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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

收贵金属的方法，属于贵金属提取回收技术领

域。本发明首先通过将粉末状的氧族元素单质压

片，并作为正极材料组装成电池，放电到1 .5‑

0.001V，然后将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质取出并置

于含可溶性贵金属盐溶液中分散、浸泡，还原贵

金属离子获得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过

滤之后将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置于二硫

化碳溶液中来溶解氧族元素单质，过滤分离得到

贵金属，将溶解了氧族元素单质的二硫化碳挥发

掉后得到氧族元素单质，能循环使用，回收过程

安全，成本较低，对贵金属的回收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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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通过将粉末状的

氧族元素单质中的硫或硒或碲压片，并作为正极电极材料组装成电池，放电到1.5‑0.001V，

然后将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质取出并置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还原获得氧族

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之后将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溶液中来溶解

氧族元素单质，最后过滤分离分别得到氧族元素单质和贵金属，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a  将粉末状的氧族元素单质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01‑0.5cm；

b  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电极材料，组装成电池，放电到1.5‑0.001V；

c  将经步骤b放电到1.5‑0.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

质，将其置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24h，获得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其

中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质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的质量比为1:5‑1:20；

d  将步骤c中获得的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

分别得到氧族元素单质和贵金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电池为锂、钠离子电池中的一种，分别以金属锂、钠为负极，分别以1mol/L的六氟磷酸

锂、六氟磷酸钠的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的贵金属为金或银或铂或铑或钯或铼或铱或钌或锇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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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方法，属于贵金属提取回收

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贵金属主要指金、银和铂族金属(钌、铑、钯、锇、铱、铂)等8种金属元素。这些金属

大多数拥有美丽的色泽，对化学药品的抵抗力相当大，在一般条件下不易引起化学反应。因

此被广泛应用于装饰品行业、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行业。同时由于其优良的化学稳定性，

使得其成为国家战略储备物资。然而，这类贵金属资源在地球上储量较少，并且很多矿产资

源的品级较低，增加了其开采难度。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工业等所产生的工业废水中这些

贵金属资源的含量往往较高，而有数据显示废弃电子线路板等电子产品废弃物中含有3％

～8％的贵金属元素，直接将这些废弃物及废水排放至环境中会造成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同

时也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因此从废水中回收贵金属，将其作为二次资源加以回收利用，不仅

可以获得客观的经济效益，还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如此开发高效

的贵金属分离、回收再利用的技术的需求日益增大，如中国发明专利号CN  101805083A，发

明名称为“一种从电镀废水中回收贵金属的工艺方法”，采用膜过滤分离的方法来分离重金

属离子，但使用的过滤膜成本较高。如中国发明专利号CN  104263936B，发明名称为“分离、

回收贵金属的方法”，将含有贵金属的废液与硫脲改性的聚乙烯亚胺反应，利用硫脲改性的

聚乙烯亚胺的静电吸附作用、硫脲与贵金属的交联作用来提取回收贵金属。但由于贵金属

表面成惰性，聚乙烯亚胺不能充分与贵金属形成吸附交联。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

收贵金属的方法。

[0004] 本发明的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方法，通过将粉末状的氧族元

素单质压片，并作为电极材料组装成电池，放电到1.5‑0.001V，然后将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

质取出并置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获得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之后将

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溶液中来溶解氧族元素单质，最后过滤分离氧

族元素单质和贵金属复合物，制备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5] a将粉末状的氧族元素单质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01‑0.5cm；

[0006]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组装成电池，放电到1.5‑0.001V；

[0007] c将经步骤b放电到1.5‑0.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氧族元

素单质，将其置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24h，获得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

物，其中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质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的质量比为1:5‑1:20；

[0008] d将步骤c中获得的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

分离氧族元素单质和贵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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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所述的氧族元素单质为硫或硒或碲中的一种。

[0010] 所述的电池为锂、钠离子电池中的一种，分别以金属锂、钠为负极，分别以1mol/L

的六氟磷酸锂、六氟磷酸钠的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

[0011] 所述的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的贵金属为金或银或铂或铑或钯或铼或铱或钌或锇

中的一种。

[0012] 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沉积回收贵金属

的方法，是指将粉末状的氧族元素单质压片，并作为正极材料组装成电池，放电到1 .5‑

0.001V，然后将放电后的氧族元素单质取出并置于含贵金属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获得氧

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之后将氧族元素单质/贵金属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溶液中来溶

解氧族元素单质，最后过滤分离氧族元素单质和贵金属，该制备方法采用放电后的氧族元

素单质和贵金属复合，提高了贵金属的回收率，它能使废水中的贵金属得到充分回收利用，

减少了资源浪费，最大限度地回收了宝贵的贵金属资源，加入二硫化碳能使氧族元素单质

溶解，是氧族元素单质和贵金属分离，同时二硫化碳可以挥发掉，不会产生再次的废水污

染，氧族元素单质能够再次的循环使用，回收过程安全，成本较低，经济实用，有很好的应用

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4] 实施例1

[0015] a将粉末状的硫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01cm；

[0016]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1.5V；

[0017] c将经步骤b放电到1.5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硫1g，将其置于

20g含金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h，获得硫/金复合物；

[0018]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硫/金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硫和金。

[0019] 实施例2

[0020] a将粉末状的硒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5cm；

[0021]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钠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钠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钠离子电池，放电到0.001V；

[0022] c将经步骤b放电到0.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硒1g，将其置

于20g含银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24h，获得硒/银复合物；

[0023]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硒/银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硒和银。

[0024] 实施例3

[0025] a将粉末状的碲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1cm；

[0026]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0.01V；

[0027] c将经步骤b放电到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碲1g，将其置

于10g含铂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0h，获得碲/铂复合物；

[0028]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碲/铂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碲和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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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4

[0030] a将粉末状的硫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01cm；

[0031]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1.5V；

[0032] c将经步骤b放电到1.5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硫1g，将其置于

20g含铑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h，获得硫/铑复合物；

[0033]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硫/铑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硫和铑。

[0034] 实施例5

[0035] a将粉末状的硒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5cm；

[0036]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0.001V；

[0037] c将经步骤b放电到0.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硒1g，将其置

于10g含钯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24h，获得硒/钯复合物；

[0038]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硒/钯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硒和钯。

[0039] 实施例6

[0040] a将粉末状的碲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1cm；

[0041]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钠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钠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钠离子电池，放电到0.01V；

[0042] c将经步骤b放电到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碲1g，将其置

于20g含铼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0h，获得碲/铼复合物；

[0043]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碲/铼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碲和铼。

[0044] 实施例7

[0045] a将粉末状的硫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01cm；

[0046]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1.5V；

[0047] c将经步骤b放电到1.5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硫1g，将其置于

20g含铱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h，获得硫/铱复合物；

[0048]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硫/铱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硫和铱。

[0049] 实施例8

[0050] a将粉末状的硒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5cm；

[0051]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0.001V；

[0052] c将经步骤b放电到0.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硒1g，将其置

于5g含钌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24h，获得硒/钌复合物；

[0053]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硒/钌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硒和钌。

[0054] 实施例9

[0055] a将粉末状的碲压片，其中片的厚度为0.1cm；

[0056] b将步骤a中压好的片作为正极材料，以金属锂为负极，以1mol/L的六氟磷酸锂的

碳酸乙烯酯溶液为电解液，组装成锂离子电池，放电到0.0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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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c将经步骤b放电到0.01V的电池拆开，取出步骤b中制得的放电后的碲1g，将其置

于5g含锇离子溶液中分散、浸泡10h，获得碲/锇复合物；

[0058] d将步骤c中获得的碲/锇复合物置于二硫化碳中溶解，最后过滤分离碲和锇。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8384953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