀物提取钛：上述步骤(3)中含铌钛沉淀物经稀硫酸洗涤后，加入质

量分数为30％的硫酸溶液，液固比为1.6:1，浸出温度为50℃，浸取时间为4h，，过滤得到含

钛溶液及浸取渣，钛浸出率为80.1％，浸出液TiO2浓度为205g/L、游离硫酸浓度0.95mol/L。

含钛溶液采用常压水解工艺制备偏钛酸，偏钛酸热解得到二氧化钛，其中二氧化钛含量大

于90％，钛沉淀率为97.6％。

[0036] (6)提取铌：上述步骤(5)中浸取钛后渣加入50wt％的硫酸、100wt％的氢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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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wt％的水室温搅拌待该浸取钛后渣全部溶解，得到铌的浸出液，浸出液中铌浓度为

62.2g/L，硫酸浓度为3.3mol/L、氢氟酸浓度为6.3mol/L，该浸出液采用50％N503、50％磺化

煤油(均为体积分数)进行萃取，10级逆流萃取，萃取温度为30℃，萃取过程有机相与水相流

量之比为1.2:1，得到负载铌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萃余液中铌浓度0.45g/L，该萃余液补加硫

酸及氢氟酸后返回浸出铌；负载铌有机相采用硫酸浓度为3mol/L、氢氟酸浓度3.3mol/L的

洗水进行洗涤；洗涤后的载铌有机相采用水反萃取，反萃取级数为8级逆流反萃取，反萃取

流比为2:1；铌的反萃取液加入氨水沉淀，沉淀终点pH为8.3，经过滤得到沉淀物与沉淀母

液，铌沉淀率大于99.9％，沉淀物采用稀氨水调浆洗涤、煅烧脱氟得到五氧化二铌产品，其

中五氧化二铌含量大于95％。

[0037] 实施例2：

[0038] (1)浸出：某铌钛铀矿(93％以上的铀、铌存在于铌钛铀矿中、约5.3％的钛存在于

铌钛铀矿中)，其中铀铌钛含量分别为0.509％、0.557％、4.18％，加入50wt％的硫酸、5％的

氢氟酸，65wt％的水，90℃下搅拌浸出3h，浸出矿浆经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渣及浸出液，铀、

铌、钛浸出率98.5％、81.0％、55.0％。

[0039] (2)萃取：上述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采用15％P204+7.5％TRPO+85％磺化煤油(均

为体积分数)进行萃取，萃取试验在10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比为

V(O):V(A)为1.3:1，萃取时间3min，萃取温度25℃，萃余水相中铀浓度为19mg/L，铌浓度为

0.856g/L，钛浓度14.3g/L，铀、铌、钛萃取率分别为99.6％、81.0％、38.4％。

[0040] (3)反萃取：上述步骤(2)中负载有机相采用150g/L碳酸钠溶液反萃取，反萃取在3

级逆流混合澄清器中进行，负载有机相与反萃取剂流量之比为V(O):V(A)为5:1，反萃取温

度35℃，反萃取后得到含有沉淀物的反萃取液及贫有机相，贫有机相返回步骤(2)进行萃

取，含沉淀物的反萃取液经过滤得到含铌钛的沉淀物及铀溶液。经分析反萃取液铀浓度为

20.4g/L。

[0041] (4)铀产品制备：上述步骤(3)中反萃取后的铀溶液加入硫酸，调节pH为2.2，搅拌

1h后加入氢氧化钠调节pH为7.5，搅拌3h后沉化，沉化时间16h，过滤洗涤得到铀产品及铀沉

淀母液，铀沉淀率大于99.5％。母液补加碳酸钠后返回步骤(3)反萃取工序，重铀酸钠达到

行业一级品标准。

[0042] (5)反萃取沉淀物提取钛：上述步骤(3)中含铌钛沉淀物经稀硫酸洗涤后，加入质

量分数为35％的硫酸溶液，液固比为1.8:1，浸出温度为40℃，浸取时间为4h，，过滤得到含

钛溶液及浸取渣，钛浸出率为79.5％，浸出液TiO2浓度为207g/L、游离硫酸浓度1.5mol/L。

含钛溶液采用常压水解工艺制备偏钛酸，偏钛酸热解得到二氧化钛，其中二氧化钛含量大

于90％，钛沉淀率为97.3％。

[0043] (6)提取铌：上述步骤(5)中浸取钛后渣加入50wt％的硫酸、100wt％的氢氟酸、

150wt％的水室温搅拌待该浸取钛后渣全部溶解，得到铌的浸出液，浸出液中铌浓度为

66.8g/L，硫酸浓度为3.5mol/L、氢氟酸浓度为5.8mol/L，该浸出液采用50％N503、50％磺化

煤油(均为体积分数)进行10级逆流萃取，萃取温度为30℃，萃取过程有机相与水相流量之

比为1.1:1，得到负载铌的有机相及萃余液，萃余液中铌浓度0.59g/L，该萃余液补加硫酸及

氢氟酸后返回浸出铌；负载铌有机相采用硫酸浓度为3.2mol/L、氢氟酸浓度3mol/L的洗水

进行洗涤；洗涤后的载铌有机相采用水反萃取，反萃取级数为8级逆流反萃取，反萃取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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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1；铌的反萃取液加入氨水沉淀，沉淀终点pH为8.2，经过滤得到沉淀物与沉淀母液，铌

沉淀率大于99.9％，沉淀物采用稀氨水调浆洗涤、煅烧脱氟得到五氧化二铌产品，其中五氧

化二铌含量大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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