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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

浸提钒的方法，属于钒化工冶金技术领域。本发

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四氯化钛精制尾渣堆放时

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钒流失。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提供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

法，步骤包括a .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碱液混

合，在超声的条件下通入氧气进行浸出反应；b.

固液分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c.快速冷却

含钒浸出液，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晶后液，然后

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重新返回至超声辅助碱

浸步骤进行循环利用。本发明减少了焙烧过程，

降低了能耗，是一种较为清洁的提钒方法，钒的

浸出率在8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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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碱液混合，在超声的条件下通入氧气进行浸出反应，将尾渣

中的低价钒氧化为五价钒转入浸出液中，四氯化钛精制尾渣是指氯化法生产的粗四氯化钛

经过精制除钒，然后蒸发浓缩回收四氯化钛后得到的尾渣，成分以元素质量百分数计包括

10～18％TV、10～18％Ti、3～15％Cl、0.02～0.08％Si、0.1～0.8％Fe、0.1～0.3％Al；

b.将步骤a反应后得到的浆料固液分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

c.快速冷却含钒浸出液，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晶后剩余液，然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

液重新返回至步骤a进行循环利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所述碱液为过氧化钠、氢氧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所述碱液与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液固比为(2～7):1。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a所述碱液为氢氧化钠，浓度为10～50wt％。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所述氧气通入的压力为0.1～1MPa。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所述超声频率控制在25～40KHz，功率为50～600W。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a所述浸出反应温度为110～200℃，反应时间为0.5～4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b所述固液分离的温度为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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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钒化工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

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钒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发展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不可缺少

的重要材料。钒在钢中的应用量占其总消费量的90％左右，含钒高强度低合金钢(HSLA)以

其强度大而广泛用于输油/气管道、建筑、桥梁、钢轨、压力容器、车厢架等生产建设中。钒在

有色合金中主要用于生产钒钛合金,也是用于制造飞机和火箭的优良高温结构材料。

[0003] 攀西地区钒钛磁铁矿资源丰富，通过氯化工艺所得粗四氯化钛中含钒量高(5‰～

8‰)，一般需要通过精制工艺去除。精制除钒过程生成的VOCl2或钒的低价氯化物与其它固

体杂质以残渣形式分离出去，所得残渣中含有四氯化钛，采用蒸发浓缩的方式对残渣进行

回收处理，蒸发回收四氯化钛后，剩下的尾渣称为四氯化钛精制尾渣，是四氯化钛生产过程

中典型固体废弃物之一。攀钢集团钛业公司每年约产生400t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在其堆

放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盐酸，严重污染环境，同时渣中含钒量较高(大约10～18‰左右)，

也造成了资源浪费。

[0004] 专利文献CN103911517A公开了一种用TiCl4精制尾渣生产含钒熟料的方法，该方

法先通过水浸处理固液分离，所得固体然后与钠盐混合，采用高温煅烧的方式对四氯化钛

精制尾渣进行回收利用，但此方法所述的煅烧为马弗炉内的静态煅烧，焙烧样品量大时可

能存在煅烧不充分，从而造成精制尾渣脱氯脱碳不完全，钒氧化率低的情况。

[0005] 马娜等在《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的综合利用研究》有色金属，2017(7)报道了先对

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进行碱浸，在浸出液中实施多组分的高效分离，再采用沉淀剂，使铝以铝

渣的形式与钒分离，采用分步结晶实现氯化钠与正钒酸钠的分离，以此将精制尾渣中的钒

制备得到正钒酸钠。此方案不仅工艺流程复杂，而且不适用于铝含量较低的四氯化钛精制

尾渣。

[0006] 专利文献CN104017993A公开了用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钠化焙烧浸出液制备氧化

钒的方法，向加热后的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钠化焙烧浸出液中加入除铝剂和吸附剂进行除

杂，之后过滤得到净化液；向净化液中加入可溶性铵盐进行沉钒，之后过滤得到偏钒酸铵沉

淀，再将偏钒酸铵沉淀洗涤、干燥、煅烧后得到五氧化二钒。然而先焙烧再浸出的方法在提

钒过程中容易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产生有害尾气，且焙烧过程增加了能耗。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四氯化钛精制尾渣堆放时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钒流失。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方

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09] a.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碱液混合，在超声的条件下通入氧气进行浸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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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b.将步骤a反应后得到的浆料固液分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

[0011] c.快速冷却含钒浸出液，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晶后液，然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

液重新返回至步骤a进行循环利用。

[0012] 其中，步骤a中四氯化钛精制尾渣是指氯化法生产的粗四氯化钛经过精制除钒，然

后蒸发浓缩回收四氯化钛得到的尾渣。

[0013] 其中，步骤a中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成分以元素质量百分数计包括10～18％TV(全

钒)、10～18％Ti、3～15％Cl、0.02～0.08％Si、0.1～0.8％Fe、0.1～0.3％Al。

[0014] 其中，步骤a中所述碱液为过氧化钠、氢氧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中的至少一种。

[0015] 其中，步骤a中所述碱液与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液固比为(2～7):1，液固比中液体

容积以ml计，固体质量以g计。

[0016] 其中，步骤a中所述碱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浓度为10～50wt％。

[0017] 其中，步骤a中氧气通入的压力为0.1～1MPa。

[0018] 其中，步骤a中超声频率控制在25～40KHz，功率为50～600W。

[0019] 其中，步骤a反应温度为110～200℃，反应时间为0.5～4h。

[0020] 其中，步骤b中固液分离的温度为70～90℃。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2] 本发明采用超声波与碱浸协同作用的方法提取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中的钒，不但减

少了常规提钒过程的焙烧过程，降低了能耗，而且整个钒回收过程无有害气体产生，是一种

较为清洁的提钒方法，钒的浸出率在85％～98.5％，同时减轻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长期以

来对环境的污染。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超声波是由一系列疏密相间的纵波构成，并通过液体介质向四周传播。超声波会

在界面之间形成强烈的机械搅拌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可以突破层流边界层的限制，从而强

化界面间的化学反应过程和传递过程。本发明精制尾渣提钒过程采用超声+碱浸的工艺，借

助超声波强化精制尾渣、碱液及氧气界面间的化学反应过程和传递过程，将尾渣中的低价

钒氧化为五价钒转入浸出液中。

[0024] 本发明提供四氯化钛精制尾渣超声辅助碱浸提钒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0025] a.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碱液混合，在超声的条件下通入氧气进行浸出反应；

[0026] b.将步骤a反应后得到的浆料固液分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

[0027] c.快速冷却含钒浸出液，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晶后液，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

重新返回至步骤a进行循环利用。

[0028] 其中，步骤a主要发生的反应如下：

[0029] V3++O2+4OH-＝VO43-+2H2O

[0030] 4VOCl2+O2+20OH-＝4VO43-+8Cl-+10H2O

[0031] 其中，四氯化钛精制尾渣是指氯化法生产的粗四氯化钛经过精制除钒，然后蒸发

浓缩回收四氯化钛得到的尾渣。

[0032] 其中，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成分以元素质量百分数计包括10～18％TV、10～18％

Ti、3～15％Cl、0.02～0.08％Si、0.1～0.8％Fe、0.1～0.3％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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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其中，碱液为过氧化钠、氢氧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中的至少一种。

[0034] 其中，碱液与四氯化钛精制尾渣的液固比为(2～7):1。

[0035] 其中，碱液优选为氢氧化钠溶液，浓度为10～50wt％。

[0036] 其中，氧气通入的压力为0.1～1MPa。

[0037] 其中，控制超声频率25～40KHz，功率为50～600W。超声波的频率具体是指一秒钟

发出特定波长的波的数量，频率越大，超声效果越明显，而超声波的功率与振幅呈正比，功

率越大，振幅就越强，超声效果就越明显。

[0038] 作为优选的，功率为200～400W。

[0039] 其中，控制浸出温度为110～200℃，时间为0.5～4h。

[0040] 其中，固液分离的温度为70～90℃。

[0041] 实施例1：

[0042] 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20wt％的氢氧化钠溶液按照7:1的液固比加入反应器中，

通入氧气后加热，碱浸过程在超声环境中保温进行，控制氧气分压为0.2MPa，恒温110℃，超

声频率25KHz，功率200W，反应时间为0.5h；保持反应器温度70℃将得到的混合浆料过滤分

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将得到的含钒浸出液进行快速冷却处理，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

晶后液，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重新返回至超声辅助碱浸步骤进行循环利用。经过检测，

钒的浸出率为85％。

[0043] 实施例2：

[0044] 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20wt％的氢氧化钠溶液按照7:1的液固比加入反应器中，

通入氧气后加热，碱浸过程在超声环境中保温进行，控制氧气分压为0.3MPa，恒温110℃，超

声频率40KHz，功率200W，反应时间为0.5h；保持反应器温度70℃将得到的混合浆料过滤分

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将得到的含钒浸出液进行快速冷却处理，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

晶后液，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重新返回至超声辅助碱浸步骤进行循环利用。经过检测，

钒的浸出率为89.6％。

[0045] 实施例3：

[0046] 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50wt％的氢氧化钠溶液按照7:1的液固比加入反应器中，

通入氧气后加热，碱浸过程在超声环境中保温进行，控制氧气分压为0.3MPa，恒温200℃，超

声频率40KHz，功率200W，反应时间为4h；保持反应器温度90℃将得到的混合浆料过滤分离

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将得到的含钒浸出液进行快速冷却处理，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晶

后液，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重新返回至超声辅助碱浸步骤进行循环利用。经过检测，钒

的浸出率为92.4％。

[0047] 实施例4：

[0048] 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20wt％的氢氧化钠溶液按照5:1的液固比加入反应器中，

通入氧气后加热，碱浸过程在超声环境中保温进行，控制氧气分压为0.5MPa，恒温200℃，超

声频率40KHz，功率200W，反应时间为0.5h；保持反应器温度90℃将得到的混合浆料过滤分

离得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将得到的含钒浸出液进行快速冷却处理，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

晶后液，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重新返回至超声辅助碱浸步骤进行循环利用。经过检测，

钒的浸出率为95％。

[0049]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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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将四氯化钛精制尾渣与20wt％的氢氧化钠溶液按照2:1的液固比加入反应器中，

通入氧气后加热，碱浸过程在超声环境中保温进行，控制氧气分压为1MPa，恒温200℃，超声

频率40KHz，功率600W，反应时间为4h；保持反应器温度90℃将得到的混合浆料过滤分离得

到含钒浸出液和尾渣；将得到的含钒浸出液进行快速冷却处理，得到钒酸钠晶体和结晶后

液，后将得到的结晶后剩余液重新返回至超声辅助碱浸步骤进行循环利用。经过检测，钒的

浸出率为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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