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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

工艺，其将电镀污泥经浆化后用硫酸浸出，浸出

液加双飞粉除去部分杂质，接着先用还原铁粉置

换铜，再用液碱和氧化镁沉铬，最后加液碱进行

沉镍，而金、银、钯等贵金属则在浸出渣中得到富

集。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可从电镀污泥中综合

回收铜、铬、镍等有色金属以及金、银、钯等贵金

属，铜、铬和镍的回收率分别为95-98%、92-95%和

90-94%；处理过程中废水被循环使用，且不产生

任何有毒废气，物料中的重金属Ni、Cu和Cr均得

到了高效回收，金、银、钯等贵金属则富集于浸出

渣中，可进行回收，实现无渣排放；工艺流程简

单，生产效率高，易于实现产业化；设备构成简

单，设备投入少；产品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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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其处理步骤为：

（1）浸出：将电镀污泥用浸出剂进行浸出，浸出过程中调浆液固比为0.5-1，浸出剂采用

硫酸，控制PH值为1.5-2.0，反应温度为50-55℃，反应时间为0.5-1h，得到浸出液；

（2）除杂：在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中加入双飞粉，并将PH值调至2.5-3.0，反应时间为

0.5-1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实现固液分离，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浸出渣加清

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浸出渣，并转入渣堆场堆存待售，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3）置换：将步骤（2）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滤液中加入还原铁粉，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时

间为1.0-1.5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后得到海绵铜粉，进行回收，滤液则进入

下道工序；

（4）一段沉铬：将步骤（3）过滤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液碱，将溶液PH值调至4.1-4.3，沉铬

反应完成后经过滤得到滤液和滤饼，滤液进入下一道工序，滤饼则经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

得到一次洗水和二次滤饼，一次洗水与滤液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二次滤饼再次经清水搅

拌洗涤得到成品氢氧化铬进行回收，二次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5）二段沉铬：将步骤（4）得到的滤液和一次洗水混合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

工业级氧化镁粉，溶液PH值调至5.0-5.5,反应时间为1-1.5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完

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进行过滤，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饼为铬渣，铬渣返回步骤（1）浸出段；

（6）沉镍：在步骤（5）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液碱，溶液PH值调至8.5-

9.0，反应时间为2-3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过滤，滤液进入循环

水池，补充新水后返回步骤（1）浸出段，滤饼为氢氧化镍成品，进行回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

述硫酸采用含量为98%的工业级硫酸，硫酸的添加量为理论酸耗量的0.8-1.1倍，理论酸耗

量以原料中各金属元素全部浸出所需硫酸量进行计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

述双飞粉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含量为85-90%，双飞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0.8-1.1倍，双飞

粉理论量为将溶液中三价铁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

述还原铁粉纯度为含铁96-99%，其中细度小于100目的占总量的95%以上，还原铁粉添加量

为理论量的1.1-1.3倍，还原铁粉理论量指的是铁粉与溶液中的铜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

耗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

述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0.8-1.1倍，理

论量指的是铬离子与氢氧化钠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氧

化镁粉中氧化镁的含量为85-90%，其中细度小于200目的占总量的90%以上，氧化镁添加量

为理论量的1.5-2.0倍，该理论量指的是铬离子与氧化镁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

述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3-1.5倍，该

理论量指的是氢氧化钠与镍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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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属于电镀污泥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电镀污泥主要来源于工业电镀厂各种电镀废液和电解槽液通过液相化学处理后

所产生的固体废料，由于各电镀厂家的生产工艺和处理工艺不同，电镀污泥的化学组分复

杂，含水率高,主要含有铬、镍、铜等重金属化合物及少量的金、银、钯等贵金属。各电镀企业

简单处理时没有专业技术和专业设备，无害化处理、分离和综合利用都较为困难。长期堆存

又将导致环境污染和有用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采取有效的技术处理处置电镀污泥、并实

现其稳定化、无害化，将所有不同组分的电镀污泥进行处理和综合利用，使之全部资源化而

不产生二次污染，这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0003] 传统的溶剂萃取法、离子交换法、选择性膜处理法和生物处理法等工艺,存在处理

量小、工序复杂、处理成本大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浸出—除杂—置换—沉铬—沉镍无渣化

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

[0005] 本发明通过下述方案实现：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其处理步骤为：

[0006] （1）浸出：将电镀污泥用浸出剂进行浸出，浸出过程中调浆液固比为0.5-1，浸出剂

采用硫酸，控制PH值为1.5-2.0，反应温度为50-55℃，反应时间为0.5-1h，得到浸出液；

[0007] （2）除杂：在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中加入双飞粉，并将PH值调至2.5-3.0，反应时

间为0.5-1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实现固液分离，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浸出渣

加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浸出渣，并转入渣堆场堆存待售，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08] （3）置换：将步骤（2）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滤液中加入还原铁粉，反应温度为常温，反

应时间为1.0-1.5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后得到海绵铜粉，进行回收，滤液则

进入下道工序；

[0009] （4）一段沉铬：将步骤（3）过滤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液碱，将溶液PH值调至4.1-4.3，

沉铬反应完成后经过滤得到滤液和滤饼，滤液进入下一道工序，滤饼则经清水搅拌洗涤过

滤后得到一次洗水和二次滤饼，一次洗水与滤液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二次滤饼再次经清

水搅拌洗涤得到成品氢氧化铬进行回收，二次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10] （5）二段沉铬：将步骤（4）得到的滤液和一次洗水混合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

采用工业级氧化镁粉，溶液PH值调至5.0-5.5，反应时间为1-1.5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

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进行过滤，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饼为铬渣，铬渣返回步骤（1）浸出

段；

[0011] （6）沉镍：在步骤（5）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液碱，溶液PH值调至

8.5-9.0，反应时间为2-3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过滤，滤液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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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水池，补充新水后返回步骤（1）浸出段，滤饼为氢氧化镍成品，进行回收。

[0012] 步骤（1）中所述硫酸采用含量为98%的工业级硫酸，硫酸的添加量为理论酸耗量的

0.8-1.1倍，理论酸耗量以原料中各金属元素全部浸出所需硫酸量进行计算。

[0013] 步骤（2）中所述双飞粉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含量为85-90%，双飞粉添加量为理论

量的0.8-1.1倍，双飞粉理论量为将溶液中三价铁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0014] 步骤（3）中所述还原铁粉纯度为含铁96-99%，其中细度小于100目的占总量的95%

以上，还原铁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1-1.3倍，还原铁粉理论量指的是铁粉与溶液中的铜离

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0015] 步骤（4）中所述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

论量的0.8-1.1倍，理论量指的是铬离子与氢氧化钠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0016] 步骤（5）中氧化镁粉中氧化镁的含量为85-90%，其中细度小于200目的占总量的

90%以上，氧化镁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5-2.0倍，该理论量指的是铬离子与氧化镁反应完全

所需的总耗量。

[0017] 步骤（6）所述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

量的1.3-1.5倍，该理论量指的是氢氧化钠与镍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9] 1、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经过浸出—除杂—置换—沉铬—沉镍

等工序，从电镀污泥中综合回收铜、铬、镍等有色金属以及金、银、钯等贵金属，铜、铬和镍的

回收率分别为95-98%、92-95%和90-94%；

[0020] 2、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过程中不产生任何有毒废气,过程中的

废水被循环使用,由于物料中的重金属Ni、Cu和Cr均得到了高效回收,金、银、钯等贵金属则

富集于浸出渣中，可供给贵金属回收企业，真正实现无渣排放,工艺过程环境友好；

[0021] 3、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在整个过程不需外部加热，能耗大大节

省；

[0022] 4、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流程简单，仅有浸出、除杂、置换、沉淀、过滤

和洗涤等几道工序就能做到有效组合分离，生产效率高，易于实现产业化；

[0023] 5、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设备构成简单，设备投入少，主要设备仅为

反应罐、搅拌、泵、板框等几种，设备故障率低，运行效率高，易于维护，操作便捷；

[0024] 6、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产品质量好，氢氧化镍含镍达20-25%，氢氧

化铬含铬量达30-35%，海绵铜粉含铜量达75-80%，浸出渣含银达300-400克/吨，含金1.5-3

克/吨，含钯30-50克/吨，均能充分达到外售要求。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一种无渣化处理电镀污泥的工艺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图1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保护范围不局限所述内容。

[0027] 为了清楚，不描述实际实施例的全部特征，在下列描述中，不详细描述公知的功能

和结构，因为它们会使本发明由于不必要的细节而混乱，应当认为在任何实际实施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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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必须做出大量实施细节以实现开发者的特定目标，例如按照有关系统或有关商业的

限制，由一个实施例改变为另一个实施例，另外，应当认为这种开发工作可能是复杂和耗费

时间的，但是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仅仅是常规工作。

[0028] 本发明采用的是硫酸浸出—双飞粉除杂—铁粉置换—液碱和氧化镁沉铬—液碱

沉镍等工序，其具体工艺过程如下：

[0029] （1）浸出：将电镀污泥用浸出剂进行浸出，浸出的目的主要是将Ni、Cu和Cr以硫酸

盐的形式浸出，而将金、银、钯等贵金属尽量留在浸出渣中，浸出剂为含量为98%的工业级硫

酸，硫酸的添加量为理论酸耗量的0.8-1.1倍，理论酸耗量主要以原料中各金属元素全部浸

出所需硫酸量进行计算；浸出过程中调浆液固比为0.5-1，浸出PH值为1.5-2.0，反应时间为

0.5-1h，反应温度为50-55℃,反应所需热量由硫酸加入后反应产生，不需外部加热；

[0030] （2）除杂：电镀污泥通过步骤（1）硫酸浸出后,所得浸出液中Ni、Cu和Cr含量很高,

还含有Fe3+等部份杂质，通过在浸出液中加入双飞粉将溶液PH值调至2.5-3.0，Fe3+形成氢

氧化铁沉淀进入浸出渣中，双飞粉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含量为85-90%，双飞粉加量为理论

量的0.8-1.1倍，双飞粉理论量为将溶液中三价铁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反应时间为

0.5-1h；反应完成后溶液中Fe3+除去率为95-98%，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实现固

液分离，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浸出渣加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浸出渣，并转入渣堆场堆存

待售，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31] （3）置换：将步骤（2）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滤液中加入还原铁粉，与溶液中的铜离子

发生反应生成海绵铜，还原铁粉纯度为含铁96-99%，其中细度小于100目的占总量的95%以

上，还原铁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1-1.3倍，还原铁粉理论量指的是铁粉与溶液中的铜离子

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时间为1.0-1.5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

滤机过滤后得到海绵铜粉，进行回收，滤液则进入下道工序；

[0032] （4）一段沉铬：步骤（3）置换完成后的清液中有价成分有镍、铬等，将步骤（3）过滤

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液碱，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

论量的0.8-1.1倍，理论量指的是铬离子与氢氧化钠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将溶液PH值调

至4.1-4.3，沉铬反应完成后经过滤得到滤液和滤饼，滤液进入下一道工序，滤饼则经清水

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一次洗水和二次滤饼，一次洗水与滤液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二次滤

饼再次经清水搅拌洗涤得到成品氢氧化铬进行回收，二次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33] （5）二段沉铬：该工序属于深度除铬，目的是除去步骤（4）一段沉铬后溶液中的残

留铬离子，从而提高氢氧化镍产品品级，将步骤（4）得到的滤液和一次洗水混合液中加入沉

淀剂，该沉淀剂采用工业级氧化镁粉，氧化镁粉中氧化镁的含量为85-90%，其中细度小于

200目的占总量的90%以上，氧化镁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5-2.0倍，该理论量指的是铬离子与

氧化镁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溶液PH值调至5.0-5.5,反应时间为1-1.5小时，反应温度为

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进行过滤，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饼为铬渣，铬渣中含铬

1.5-3.0%，含镍2-3%，因含氢氧化铬较低，含镍较高，则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34] （6）沉镍：在步骤（5）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液碱，液碱的主要成

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3-1.5倍，该理论量指的是氢

氧化钠与镍离子反应完全所需的总耗量，溶液PH值调至8.5-9.0，反应时间为2-3小时，反应

温度为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过滤，滤液含镍0.005-0.01g/l，滤液进入循环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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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新水后返回步骤（1）浸出段，滤饼为氢氧化镍成品，含镍20-25%，可直接用于镍的湿法

精炼和火法精炼。

[0035] 实施例1：其工艺流程按以下步骤进行：

[0036] （1）浸出：将电镀污泥用浸出剂进行浸出，浸出过程中调浆液固比为0.5，浸出剂采

用含量为98%的工业级硫酸，硫酸的添加量为理论酸耗量的0.8倍，控制PH值为1.5，反应温

度为50℃，反应时间为0.5h，得到浸出液；

[0037] （2）除杂：在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中加入双飞粉，将PH值调至2.5，双飞粉的主要

成分为碳酸钙，含量为85%，双飞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0.8倍，反应时间为0.5h，将反应后的

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实现固液分离，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浸出渣加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

得到浸出渣，并转入渣堆场堆存待售，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38] （3）置换：将步骤（2）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滤液中加入还原铁粉，还原铁粉纯度为含

铁96%，其中细度小于100目的占总量的95%，还原铁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1倍，反应温度为

常温，反应时间为1.0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后得到海绵铜粉，进行回收，滤

液则进入下道工序；

[0039] （4）一段沉铬：将步骤（3）过滤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液碱，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

钠，其含量为30%，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0.8倍，将溶液PH值调至4.1，沉铬反应完成后经

过滤得到滤液和滤饼，滤液进入下一道工序，滤饼则经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一次洗水

和二次滤饼，一次洗水与滤液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二次滤饼再次经清水搅拌洗涤得到成

品氢氧化铬进行回收，二次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40] （5）二段沉铬：将步骤（4）得到的滤液和一次洗水混合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

采用工业级氧化镁粉，氧化镁粉中氧化镁的含量为85%，其中细度小于200目的占总量的

90%，氧化镁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5倍，溶液PH值调至5.0,反应时间为1小时，反应温度为常

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进行过滤，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饼为铬渣，铬渣返回步骤（1）

浸出段；

[0041] （6）沉镍：在步骤（5）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液碱，液碱的主要成

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0%，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3倍，溶液PH值调至8.5，反应时间

为2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过滤，滤液进入循环水池，补充新水后

返回步骤（1）浸出段，滤饼为氢氧化镍成品，进行回收。

[0042] 实施例2：其工艺流程按以下步骤进行：

[0043] （1）浸出：将电镀污泥用浸出剂进行浸出，浸出过程中调浆液固比为1，浸出剂采用

含量为98%的工业级硫酸，硫酸的添加量为理论酸耗量的1.1倍，控制PH值为2，反应温度为

55℃，反应时间为1h，得到浸出液；

[0044] （2）除杂：在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中加入双飞粉，将PH值调至3.0，双飞粉的主要

成分为碳酸钙，含量为90%，双飞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1倍，反应时间为1h，将反应后的浆

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实现固液分离，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浸出渣加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

到浸出渣，并转入渣堆场堆存待售，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45] （3）置换：将步骤（2）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滤液中加入还原铁粉，还原铁粉纯度为含

铁99%，其中细度小于100目的占总量的96%，还原铁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3倍，反应温度为

常温，反应时间为1.5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后得到海绵铜粉，进行回收，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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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则进入下道工序；

[0046] （4）一段沉铬：将步骤（3）过滤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液碱，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

钠，其含量为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1倍，将溶液PH值调至4.3，沉铬反应完成后经

过滤得到滤液和滤饼，滤液进入下一道工序，滤饼则经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一次洗水

和二次滤饼，一次洗水与滤液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二次滤饼再次经清水搅拌洗涤得到成

品氢氧化铬进行回收，二次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47] （5）二段沉铬：将步骤（4）得到的滤液和一次洗水混合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

采用工业级氧化镁粉，氧化镁粉中氧化镁的含量为90%，其中细度小于200目的占总量的

92%，氧化镁添加量为理论量的2.0倍，溶液PH值调至5.5,反应时间为1.5小时，反应温度为

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进行过滤，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饼为铬渣，铬渣返回步骤

（1）浸出段；

[0048] （6）沉镍：在步骤（5）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液碱，液碱的主要成

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2%，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5倍，溶液PH值调至9.0，反应时间

为3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过滤，滤液进入循环水池，补充新水后

返回步骤（1）浸出段，滤饼为氢氧化镍成品，进行回收。

[0049] 实施例3：其工艺流程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0] （1）浸出：将电镀污泥用浸出剂进行浸出，浸出过程中调浆液固比为0.8，浸出剂采

用含量为98%的工业级硫酸，硫酸的添加量为理论酸耗量的0.9倍，控制PH值为1.8，反应温

度为53℃，反应时间为0.8h，得到浸出液；

[0051] （2）除杂：在步骤（1）得到的浸出液中加入双飞粉，将PH值调至2.8，双飞粉的主要

成分为碳酸钙，含量为88%，双飞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0.9倍，反应时间为0.8h，将反应后的

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实现固液分离，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浸出渣加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

得到浸出渣，并转入渣堆场堆存待售，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52] （3）置换：将步骤（2）固液分离后得到的滤液中加入还原铁粉，还原铁粉纯度为含

铁98%，其中细度小于100目的占总量的97%，还原铁粉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2倍，反应温度为

常温，反应时间为1.3h，将反应后的浆液经板框过滤机过滤后得到海绵铜粉，进行回收，滤

液则进入下道工序；

[0053] （4）一段沉铬：将步骤（3）过滤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液碱，液碱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

钠，其含量为31%，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0.9倍，将溶液PH值调至4.2，沉铬反应完成后经

过滤得到滤液和滤饼，滤液进入下一道工序，滤饼则经清水搅拌洗涤过滤后得到一次洗水

和二次滤饼，一次洗水与滤液一起进入下一道工序，二次滤饼再次经清水搅拌洗涤得到成

品氢氧化铬进行回收，二次洗水返回步骤（1）浸出段；

[0054] （5）二段沉铬：将步骤（4）得到的滤液和一次洗水混合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

采用工业级氧化镁粉，氧化镁粉中氧化镁的含量为88%，其中细度小于200目的占总量的

94%，氧化镁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8倍，溶液PH值调至5.3,反应时间为1.3小时，反应温度为

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进行过滤，滤液进入下道工序，滤饼为铬渣，铬渣返回步骤

（1）浸出段；

[0055] （6）沉镍：在步骤（5）得到的滤液中加入沉淀剂，该沉淀剂采用液碱，液碱的主要成

分为氢氧化钠，其含量为31%，液碱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1.4倍，溶液PH值调至8.8，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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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5小时，反应温度为常温，反应完成后用板框过滤机过滤，滤液进入循环水池，补充新水

后返回步骤（1）浸出段，滤饼为氢氧化镍成品，进行回收。

[0056] 尽管已经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列举，应当理解，对于本领

域技术人员来说，对上述实施例做出修改或者采用等同的替代方案，这对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而言是显而易见，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

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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