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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涉及一种氧化

矿、硫化矿共存的铜钴混合矿的精炼方法。其特

征在于其处理过程的步骤包括：将铜钴混合矿进

行氧化焙烧；将氧化焙烧后进行酸浸出；将浸出

液过滤后，进行除铁工序；将除铁工序后的浸出

液加热，鼓风氧化；同时加入氧化钙进行中和除

铁；中和除铁后液用于配制电积液；进行铜电积

过程；铜电积过程中，阴极产物为电积铜，阳极产

物为硫酸。本发明的方法的特点是铜以电积铜开

路，钴以硫酸钴结晶开路；电积产生的硫酸进入

阳极液后，部分随阳极液返浸出回用，部分随结

晶母液与阳极液返配液工序回用；全流程铜处理

无酸耗，无新杂质离子引入；流程短、成本低，体

系无杂质离子引入、无废水外排，是一种绿色环

保的铜钴混合矿精炼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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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所述混合矿为氧化矿、硫化矿共存的铜钴混合矿，其特征

在于其处理过程的步骤包括：

(1)将铜钴混合矿进行氧化焙烧；

(2)将氧化焙烧后进行酸浸出；

(3)将浸出液过滤后，进行除铁工序；滤渣为浸出渣，洗涤后进入尾矿坝，洗水返回步骤

(2)酸浸出；

(4)将除铁工序后的浸出液加热，鼓风氧化；同时加入氧化钙进行中和除铁；

(5)中和除铁后液用于配制电积液；

(6)进行铜电积过程；铜电积过程中，阴极产物为电积铜，阳极产物为硫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铜电积过程中产生的

阳极液部分返回步骤(2)的酸浸过程，部分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进行硫酸钴结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铜钴混合矿的

典型成份为(重量％)为：Cu  15～27、Co  3～7、Fe  1～2、S  8～20，该混合矿中，主要有价金

属为铜、钴，且铜钴以硫化相和氧化相共存，主要物相为硫化铜(CuS)、硫化钴(CoS)、氧化铜

(CoO)、氧化钴(CoO)相，硅含量7％～2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1)是在700～

750℃温度下，进行鼓风氧化焙烧2～5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2)是以阳极

液、濨渣洗水、硫酸配制浸出前液，浸出焙烧后的氧化物产物，浸出温度60～80℃，浸出液固

比3～5:1，反应时间4～6h，终点pH为1.5～2.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3)是将浸出液

加热至60～80℃后，鼓风氧化4～6h，同时加入氧化钙进行中和除铁，控制终点pH为3.0～

3.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4)除铁后液与

硫酸钴结晶母液混合配制电积新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5)的铜电积过

程中，电流密度设定250A/m2，阳极液含铜25g/L。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铜电积过程中产生的

阳极液15％-20％返回步骤(2)的酸浸过程，10％-15％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进行硫酸钴结

晶，控制钴结晶率为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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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涉及一种氧化矿、硫化矿共存的铜钴混合矿的精炼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钴矿按矿石种类可分为氧化矿和硫化矿两种。

[0003] 目前，氧化矿处理工艺有火法熔炼+湿法浸出和全湿法浸出。其中，火法熔炼+湿法

浸出工艺先将矿石火法熔炼成铜钴合金，再进行湿法酸浸；全湿法浸出工艺先将铜钴氧化

矿原矿常压酸浸，然后酸浸液萃取分离铜，最后萃余液沉氢氧化钴，两种工艺都已在工业生

产实际中成功应用。

[0004] 而针对硫化矿，据调查，工业生产中未有成功实施的案例。硫化矿处理工艺理论研

究中多采用火法焙烧+湿法浸出和加压氧化酸浸。其中，火法焙烧+湿法浸出工艺先将硫化

相氧化焙烧为氧化相，然后氧化相酸浸后萃取分铜，最后萃余液沉氢氧化钴；加压氧化酸浸

则通过高温氧化，使硫化相中的硫直接氧化成硫酸根离子，即硫化相转化为硫酸盐进入浸

出液，然后浸出液萃取分铜，最后萃余液沉氢氧化钴。

[0005] 非洲铜钴资源丰富，随着矿产资源勘探技术的发展，在非洲新发现一批铜钴矿山，

且大部分铜钴矿多数属于混合相矿山，即氧化矿与硫化矿共存，其特点是浅部以氧化矿为

主，深部以硫化矿为主。针对此类铜钴混合矿物，若采用氧化矿处理工艺，即采用火法熔炼+

湿法浸出时，硫化相与氧化矿火法熔炼机理不同，难以同步处理；采用全湿法浸出工艺时，

常压下硫化铜相与酸不反应，金属回收率低。若采用硫化矿处理工艺时，即采用火法焙烧+

湿法浸出或加压氧化酸浸的方法，矿物中的硫全部转化为硫酸根离子，最后产生大量外排

高浓度硫酸盐废水，且加压运行成本高，环保与经济效益不可行。同时，随着开采深度的增

加，混合矿中氧化相与硫化相的比例也发生变化，影响工艺流程的选择和生产线的建设。因

此，目前此种铜钴混合矿还未有工业生产成功应用的案例。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已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能有效克服传统工艺

处理铜钴混合矿时存在金属回收率低、外排废水量大、工艺成本高，且工艺指标受物相变化

影响的不足，提供一种工艺流程短、运行成本低、无废水外排的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所述混合矿为氧化矿、硫化矿共存的铜钴混合矿，其特

征在于其处理过程的步骤包括：

[0009] (1)将铜钴混合矿进行氧化焙烧；

[0010] (2)将氧化焙烧后进行酸浸出；

[0011] (3)将浸出液过滤后，进行除铁工序；滤渣为浸出渣，洗涤后进入尾矿坝，洗水返回

步骤(2)酸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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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4)将除铁工序后的浸出液加热，鼓风氧化；同时加入氧化钙进行中和除铁；

[0013] (5)中和除铁后液用于配制电积液；

[0014] (6)进行铜电积过程；铜电积过程中，阴极产物为电积铜，阳极产物为硫酸。

[0015]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铜电积过程中产生的阳极液部分

返回步骤(2)的酸浸过程，部分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进行硫酸钴结晶。

[0016]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铜钴混合矿的典型成份为

(重量％)为：Cu  15～27、Co  3～7、Fe  1～2、S  8～20，该混合矿中，主要有价金属为铜、钴，

且铜钴以硫化相和氧化相共存，主要物相为硫化铜(CuS)、硫化钴(CoS)、氧化铜(CoO)、氧化

钴(CoO)相，硅含量7％～22％。

[0017]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1)是在700～750℃温度

下，进行鼓风氧化焙烧2～5h。

[0018]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2)是以阳极液、濨渣洗

水、硫酸配制浸出前液，浸出焙烧后的氧化物产物，浸出温度60～80℃，浸出液固比3～5:1，

反应时间4～6h，终点pH为1.5～2.0。

[0019]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3)是将浸出液加热至60

～80℃后，鼓风氧化4～6h，同时加入氧化钙进行中和除铁，控制终点pH为3.0～3.5。

[0020]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4)除铁后液与硫酸钴结

晶母液混合配制电积新液。

[0021]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5)的铜电积过程中，电流

密度设定250A/m2，阳极液含铜25g/L。

[0022]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铜电积过程中产生的阳极液

15％-20％返回步骤(2)的酸浸过程，10％-15％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进行硫酸钴结晶，控制

钴结晶率为50％-70％。

[0023] 本发明的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通过氧化焙烧使混合矿中的硫化相转化为氧

化相；焙烧产物浸出后的浸出液采用氧化钙中和除铁，钙形成硫酸钙沉淀进入铁渣，同时溶

液中杂质离子被吸附净化；除铁后液与结晶母液、部分阳极液配制电积新液以生产电积铜

产品，形成铜开路；阳极液部分返浸出回用酸，部分蒸发结晶生产硫酸钴结晶，形成钴开路，

结晶母液返配液工序；全工艺流程铜不耗酸，仅钴消耗硫酸；全工艺无高浓度硫酸盐废水外

排。

[0024] 本发明方法应用于铜钴混合矿处理，得到的产品为电积铜与硫酸钴结晶，铜品位

99.6％；铁渣经洗涤后与浸出渣一起送至尾矿坝；工艺过程无高盐废水产生，新水用于渣洗

涤与硫酸钴结晶洗涤，铁渣与浸出渣带走水量与新水量相等。本发明的优点是铜以电积铜

开路，钴以硫酸钴结晶开路；全流程仅钴消耗酸，铜不消耗酸；采用氧化钙中和除铁，除铁过

程无新杂质离子引入；流程短、成本低，体系无高盐废水外排，是一种绿色环保的铜钴混合

矿精炼新工艺方法。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方法的原则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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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一种铜钴混合矿精炼方法，其过程的依次步骤包括：

[0027] a)将铜钴混合矿于700～750℃，鼓风焙烧2～5h。

[0028] b)以阳极液、洗渣水、硫酸配制浸出前液，浸出焙烧后的氧化物产物，浸出温度60

～80℃，浸出液固比3～5:1，反应时间4～6h，终点pH为1.5～2.0。浸出反应结束后，过滤，滤

液为浸出液，进入后续除铁工序，滤渣为浸出渣，洗涤后进入尾矿坝，洗水返浸出。

[0029] c)浸出液加热至60～80℃后，鼓风氧化4～6h，同时加入氧化钙进行中和除铁，控

制终点pH为3.0～3.5。除铁渣为氢氧化铁、硫酸钙的混合物，铁渣吸附夹带浸出液中的砷、

铝、铬等杂质元素，本工艺除铁工艺过程中，除铁的同时达到溶液净化的目的。由于氧化钙

与硫酸会生成硫酸钙沉淀进入铁渣，因此，基本无新离子引入体系。

[0030] c)除铁后液与结晶母液混合配制电积新液。

[0031] d)铜电积过程中，电流密度设定250A/m2，阳极液含铜25g/L，电积铜含铜99.6％。

[0032] e)铜电积过程中，阴极产物为电积铜，阳极产物为硫酸。阳极液约17％返浸出，返

浸出的阳极液中的含酸量与铜浸出用酸量相同；约16％进入蒸发结晶工序，控制钴结晶率

为60％，硫酸钴结晶中钴量与原料中新增钴量相等；结晶母液与其余阳极液一起进入配液

工序，配制电积新液。蒸发结晶工序中，产物硫酸钴中铜、酸夹带可洗涤脱除，洗水返浸出，

阳极液中的硫酸与硫酸铜随结晶母液返配液工序。

[0033] 用以下非限定性实施例子对本发明的工艺做进一步的说明，有助于理解本发明及

其优点，但不作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书决定。

[0034] 实施例1

[0035] 表1实例1所用铜钴混合矿成份(％)

[0036] Cu Co Fe S Si

20.15 4.44 1.23 12 12.5

[0037] 具体实施过程：取表1成份的铜钴混合矿物料，置回转窑中，于700℃鼓风焙烧2h；

焙烧产物用返回的部分铜电积阳极液、洗水在60℃浸出4h，浸出液固比3:1，用硫酸调节反

应终点pH为1.5，过滤，滤渣洗涤，洗水返浸出，得到浸出液；加热浸出液至60℃，鼓风氧化

4h，加氧化钙调节pH为3.0后过滤，铁渣洗涤；除铁后液与阳极液、结晶母液配置电积新液；

电积新液进行铜电积，控制电流密度250A/m2，阳极液含铜25g/L；阳极液15％返浸出，70％

返配液，15％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蒸发结晶工序控制钴结晶率为50％。

[0038] 实施例1产物分析结果见表2：

[0039] 表2铜钴混合矿精炼新工艺实例1分析结果

[0040]   Cu Co Fe Si

浸出渣成分(％) 6.79 1.05 0.85 21.5

铁渣成分(％) 0.21 0.04 30.45 2.5

电积铜(％) 99.68 0.02 0.02 /

结晶硫酸钴(％) 1.31 19.98 0.02 /

[0041] 实施例2

[0042] 表3实例2所用铜钴混合矿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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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Cu Co Fe S Si

25.22 5.47 1.38 14 12.2

[0044] 具体实施过程：取表3成份的铜钴混合矿物料，置回转窑中，于750℃鼓风焙烧4h；

焙烧产物用返回的部分铜电积阳极液、洗水在70℃浸出5h，浸出液固比4:1，用硫酸调节反

应终点pH为1.8，过滤，滤渣洗涤，洗水返浸出，滤液为浸出液；加热浸出液至70℃，鼓风氧化

5h，加氧化钙调节pH为3.3后过滤，铁渣洗涤；除铁后液与阳极液、结晶母液配置电积新液；

电积新液进行铜电积，控制电流密度250A/m2，阳极液含铜25g/L；阳极液17％返浸出，68％

返配液，15％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蒸发结晶工序控制钴结晶率为50％。

[0045] 实施例2产物分析结果见表4：

[0046] 表4铜钴混合矿精炼新工艺实例2分析结果

[0047]   Cu Co Fe Si

浸出渣成分(％) 6.83 1.14 0.87 20.2

铁渣成分(％) 0.22 0.03 29.87 2.3

电积铜(％) 99.71 0.02 0.015 /

结晶硫酸钴(％) 1.11 20.02 0.02 /

[0048] 实施例3

[0049] 表5实例3所用铜钴混合矿成份(％)

[0050] Cu Co Fe S Si

26.87 7.46 1.84 12 11.5

[0051] 具体实施过程：取表5成份的铜钴混合矿物料，置回转窑中，于750℃鼓风焙烧5h；

焙烧产物用返回的部分铜电积阳极液、洗水在80℃浸出6h，浸出液固比5:1，用硫酸调节反

应终点pH为2.0，过滤，滤渣洗涤，洗水返浸出，滤液为浸出液；加热浸出液至80℃，鼓风氧化

6h，加氧化钙调节pH为3.5后过滤，铁渣洗涤；除铁后液与阳极液、结晶母液配置电积新液；

电积新液进行铜电积，控制电流密度250A/m2，阳极液含铜25g/L；阳极液20％返浸出，70％

返配液，10％进入蒸发结晶工序；蒸发结晶工序控制钴结晶率为70％。

[0052] 实施例3产物分析结果见表6：

[0053] 表6铜钴混合矿精炼新工艺实例3分析结果

[0054]   Cu Co Fe Si

浸出渣成分(％) 7.21 1.98 0.98 17.5

铁渣成分(％) 0.22 0.03 28.74 2.1

电积铜(％) 99.71 0.02 0.02 /

结晶硫酸钴(％) 1.08 19.79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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