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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

方法，属于电解铝回收技术领域。本发明首先利

用水溶解球磨后的铝灰中熔盐，并使铝灰中的氮

化铝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铝沉淀，经过滤后回收

1号滤液，并将滤饼加压，经瞬间泄压，使铝灰得

以爆破细化，并配合冷冻、解冻循环进一步细化，

再用硫酸溶液浸提铝灰，利用活性炭吸附碳酸氢

铵与硫酸铝反应生成的碳酸铝铵沉淀，过滤回收

3号滤液，将滤饼烘干后煅烧，再将1号滤液与3号

滤液合并，经浓缩后蒸发结晶，得到混合晶体，作

为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本发明回收利用过程能

耗低，铝元素回收率高，且回收利用过程产生的

副产物可作为氮肥使用，综合利用价值高，解决

了铝灰的无害化处理难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CN 107311211 B

2019.01.18

CN
 1
07
31
12
11
 B



1.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操作步骤为：

（1）称取600～800g电解铝厂铝灰，球磨后倒入2～4L水中，恒温搅拌反应3～5h，待恒温

搅拌反应结束，过滤，得滤液和水浸铝灰滤饼，将滤液标记为1号滤液得以回收，再将水浸铝

灰滤饼转入盛有300～400mL去离子水的不锈钢反应釜，再将反应釜密封，加热升温，保压反

应后，打开反应釜底部出料阀，使反应釜中物料喷射进入接收釜；

（2）待接收釜中物料自然冷却至室温，将接收釜中物料均匀平铺于托盘中，用液氮喷淋

冷冻15～30s后，微波解冻3～5min，如此冷冻、解冻循环6～8次，得预处理铝灰湿料，称取

100～200g预处理铝灰湿料，倒入2～4L质量分数为20～30%硫酸溶液中，恒温搅拌反应2～

4h，过滤，得2号滤液；

（3）量取600～800mL2号滤液，在搅拌状态下，向2号滤液中滴加质量分数为20～30%碳

酸氢铵溶液，还添加100～120g粉碎至325～500目的活性炭粉，直至不再产生更多沉淀，继

续搅拌反应20～40min，过滤，得3号滤液和混合物滤渣，再将所得混合物滤渣干燥至恒重，

得干燥滤渣，将所得干燥滤渣转入马弗炉，保温煅烧后出料，回收得到氧化铝；

（4）合并1号滤液及3号滤液，并将合并后的滤液旋蒸浓缩，得浓缩液，再将所得浓缩液

经蒸发结晶得到富含硫酸铵的晶体，作为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

述的保压反应条件为：反应压力为2.6～3.2MPa，保压时间为20～30s。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

述的接收釜通过管道与反应釜底部出料阀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

述的煅烧条件为：以10～15℃/min速率程序升温至600～800℃，保温煅烧3～5h，随炉冷却

至室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

述的旋蒸浓缩条件为：旋蒸浓缩温度为75～80℃，旋蒸浓缩时间为60～8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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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属于电解铝回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铝灰产生于所有铝发生熔融的生产工序，含铝量10～80%不等，其中的铝约占铝生

产使用过程中总损失量的1～12%，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一次铝灰，在电解原铝及铸造等不

添加盐熔剂过程中产生浮渣，是一种主要成分为金属铝和铝氧化物的混合物，铝含量可达

15～70%；另一种是二次铝灰，经盐浴处理回收一次铝灰或铝合金精炼产生的NaCl、KCl、氟

化物、氧化铝和铝的混合物，铝含量较一次铝灰低。铝灰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一直没得

到足够的重视，成为破坏环境的一个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废铝灰积蓄量的逐年大幅度增

加，如果不寻找经济有效、环保的方法加以处理，将越来越突显其对环境的严重威胁。

[0003] 目前常用的从铝灰中提取金属铝的方法主要有压榨法、回转炉法、冷灰粉碎分离

法、人工炒灰等，这些方法能够将铝灰中一部分金属铝回收，但是回收率较低，仅能达到90%

左右，金属铝浪费大，且其剩余的铝灰还要经过其他方法进行处理，整个处理过程时间长、

工艺复杂，需要大量人工，对环境也有一定的破坏性。因此，研究一种高效、节能、环保的铝

灰资源化处理工艺是极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传统电解铝厂铝灰资源化利用过程中铝回收率

低，金属铝浪费大，且能源消耗和浪费大，不利于电解铝工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供了

一种电解铝铝灰资源化利用的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1）称取600～800g电解铝厂铝灰，球磨后倒入2～4L水中，恒温搅拌反应3～5h，待

恒温搅拌反应结束，过滤，得滤液和水浸铝灰滤饼，将滤液标记为1号滤液得以回收，再将水

浸铝灰滤饼转入盛有300～400mL去离子水的不锈钢反应釜，再将反应釜密封，加热升温，保

压反应后，打开反应釜底部出料阀，使反应釜中物料喷射进入接收釜；

[0007] （2）待接收釜中物料自然冷却至室温，将接收釜中物料均匀平铺于托盘中，用液氮

喷淋冷冻15～30s后，微波解冻3～5min，如此冷冻、解冻循环6～8次，得预处理铝灰湿料，称

取100～200g预处理铝灰湿料，倒入2～4L质量分数为20～30%硫酸溶液中，恒温搅拌反应2

～4h，过滤，得2号滤液；

[0008] （3）量取600～800mL2号滤液，在搅拌状态下，向2号滤液中滴加质量分数为20～

30%碳酸氢铵溶液，直至不再产生更多沉淀，继续搅拌反应20～40min，过滤，得3号滤液和混

合物滤渣，再将所得混合物滤渣干燥至恒重，得干燥滤渣，将所得干燥滤渣转入马弗炉，保

温煅烧后出料，回收得到氧化铝；

[0009] （4）合并1号滤液及3号滤液，并将合并后的滤液旋蒸浓缩，得浓缩液，再将所得浓

缩液经蒸发结晶得到富含硫酸铵的晶体，作为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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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1）所述的保压反应条件为：反应压力为2.6～3.2MPa，保压时间为20～30s。

[0011] 步骤（1）所述的接收釜通过管道与反应釜底部出料阀相连。

[0012] 步骤（3）所述的2号滤液中还可以添加100～120g粉碎至325～500目的活性炭粉。

[0013] 步骤（3）所述的煅烧条件为：以10～15℃/min速率程序升温至600～800℃，保温煅

烧3～5h，随炉冷却至室温。

[0014] 步骤（4）所述的旋蒸浓缩条件为：旋蒸浓缩温度为75～80℃，旋蒸浓缩时间为60～

80min。

[0015] 本发明与其他方法相比，有益技术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首先将铝灰球磨细化，再利用水溶解铝灰中的水溶性熔盐，使铝灰中氮

化铝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铝沉淀，经过滤后分别回收1号滤液及水浸铝灰滤饼，将水浸铝

灰滤饼加压，使水蒸汽渗透进入铝灰孔隙内部，并冷凝成水滴，冷凝后的水滴可进一步与内

部未反应的氮化铝进一步反应，生成氢氧化铝，再经瞬间泄压，水滴气化，形成水蒸汽溢出，

使铝灰膨胀碎裂而得以细化；

[0017] （2）本发明利用冷冻解冻循环，在解冻过程中，水分逐渐渗透进入铝灰孔隙中，在

冷冻过程中，水分结冰体积膨胀，拓宽孔隙，使水分进一步渗透进入孔隙中，经多次冷冻解

冻，铝灰因孔隙扩大开裂而进一步细化，铝灰中可回收成分进一步暴露；

[0018] （3）本发明通过添加活性炭，在反应体系中，碳酸氢铵与硫酸铝一旦发生反应，形

成碳酸铝铵沉淀，即被活性炭吸附，避免产生的碳酸铝铵晶体团聚，在煅烧过程中，活性炭

内核可通过煅烧得以去除，而碳酸铝铵晶体分解，生成分散性能优异的超细氧化铝。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首先称取600～800g电解铝厂铝灰，倒入球磨机中，按球料质量比为10:1～20:1加

入氧化锆球磨珠，球磨混合3～5h，得球磨铝灰料，并将所得球磨铝灰料倒入盛有2～4L水的

烧杯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器，于温度为85～90℃，转速为600～800r/

min条件下，恒温搅拌反应3～5h；待恒温搅拌反应结束，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滤液和水浸

铝灰滤饼，将滤液标记为1号滤液得以回收，再将水浸铝灰滤饼转入盛有300～400mL去离子

水的不锈钢反应釜，再将反应釜密封，加热升温直至反应釜内压力达2.6～3.2MPa，保压20

～30s后，打开反应釜底部出料阀，使反应釜中物料喷射进入接收釜；待接收釜中物料自然

冷却至室温，将接收釜中物料均匀平铺于托盘中，用液氮喷淋冷冻15～30s后，将托盘移至

微波加热器中，于微波功率为300～400W条件下，微波解冻3～5min，如此冷冻、解冻循环6～

8次，得预处理铝灰湿料；称取100～200g所得预处理铝灰湿料，倒入盛有2～4L质量分数为

20～30%硫酸溶液的烧杯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器，于温度为75～80℃，

转速为300～500r/min条件下，恒温搅拌反应2～4h，再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2号滤液；量取

600～800mL2号滤液，倒入带搅拌器的三口烧瓶中，再向三口烧瓶中加入100～120g粉碎至

325～500目的活性炭粉，调节搅拌转速至400～600r/min，在搅拌状态下，通过滴液漏斗向

三口烧瓶中滴加质量分数为20～30%碳酸氢铵溶液，直至不再产生更多沉淀，继续搅拌反应

20～40min，再将三口烧瓶中物料过滤，得3号滤液和混合物滤渣，再将所得混合物滤渣转入

烘箱中，于温度为105～110℃条件下干燥至恒重，得干燥滤渣；将所得干燥滤渣转入马弗

炉，以10～15℃/min速率程序升温至600～800℃，保温煅烧3～5h，随炉冷却至室温，出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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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得到氧化铝；合并1号滤液及3号滤液，并将合并后的滤液转入旋转蒸发仪，于温度为75

～80℃条件下旋蒸浓缩60～80min，得浓缩液，再将所得浓缩液经蒸发结晶得到富含硫酸铵

的晶体，作为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

[0020] 实例1

[0021] 首先称取800g电解铝厂铝灰含铝量19.6%，倒入球磨机中，按球料质量比为20:1加

入氧化锆球磨珠，球磨混合5h，得球磨铝灰料，并将所得球磨铝灰料倒入盛有4L水的烧杯

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器，于温度为90℃，转速为800r/min条件下，恒温

搅拌反应5h；待恒温搅拌反应结束，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滤液和水浸铝灰滤饼，将滤液标

记为1号滤液得以回收，再将水浸铝灰滤饼转入盛有400mL去离子水的不锈钢反应釜，再将

反应釜密封，加热升温直至反应釜内压力达3.2MPa，保压30s后，打开反应釜底部出料阀，使

反应釜中物料喷射进入接收釜；待接收釜中物料自然冷却至室温，将接收釜中物料均匀平

铺于托盘中，用液氮喷淋冷冻30s后，将托盘移至微波加热器中，于微波功率为400W条件下，

微波解冻5min，如此冷冻、解冻循环8次，得预处理铝灰湿料；称取200g所得预处理铝灰湿

料，倒入盛有4L质量分数为30%硫酸溶液的烧杯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

器，于温度为80℃，转速为500r/min条件下，恒温搅拌反应4h，再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2号

滤液；量取800mL2号滤液，倒入带搅拌器的三口烧瓶中，再向三口烧瓶中加入120g粉碎至

500目的活性炭粉，调节搅拌转速至600r/min，在搅拌状态下，通过滴液漏斗向三口烧瓶中

滴加质量分数为30%碳酸氢铵溶液，直至不再产生更多沉淀，继续搅拌反应40min，再将三口

烧瓶中物料过滤，得3号滤液和混合物滤渣，再将所得混合物滤渣转入烘箱中，于温度为110

℃条件下干燥至恒重，得干燥滤渣；将所得干燥滤渣转入马弗炉，以15℃/min速率程序升温

至800℃，保温煅烧5h，随炉冷却至室温，出料，回收得到氧化铝；合并1号滤液及3号滤液，并

将合并后的滤液转入旋转蒸发仪，于温度为80℃条件下旋蒸浓缩80min，得浓缩液，再将所

得浓缩液经蒸发结晶得到富含硫酸铵的晶体，作为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

[0022] 对回收物进行计量称重，回收金属铝130.34g，铝元素回收率达到95%，回收得到的

氧化铝纯度可达99.8%，氧化铝颗粒粒径较小，为60nm，且副产物可作为氮肥使用，副产物氮

肥中，氮元素回收率可达73%，综合利用价值高。

[0023] 实例2

[0024] 首先称取600g电解铝厂铝灰含铝量为18.5%，倒入球磨机中，按球料质量比为10:1

加入氧化锆球磨珠，球磨混合3h，得球磨铝灰料，并将所得球磨铝灰料倒入盛有2L水的烧杯

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器，于温度为85℃，转速为600r/min条件下，恒温

搅拌反应3h；待恒温搅拌反应结束，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滤液和水浸铝灰滤饼，将滤液标

记为1号滤液得以回收，再将水浸铝灰滤饼转入盛有300mL去离子水的不锈钢反应釜，再将

反应釜密封，加热升温直至反应釜内压力达2.6MPa，保压20s后，打开反应釜底部出料阀，使

反应釜中物料喷射进入接收釜；待接收釜中物料自然冷却至室温，将接收釜中物料均匀平

铺于托盘中，用液氮喷淋冷冻15s后，将托盘移至微波加热器中，于微波功率为300W条件下，

微波解冻3min，如此冷冻、解冻循环6次，得预处理铝灰湿料；称取100g所得预处理铝灰湿

料，倒入盛有2L质量分数为20%硫酸溶液的烧杯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

器，于温度为75℃，转速为300r/min条件下，恒温搅拌反应2h，再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2号

滤液；量取600mL2号滤液，倒入带搅拌器的三口烧瓶中，调节搅拌转速至400r/min，在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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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通过滴液漏斗向三口烧瓶中滴加质量分数为20%碳酸氢铵溶液，直至不再产生更多

沉淀，继续搅拌反应20min，再将三口烧瓶中物料过滤，得3号滤液和混合物滤渣，再将所得

混合物滤渣转入烘箱中，于温度为105℃条件下干燥至恒重，得干燥滤渣；将所得干燥滤渣

转入马弗炉，以10℃/min速率程序升温至600℃，保温煅烧3h，随炉冷却至室温，出料，回收

得到氧化铝；合并1号滤液及3号滤液，并将合并后的滤液转入旋转蒸发仪，于温度为75℃条

件下旋蒸浓缩60min，得浓缩液，再将所得浓缩液经蒸发结晶得到富含硫酸铵的晶体，作为

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

[0025] 对回收物进行计量称重，回收金属铝103.23g，铝元素回收率达到93%，回收得到的

氧化铝纯度可达99.8%，氧化铝颗粒粒径较小，为50nm，且副产物可作为氮肥使用，副产物氮

肥中，氮元素回收率可达72%，综合利用价值高。

[0026] 实例3

[0027] 首先称取700g电解铝厂铝灰含铝量为15.2%，倒入球磨机中，按球料质量比为15:1

加入氧化锆球磨珠，球磨混合4h，得球磨铝灰料，并将所得球磨铝灰料倒入盛有3L水的烧杯

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器，于温度为87℃，转速为700r/min条件下，恒温

搅拌反应4h；待恒温搅拌反应结束，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滤液和水浸铝灰滤饼，将滤液标

记为1号滤液得以回收，再将水浸铝灰滤饼转入盛有350mL去离子水的不锈钢反应釜，再将

反应釜密封，加热升温直至反应釜内压力达3.1MPa，保压25s后，打开反应釜底部出料阀，使

反应釜中物料喷射进入接收釜；待接收釜中物料自然冷却至室温，将接收釜中物料均匀平

铺于托盘中，用液氮喷淋冷冻20s后，将托盘移至微波加热器中，于微波功率为350W条件下，

微波解冻4min，如此冷冻、解冻循环7次，得预处理铝灰湿料；称取150g所得预处理铝灰湿

料，倒入盛有3L质量分数为25%硫酸溶液的烧杯中，再将烧杯移入数显测速恒温磁力搅拌

器，于温度为77℃，转速为400r/min条件下，恒温搅拌反应3h，再将烧杯中物料过滤，得2号

滤液；量取700mL2号滤液，倒入带搅拌器的三口烧瓶中，调节搅拌转速至500r/min，在搅拌

状态下，通过滴液漏斗向三口烧瓶中滴加质量分数为25%碳酸氢铵溶液，直至不再产生更多

沉淀，继续搅拌反应30min，再将三口烧瓶中物料过滤，得3号滤液和混合物滤渣，再将所得

混合物滤渣转入烘箱中，于温度为107℃条件下干燥至恒重，得干燥滤渣；将所得干燥滤渣

转入马弗炉，以12℃/min速率程序升温至700℃，保温煅烧4h，随炉冷却至室温，出料，回收

得到氧化铝；合并1号滤液及3号滤液，并将合并后的滤液转入旋转蒸发仪，于温度为77℃条

件下旋蒸浓缩70min，得浓缩液，再将所得浓缩液经蒸发结晶得到富含硫酸铵的晶体，作为

农作物氮肥回收利用。

[0028] 对回收物进行计量称重，回收金属铝114.3g，铝元素回收率达到94%，同时氧化铝

纯度可达99.7%，氧化铝颗粒粒径较小，为40nm，且副产物可作为氮肥使用，副产物氮肥中，

氮元素回收率可达71%，综合利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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