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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含钛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

路板协同全组分资源化方，属于无机材料制备技

术领域。该方法首先将含钛高炉渣与适量的废旧

印刷线路板WPCBs混合均匀加热至熔融确保混合

均匀，再与一定的Na2CO3混合均匀进行热态改性

处理，经过稀盐酸酸浸过滤后获得的CaTiO3含量

达到75％以上；滤液用氨水调节pH，过滤后再用

酸洗除去Fe3+即得到水合二氧化硅，滤液再用氨

水调pH以获得镁铝尖晶石的前驱物，高温灼烧得

到多元掺杂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本发

明方法能够分别制备烟气选择性还原(SCR)脱硝

催化剂、水合二氧化硅和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

合材料，本发明方法对高炉渣与WPCBs进行了协

同资源化利用，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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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钛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路板协同全组分资源化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具体步骤

如下：

(1)废旧印刷线路板的掺杂固溶：

(1A)将含钛高炉渣烘干，置于粉磨罐粉磨，得到含钛高炉渣粉末；

(1B)将废旧印刷线路板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将除去铁片后的废旧印刷线路板碎块置于

箱式炉中700-900℃保温2h热分解有机高分子材料，然后将热处理后的废旧印刷线路板碎

块用研钵研磨,得到废旧印刷线路板粉末；

(1C)将步骤(1A)和(1B)中所得的所述含钛高炉渣粉末与所述废旧印刷线路板粉末按

质量比10:1研磨混合均匀后置于坩埚中，加热至1350-1550℃熔融状态保温1h后自然冷却

得到废旧印刷线路板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

(2)热改性：

(2A)将步骤(1C)得到的所述废旧印刷线路板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进行破碎，然后用

粉磨罐粉磨得到废旧印刷线路板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粉末，烘干备用；

(2B)将步骤(2A)所得的所述废旧印刷线路板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粉末与Na2CO3按质

量比10：3混合研磨均匀后置于坩埚中，于1350-1550℃条件下热改性，保温1h后自然冷却得

到改性含钛高炉渣；

(3)分段回收有价组分：

(3A)制备烟气SCR脱硝催化剂：将步骤(2B)中得到的所述改性含钛高炉渣破碎研磨得

到改性含钛高炉渣粉末，将所述改性含钛高炉渣粉末置于5wt％-10wt％盐酸溶液中，在温

度25-60℃下，搅拌反应1h，过滤并用水洗涤至中性，烘干得到烟气SCR脱硝催化剂：CaTiO3

复合催化剂，滤液保留；

(3B)制备水合二氧化硅：将步骤(3A)中保留的滤液调节pH值至2.8-3.5，过滤得到粗制

水合二氧化硅，滤液保留备用；将所得粗制水合二氧化硅与酸混合搅拌、过滤、水洗、烘干

后，得到水合二氧化硅；

(3C)制备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

将步骤(3B)所得滤液用氨水调节pH至7.5-8.5，置于25-65℃水浴陈化1h，过滤得到前

驱物；将所述前驱物置于箱式炉中，于1300-1550℃下焙烧2h，得到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

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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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钛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路板协同全组分资源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机材料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钛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路板

协同全组分高值资源化方法。本发明方法以含钛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协同资

源化利用，分别制备烟气SCR脱硝催化剂、水合二氧化硅和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含钛高炉渣是中国特有的二次资源，其含有大量的Ca、Mg、Al、Si、Ti等有价元素，

资源化利用潜力巨大。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含钛高炉渣综合利用一直备受关注，国内一

批专家学者对含钛高炉渣的综合利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目前含

钛高炉渣的综合利用率仍然低，且绝大多数利用方式仍处于较为低端阶段，即使对其进行

资源化利用(如：提取钛及含钛组分，生产水玻璃以及制矿渣棉等)，也只是提取单一组分，

附加值较低，且生产流程长且复杂，难以实现大宗量高附加值利用。

[0003] 现有高炉渣利用的技术方案主要有：用作建筑材料、酸浸提取TiO2、碱处理高炉渣

相分离技术、熔融电解法制取硅钛复合合金工艺、高温碳化—低温氯化制取TiCl4残渣制水

泥、硫酸铵熔融反应法提钛技术以及熔融法制备微晶玻璃等七种；目前从技术、经济、环保、

市场等多方面，专家对上述七种典型高炉渣利用技术进行综合评价后认为，所列七种高炉

渣利用技术均只以一种或多种元素为目标组分，其虽具有一定经济效益，但是非目标组分

白白浪费并可能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

[0004] 而废旧印刷线路板(Waste  Printed  Circuit  Boards，WPCBs)是电子电器产品的

核心组件，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和淘汰速度的加快，WPCBs的废弃量逐年增加。中国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的电子废弃物总量为5.5百万吨，2014年超过6百万吨，预计

2020年中国的电子废弃物将达到一千万吨，占全球总量的一半。并且全球产生的电子废弃

物有80％转移到亚洲，其中90％进入到中国，数量庞大的电子废弃物将对中国的生态环境

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印刷电路板(PCBs)中成分复杂，其中含有的重金属(铅、汞、铬、镉)以

及非金属(溴代助燃剂、液态光致阻焊剂)，随意丢弃暴露在环境中，极易造成土壤、水体的

严重污染。同时，这些废旧印刷线路板含有大量的有价金属，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特别是

线路板中的Cu含量在10-20％，而目前我国铜矿中Cu的平均品位是0.6％，这表明WPCBs中的

Cu是铜矿的数十倍，如果将WPCBs中的Cu进行合理的资源化利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和经济价值。现有WPCBs资源化方法主要有：火法冶金技术、湿法冶金技术、机械处理技术、

生物冶金技术以及热解技术；目前，上述处理WPCBs的技术方法还存在一定的缺点和问题，

现有技术水平很难满足社会、市场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为了克服现有高炉渣单一组分资源化与WPCBs利用的缺陷，提供一种含钛

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路板协同全组分高值资源化方法。本发明方法包括WPCBs掺杂固溶、热

改性工序和分段回收有价组分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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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含钛高炉渣与废旧印刷线路板协同全组分高值资源化方法，该方

法具体步骤如下：

[0007] (1)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的掺杂固溶：

[0008] (1A)将含钛高炉渣烘干，置于粉磨罐粉磨，得到含钛高炉渣粉末；

[0009] (1B)将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将除去铁片后的废旧印刷线路

板WPCBs碎块置于箱式炉中700-900℃保温2h热分解有机高分子材料，然后将热处理后的废

旧印刷线路板WPCBs碎块用研钵研磨,得到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粉末；

[0010] (1C)将步骤(1A)和(1B)中所得的所述含钛高炉渣粉末与所述废旧印刷线路板

WPCBs粉末按质量比10:1研磨混合均匀后置于坩埚中，加热至1350-1550℃熔融状态保温1h

后自然冷却得到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

[0011] (2)热改性：

[0012] (2A)将步骤(1C)得到的所述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进行破

碎，然后用粉磨罐粉磨得到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粉末，烘干备用；

[0013] (2B)将步骤(2A)所得的所述废旧印刷线路板WPCBs掺杂固溶的含钛高炉渣粉末与

Na2CO3按质量比10：3混合研磨均匀后置于坩埚中，于1350-1550℃条件下热改性，保温1h后

自然冷却得到改性含钛高炉渣。

[0014] (3)分段回收有价组分：

[0015] (3A)制备烟气SCR脱硝催化剂：将步骤(2B)中得到的所述改性含钛高炉渣破碎研

磨得到改性含钛高炉渣粉末，将所述改性含钛高炉渣粉末置于5wt％-10wt％盐酸溶液中，

在温度25-60℃下，搅拌反应1h，过滤并用水洗涤至中性，烘干得到烟气SCR脱硝催化剂：

CaTiO3复合催化剂，滤液保留；

[0016] (3B)制备水合二氧化硅：将步骤(3A)中保留的滤液调节pH值至2.8-3.5，过滤得到

粗制水合二氧化硅，滤液保留备用；将所得粗制水合二氧化硅与酸混合搅拌、过滤、水洗、烘

干后，得到水合二氧化硅；

[0017] (3C)制备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

[0018] 将步骤(3B)所得滤液用氨水调节pH至7.5-8.5，置于25-65℃水浴陈化1h，过滤得

到前驱物；将所述前驱物置于箱式炉中，于1300-1550℃下焙烧2h，得到镁铝尖晶石与钙铝

石复合材料。

[0019] 本发明方法的主要化学反应及原理如下：

[0020] 1、制备的主要化学反应

[0021] 高温反应：

[0022] SiO2+Na2CO3→Na2SiO3+CO2↑+O2↑

[0023] 酸解反应：

[0024] Al2O3+6HCl→2AlCl3+3H2O

[0025] Fe2O3+6HCl→2FeCl3+3H2O

[0026] MgO+2HCl→MgCl2+H2O

[0027] CaO+2HCl→CaCl2+H2O

[0028] 2、本发明的主要原理：

[0029] (1)将WPCBs与含钛高炉渣高温共熔，使WPCBs中的Cu等元素固溶于含钛高炉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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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含钛高炉渣中催化活性物质的原位优化掺杂。

[0030] (2)通过将WPCBs掺杂固溶后的含钛高炉渣进行碱热处理，使Ti组分富集到不易与

酸反应的CaTiO3物相中并且促进硅酸盐矿物相重构形成能被酸完全溶解的硅酸盐，同时，

实现WPCBs中诸如Cu、Ag、Au等多种高价值元素掺杂至SCR催化活性物质中。

[0031] (3)使用盐酸酸浸(2)经过热改性的渣样，使渣样中的Al2O3、Fe2O3、MgO和SiO2等组

分进入滤液，再通过过滤和水洗涤除去，获得SCR催化剂。

[0032] (4)将(3)中的滤液收集保留，调节pH使Si、Mg、Al、Ca等元素分段提取出来。

[0033] 本发明的优点是通过WPCBs与含钛高炉共熔，再经热改性将含钛高炉渣中Ti组分

富集到不易与酸反应的多元掺杂CaTiO3(主要SCR活性物质)物相中并使其相富集长大，以

及促进硅酸盐矿物相重构形成能被酸完全溶解的硅酸盐，同时，将WPCBs中的Cu等元素掺杂

固溶于钙钛矿相。然后通过稀盐酸酸浸将Al2O3、Fe2O3、MgO和SiO2等组分除去，获得高效SCR

催化剂，其在350-400℃下的脱硝效率均达到85-99％。再通过后续分段调节pH制备水合二

氧化硅(SiO2含量达96-98％)和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该方法工艺简单、成本低、

实现了高炉渣与WPCBs的协同资源化高附加值利用，实现含钛高炉渣与WPCBs的的大宗量绿

色高效利用，具有巨大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方法所制备的SCR催化剂酸浸后的XRD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方法所制备的水合二氧化硅的红外图谱；

[0036] 图3为本发明方法所制备的镁铝尖晶石和钙铝石复合材料的XRD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实施例1：将WPCBs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后置于箱式炉中，加热至700℃保温2h，除去

塑料等有机成分，自然冷却后用研钵研磨至较小粒径；含钛高炉渣烘干，取100g置于粉磨罐

中粉磨60s；取上述含钛高炉渣100g与WPCBs粉末10g混合均匀置于坩埚中，箱式炉中加热至

1350℃保温1h随炉冷却；将上述WPCBs掺杂含钛高炉渣用粉磨罐粉磨(100g研磨30s)；取

100g上述WPCBs掺杂含钛高炉渣和30g  Na2CO3粉体混合研磨均匀，置于坩埚中在1350℃下保

温1h，自然冷却备用；将经过热改性高炉渣粉磨罐粉磨后，取粉末15 .0108g，置于100-

300ml5-10wt％的盐酸溶液中，在25-60℃下搅拌反应1h，过滤获得固相样品Ⅰ和液相样品Ⅰ，

水洗固相样品Ⅰ、烘干获得高效SCR催化剂。液相样品Ⅰ收集保留备用；调节液相样品ⅠpH至

3.68，过滤获得固相样品Ⅱ和液相样品Ⅱ，将固相样品Ⅱ烘干得到粗制水合二氧化硅，粗制

水合二氧化硅经酸浸、水洗、烘干后得到高纯水合二氧化硅；将液相样品Ⅱ调节pH＝8.05，

置于65℃水浴锅中陈化1h，过滤、烘干后得到镁铝尖晶石前驱物；将镁铝尖晶石前驱物置于

箱式炉中1300℃保温2h，即得到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

[0038] 实施例2：将WPCBs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后置于箱式炉中，加热至800℃保温2h，除去

塑料等有机成分，自然冷却后用研钵研磨至较小粒径；含钛高炉渣烘干，取100g置于粉磨罐

中粉磨60s；取上述含钛高炉渣100g与WPCBs粉末10g混合均匀置于坩埚中，箱式炉中加热至

1450℃保温1h随炉冷却；将上述WPCBs掺杂固溶含钛高炉渣用粉磨罐粉磨，(100g研磨30s)；

取100g上述WPCBs掺杂含钛高炉渣和30g  Na2CO3粉体混合研磨均匀，置于坩埚中在145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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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1h，自然冷却备用；将经过热改性高炉渣粉磨罐粉磨后，取粉末15.0209g，置于100-

300ml5-10wt％的盐酸溶液中，在25-60℃下搅拌反应1h，过滤获得固相样品Ⅰ和液相样品Ⅰ，

水洗固相样品Ⅰ、烘干获得高效SCR催化剂。液相样品Ⅰ收集保留备用；调节液相样品ⅠpH至

3.06，过滤获得固相样品Ⅱ和液相样品Ⅱ，将固相样品Ⅱ烘干得到粗制水合二氧化硅，粗制

水合二氧化硅经酸浸、水洗、烘干后得到水合二氧化硅；将液相样品Ⅱ调节pH＝8.06，置于

65℃水浴锅中陈化1h，过滤、烘干后得到镁铝尖晶石前驱物；将镁铝尖晶石前驱物置于箱式

炉中1450℃保温2h，即得到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

[0039] 实施例3：将WPCBs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后置于箱式炉中，加热至900℃保温2h，除去

塑料等有机成分，自然冷却后用研钵研磨至较小粒径；含钛高炉渣烘干，取100g置于粉磨罐

中粉磨60s；取上述含钛高炉渣100g与WPCBs粉末10g混合均匀置于坩埚中，箱式炉中加热至

1550℃保温1h随炉冷却；将上述WPCBs掺杂的含钛高炉渣用粉磨罐粉磨，(100g研磨30s)；取

100g上述WPCBs掺杂含钛高炉渣和30g  Na2CO3粉体混合研磨均匀，置于坩埚中在1550℃下保

温1h，自然冷却备用；将经过热改性高炉渣粉磨罐粉磨后，取粉末15 .0120g，置于100-

300ml5-10wt％的盐酸溶液中，在50℃下搅拌反应1h，过滤获得固相样品Ⅰ和液相样品Ⅰ，水

洗固相样品Ⅰ、烘干获得高效SCR催化剂。液相样品Ⅰ收集保留备用；调节液相样品ⅠpH至

3.46，过滤获得固相样品Ⅱ和液相样品Ⅱ，将固相样品Ⅱ烘干得到粗制水合二氧化硅，粗制

水合二氧化硅经酸浸、水洗、烘干后得到水合二氧化硅；将液相样品Ⅱ调节pH＝7.56，置于

65℃水浴锅中陈化1h，过滤、烘干后得到镁铝尖晶石前驱物；将镁铝尖晶石前驱物置于箱式

炉中1550℃保温2h，即得到镁铝尖晶石与钙铝石复合材料。

[0040] 表1为本发明方法所制备的SCR催化剂酸浸后的化学组成。由图1可知，SCR催化剂

酸浸后的固相XRD图与标准卡片峰位相对应，再结合XRF数据，可知该催化剂的主要晶型为

钙钛矿、Fe2O3及镁铝尖晶石等，具有SCR脱硝活性物质。3421.81cm-1的振动峰为H2O分子伸缩

振动峰；1636 .43cm-1出现的振动峰是H-O-H键的弯曲振动峰；1075cm-1，794 .83cm-1，

467.58cm-1出现的吸收峰，分别为Si-O-Si键的反对称伸缩振动峰，对称伸缩振动峰和弯曲

振动峰，为二氧化硅的特征峰。测试结果表明，所制得样品的图谱与标准水合二氧化硅图谱

一致，说明制得样品为无定形水合二氧化硅。

[0041] 见图3，XRD图比对镁铝尖晶石标准卡片99-0098和钙铝石标准卡片45-0946，峰位

基本对应，可知焙烧后样品为镁铝尖晶石和钙铝石复合材料。

[0042] 表1本发明方法制备的SCR催化剂酸浸后的化学组成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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