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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

镍、铜、钴的装置，包括槽体(1)、传动机构(2)、搅

拌桨(3)、提升机构(4)，搅拌桨(3)设置于槽体

(1)内部，传动机构(2)与搅拌桨(3)连接；槽体

(1)的一端加工有溢流口(5)、另一端加工有尾矿

排料口(6)；提升机构(4)设置于槽体(1)的一端；

槽体(1)设置有进料口(7)、多个烟气加入口(8)、

废气吸收口(9)。回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镍冶

炼水淬渣磨细；将磨细后的水淬渣和水加入到槽

体中；向槽体中通入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

气，启动搅拌桨，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

和浸出后的残渣。本发明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回收

水淬渣中的有价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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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槽体(1)、

传动机构(2)、搅拌桨(3)、提升机构(4)，搅拌桨(3)设置于槽体(1)内部，传动机构(2)与搅

拌桨(3)连接；槽体(1)的一端加工有溢流口(5)，槽体(1)的另一端加工有尾矿排料口(6)；

提升机构(4)设置于槽体(1)加工有溢流口(5)的一端；槽体(1)设置有进料口(7)、多个烟气

加入口(8)、废气吸收口(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槽

体(1)倾斜放置，槽体(1)加工有尾矿排料口(6)的一端高于槽体(1)加工有溢流口(5)的一

端；所述槽体(1)的底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14°‑1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

拌桨(3)为螺旋搅拌桨；提升机构(4)为螺旋提升机构；废气吸收口(9)的上方设有废气吸收

罩。

4.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得到磨细后的水淬渣；

步骤(二)：将磨细后的水淬渣和水加入到槽体中；磨细后的水淬渣和水的质量比为1：

(4‑6)；

步骤(三)：向槽体中通过多个烟气加入口通入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启动搅

拌桨，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通过溢流

口溢出，浸出后的残渣通过尾矿排料口排出；向槽体中通入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

的流量与水淬渣的质量比为(2‑3)：1，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为

8％‑10％，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的温度为120℃～22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一)中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的含量大于等于8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三)中搅拌桨的转速为3r/min‑1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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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冶炼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

钴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淬渣是在镍冶炼过程中排放的一种工艺废渣，以FeO·SiO2为主要成份的溶体

经水淬后形成的粒化炉渣，某镍冶炼厂每年就要排放水淬渣150万吨，年利用约10万吨，其

余堆积在企业渣场，累计存量已达到3000万吨左右，对企业周边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造成

了严重的环保影响。

[0003] 水淬渣的主要矿物相有辉石(含镁)、橄榄石等，另外含有大量的玻璃相，其主要存

在三种组织：(1)呈柱状分布的铁镁橄榄石(Fe,Mg)2SiO4及铁橄榄石FeSi4结晶相；(2)结晶

相之间不规则的硅氧化物填充相；(3)星散状分布于上述两种组织之间的铜镍钴铁硫化物。

水淬渣中含有大量的铁质元素和二氧化硅，另外还有少量的镍、铜、钴、铅、锌等金属元素主

要以氧化物和硫化物的形式存在。水淬渣长期堆存，不但造成环境污染，而且是巨大的资源

浪费，同时也表明镍冶炼弃渣具有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充分利用废弃的镍冶炼水淬渣资

源、以较低的成本回收水淬渣中的有价金属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及方

法。

[0005]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包括槽体

(1)、传动机构(2)、搅拌桨(3)、提升机构(4)，搅拌桨(3)设置于槽体(1)内部，传动机构(2)

与搅拌桨(3)连接；槽体(1)的一端加工有溢流口(5)，槽体(1)的另一端加工有尾矿排料口

(6)；提升机构(4)设置于槽体(1)加工有溢流口(5)的一端；槽体(1)设置有进料口(7)、多个

烟气加入口(8)、废气吸收口(9)。

[0007] 根据上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体(1)倾

斜放置，槽体(1)加工有尾矿排料口(6)的一端高于槽体(1)加工有溢流口(5)的一端。所述

槽体(1)的底面与水平面的夹角为14°‑18°。

[0008] 根据上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桨(3)

为螺旋搅拌桨；提升机构(4)为螺旋提升机构；废气吸收口(9)的上方设有废气吸收罩。

[0009] 一种基于上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得到磨细后的水淬渣；

[0011] 步骤(二)：将磨细后的水淬渣和水加入到槽体中；磨细后的水淬渣和水的质量比

为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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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步骤(三)：向槽体中通过多个烟气加入口通入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启

动搅拌桨，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通过

溢流口溢出，浸出后的残渣通过尾矿排料口排出；向槽体中通入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

废气的流量与水淬渣的质量比为(2‑3)：1，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的浓

度为8％‑10％，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的温度为120℃～220℃。

[0013] 根据上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一)中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的含量大于等于80％。

[0014] 根据上述的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三)中搅拌桨的转速为3r/min‑10r/min。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采用本发明的装置及方法能够在充分利用工业烟气的基

础上，不用新加酸液，利用含有二氧化硫的工业烟气进行快速浸出，高效综合回收镍冶炼水

淬渣的镍、铜和钴元素，达到了工业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见图1，本发明的一种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包括槽体1、传动

机构2、搅拌桨3、提升机构4，搅拌桨3设置于槽体1内部，搅拌桨3为螺旋搅拌桨，搅拌桨3的

直径为1000mm‑2400mm、长度为8000mm‑14000mm；传动机构2与搅拌桨3连接；槽体1的一端加

工有溢流口5，槽体1的另一端加工有尾矿排料口6；槽体1倾斜放置，槽体1加工有尾矿排料

口6的一端高于槽体1加工有溢流口5的一端。提升机构4设置于槽体1加工有溢流口5的一

端，提升机构4为螺旋提升机构。槽体1设置有进料口7、多个烟气加入口8、废气吸收口9，废

气吸收口9的上方设有废气吸收罩。

[0018] 装置的工作原理为：将磨细的水淬渣通过给料机均匀给入槽体中，再向槽体中加

水，将含有二氧化硫的工业高温废烟气从烟气加入口通入，在螺旋搅拌的作用下发生酸浸

反应，浸出液为产品，浸出渣为尾料。烟气加入口沿槽体两侧交错分布，距槽底100mm，通入

点的个数为5‑6个，点与点之间的间距1000mm，通入量的大小随矿浆的深度而增加，用阀门

控制。通入的喷嘴伸入在旋转叶片的中间，其伸入长度为200mm。装置的生产能力为4.0‑

7.0t/h，装置的规格型号可根据单位生产能力的增大而增大，装置的槽体需要防腐处理，搅

拌桨及叶片需用防腐耐磨材料。

[0019] 从镍冶炼水淬渣中回收镍、铜、钴的装置的回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步骤(一)：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得到磨细后的水淬渣；镍冶炼水淬渣中包含的组

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MgO  1.5％‑14％、CaO  0.8％‑5.0％、Ni  0.15％‑0.5％、Cu  0.2％‑

0.3％、Co0.06％‑0.3％、Fe  30％‑45％、S  0.5％‑1.2％、其余为SiO2及与上述金属对应的

化合物。镍冶炼水淬渣中主要包含铁质元素和二氧化硅，其中，铁质元素的质量百分含量可

以达到30％‑45％，SiO2的质量百分含量可以达到30％‑42％。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

的含量大于等于80％。

[0021] 步骤(二)：将磨细后的水淬渣通过给料机均匀给入到槽体1中，再向槽体1中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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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细后的水淬渣和水的质量比为1：(4‑6)。

[0022] 步骤(三)：向槽体1中通过多个烟气加入口8通入含有二氧化硫的高温冶炼工业废

气，含有二氧化硫的高温冶炼工业废气的通入流量与水淬渣的质量比为(2‑3)：1，含有二氧

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的浓度为8％‑10％，含有二氧化硫的冶炼工业废气的温度

为120℃～220℃，确保溶液温度在40℃～90℃；启动搅拌桨3，搅拌桨3的转速为3r/min‑

10r/min，在搅拌桨搅动下，水淬渣中的镍、铜、钴以硫酸盐离子的形式进入溶液，得到含有

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通过溢流口5溢出，浸出产

品经蒸发结晶后，含镍4.0％‑8.0％、含铜2.0％‑5.0％、含钴1.0％‑3.0％，送冶炼系统(火

法或湿法)进行处理回收镍、铜、钴有价金属；浸出后的残渣通过螺旋输送到尾矿排料口6排

出，为浸出尾矿。浸出槽液面溢散处的废气经废气吸收口抽出进入工业尾气吸收系统处理。

[0023] 本发明的回收方法的原理：将水淬渣磨细均匀给入装置中，同时加入水形成矿浆，

再将含有二氧化硫的高温工业废气通入到矿浆中,废气中的SO2与矿浆中的水和氧气发生

反应生产硫酸，水淬渣中含有镍、铜、钴的硫化物或氧化物与硫酸发生反应，镍、铜、钴以硫

酸盐的形式进入溶液被回收。

[0024] 主要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0025] 2H2O+2SO2+O2→2H2SO4
[0026] 2Ni3S2+2H2SO4+9O2→6NiSO4+2H2O

[0027] 2Cu2S+2H2SO4+5O2→4CuSO4+2H2O

[0028] CoS+H2SO4+O2→CoSO4+H2O

[0029] NiO+H2SO4→NiSO4+H2O

[0030] CuO+H2SO4→CuSO4+H2O

[0031] CoO+H2SO4→CoSO4+H2O

[0032] 实施例1

[0033] 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的含量为82％；镍冶炼水淬渣

中包含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Ni  0.16％、Cu  0.22％、Co  0.086％。

[0034] 将磨细后的水淬渣通过给料机均匀给入到槽体中，给料量为4.0t/h，向槽体中加

入水控制液固比为4:1。

[0035] 向槽体中以9.6m3/h的流量通入二氧化硫的浓度为8％‑10％的冶炼工业废气，发

生酸浸反应，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浸出产品经蒸发结晶后，含镍

4.16％、含铜4.14％、含钴1.21％，镍回收率为37 .2％，铜回收率为26 .7％，钴回收率为

19.3％。产品送火法冶炼系统进一步回收镍、铜、钴有价金属。

[0036] 实施例2

[0037] 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的含量为83％；镍冶炼水淬渣

中包含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Ni  0.31％、Cu  0.24％、Co  0.20％。

[0038] 将磨细后的水淬渣通过给料机均匀给入到槽体中，给料量为6.0t/h，向槽体中加

入水控制液固比为4:1。

[0039] 向槽体中以14.22m3/h的流量通入二氧化硫的浓度为8％‑10％的冶炼工业废气，

发生酸浸反应，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浸出产品经蒸发结晶后，含

镍5.13％、含铜3.34％、含钴1.94％，镍回收率为41.4％，铜回收率为34.6％，钴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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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产品送火法冶炼系统进一步回收镍、铜、钴有价金属。

[0040] 实施例3

[0041] 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的含量为84％；镍冶炼水淬渣

中包含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Ni  0.43％、Cu  0.25％、Co  0.22％。

[0042] 将磨细后的水淬渣通过给料机均匀给入到槽体中，给料量为6.5t/h，向槽体中加

入水控制液固比为4:1。

[0043] 向槽体中以14.4m3/h的流量通入二氧化硫的浓度为8％‑10％的冶炼工业废气，发

生酸浸反应，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浸出产品经蒸发结晶后，含镍

6.48％、含铜3.17％、含钴2.30％，镍回收率为43 .3％，铜回收率为35 .4％，钴回收率为

28.8％。产品送火法冶炼系统进一步回收镍、铜、钴有价金属。

[0044] 实施例4

[0045] 将镍冶炼水淬渣磨细，磨细后的水淬渣粒度小于3mm的含量为87％；镍冶炼水淬渣

中包含的组分及其质量百分含量为：Ni  0.60％、Cu  0.30％、Co  0.28％。

[0046] 将磨细后的水淬渣通过给料机均匀给入到槽体中，给料量为7.0t/h，向槽体中加

入水控制液固比为4:1。

[0047] 向槽体中以16.59m3/h的流量通入二氧化硫的浓度为8％‑10％的冶炼工业废气，

发生酸浸反应，得到含有镍、铜、钴的浸出产品和浸出后的残渣；浸出产品经蒸发结晶后，含

镍7.68％、含铜2.90％、含钴2.16％，镍回收率为51.3％，铜回收率为41.4％，钴回收率为

30.8％。产品送火法冶炼系统进一步回收镍、铜、钴有价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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