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1054859.0

(22)申请日 2017.11.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7469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3.02

(73)专利权人 北京工业大学

地址 100124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72)发明人 潘德安　吴玉锋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思海天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03

代理人 刘萍

(51)Int.Cl.

C22B 7/00(2006.01)

C22B 3/44(2006.01)

C22B 11/00(2006.01)

C22B 1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114361 A,1996.01.03,

CN 106521169 A,2017.03.22,

CN 106967884 A,2017.07.21,

审查员 王敏

 

(54)发明名称

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

法

(57)摘要

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

法涉及全湿法回收银、富集贵金属及高值化回收

利用铅的方法。其主要步骤如下：铅银剥离、冰水

清洗、脱银、还原过滤、中和结晶、洗铅热过滤、脱

氯热过滤、清洗和冷却过滤等步骤，银以银粉形

式回收，金钯等贵金属以混合金属富集，铅短流

程转化为高纯度碳酸铅。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

本发明采用了全湿法处理工艺，减少火法处理过

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气和粉尘；得到银粉、碳酸铅

等产物，其可作为最终产品销售，同时金钯等贵

金属得到富集，具有附加值高等特点；过程产生

的尾液分别返回相应工序，无尾液排放。本发明

具有工艺简单易行，所用原料和设备都比较常见

且廉价、无污染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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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得到超细粉；超细粉粒度小于300目；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清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渣和

脱银液，其中氨水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8～10％，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为5：1～30：1

升/公斤，反应温度为25～45℃，反应时间为4～6小时；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质量

摩尔比为：1:1～3:1，反应温度为40～60℃，反应时间0.5～2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

液；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5～7，蒸发结晶得到氯化

铵；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热过滤

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热过滤得到脱氯液和

脱氯渣；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氨水进行清洗，直到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

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滤液，

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6)中洗铅渣进行贵金属回收。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比为3:1～5:1升/公斤，清洗时

间为1～5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清洗液中有冰块，除杂液中加入碳酸氢铵的

室温饱和溶液，直至不产生沉淀为止。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6)中氯化铵溶度为350～4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为5:1～20:1升/公斤，反

应温度为65～95℃，反应时间为1～3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0.5～5g。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7)中碳酸氢铵与铅的质量摩尔比为1.5：1～3：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9～11，反应温度为

40～60℃，反应时间为1～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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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湿法分离提纯粗制氯化铅的方法，特别是涉及全湿法回收银、富集贵

金属及直接转化利用铅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含铜铅污泥、含铅铜料、铜阳极泥等含铅废料采用氯化法回收过程中将产生粗制

氯化铅。由于物料来源广泛、废料中将含有金银钯等贵金属，在氯化过程中，随着氯化铅的

结晶而析出，与氯化铅形成共晶结构的产物，其银含量可高达上万克吨，同时含有少量的金

和钯，极具回收价值。

[0003] 目前，由于粗制氯化铅年产量只有上千吨，暂无专门回收企业进行回收处置，通常

送铅冶炼厂进行铅冶炼，利用铅捕获贵金属，将其中的金银钯等贵金属进入贵铅中，通过后

续电解和铅阳极泥的处理进行回收。该处置方法是传统火法-湿法联合工艺，可将其中的铅

以电铅形式回收，金银钯进行富集并回收，达到一定分离效果。

[0004] 粗制氯化铅以氯化铅为主，还有少量的氯化钠、氯化钙等，金银钯均以氯化物形式

存在。从形态上讲，粗制氯化铅均以离子形式存在，如果采用传统火法-湿法工艺，火法过

程，铅从离子形态(氯化铅)转变为单质态(粗铅)，湿法过程，单质态(铅)变成离子态(铅离

子)，再转变成单质态(电铅)，从原子经济角度讲，其经历了多价态的的变化，在价态转变过

程中将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该方法存在某些不经济的回收工艺。

[0005] 根据粗制氯化铅中氯化铅、金银钯及其他不溶性杂质的溶解特性，采用氨水溶解

方法，可实现银的高效分离与提纯；利用氯化铅与氯化钠、氯化钙等水中溶解特性，可实现

钠、钙等杂质的分离；在氯化铵体系中，可实现铅的分离与金钯等贵金属富集；采用碳酸氢

铵-氨水实现铅的分离提纯；整个过程铅的价态不发生变化，实现了原子经济的分离提纯，

缩短铅转化流程；同时，分离提纯过程中产生的清洗液及氯化铵，可返回氯化和洗铅工序，

实现尾液循环，节省处理成本。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主要解决粗制氯化铅的原子经济法的转化，同时回收粗制氯化铅中

的银及富集金钯等贵金属，而且处理工艺流程短、设备简单，无尾液排放。

[0007] 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0008]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得到超细粉；超细粉粒度小于300

目；

[0009]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清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

[0010]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溶液质量百分比浓度为8～10％，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为5：1～

30：1升/公斤，反应温度为25～45℃，反应时间为4～6小时；

[0011]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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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摩尔比为：1:1～3:1，反应温度为40～60℃，反应时间0.5～2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

原后液；

[0012]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5～7，蒸发结晶得到

氯化铵；

[0013]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热

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

[0014]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热过滤得到脱氯

液和脱氯渣；

[0015]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氨水进行清洗，直到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

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016]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

[0017] 进一步，步骤(6)中洗铅渣进行贵金属回收。

[0018] 进一步，步骤(2)中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比为3:1

～5:1升/公斤，清洗时间为1～5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清洗液中有冰块，除杂

液中加入碳酸氢铵的室温饱和溶液，直至不产生沉淀为止。

[0019] 进一步，步骤(6)中氯化铵溶度为350～4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为

5:1～20:1升/公斤，反应温度为65～95℃，反应时间为1～3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

为0.5～5g。

[0020] 进一步，步骤(7)中碳酸氢铵与铅的质量摩尔比为1.5：1～3：1，用氨水调整体系pH

为9～11，反应温度为40～60℃，反应时间为1～3小时。

[0021] 进一步，所述的一种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的方法如下步骤进行：

[0022]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23]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小于300目的超细粉的液固质量比为3:1～5:1，清洗时间为1～5小时，清洗过程，持

续加入冰块，保证清洗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

序；

[0024]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8～10％，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

为5:1～30:1，反应温度为25～45℃，反应时间为4～6小时；

[0025]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1:1～3:1，反应温度为40～60℃，反应时间0.5～2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

后液；(这个没问题的，在还原前都会测试银的含量的)

[0026]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5～7，蒸发结晶得到

氯化铵；

[0027]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350～4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5:1～20:1，反应

温度为65～95℃，反应时间为1～3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0.5～5g，热过滤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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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铅渣返贵金属回收；

[0028]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1.5:1～3: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9～11，反应温度为40～60℃，反应时

间为1～3小时，热过滤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29]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会检测洗液中银含量，在工程上都是这样做的)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

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030]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本发明采用了全湿法处理工艺，减少火法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大量废气和粉尘；得到银粉、碳酸铅等产物，其可作为最终产品销售，同时金钯等贵金属

得到富集，具有附加值高等特点；过程产生的尾液分别返回相应工序，无尾液排放。

[0032] 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易行，所用原料和设备都比较常见且廉价、无污染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33] 图1表示含铅废料氯化回收流程图

[0034] 图2表示粗制氯化铅原子经济法分离提纯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0036]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回收：

[0037]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38]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质量比为3:1(升：公斤)，清洗时间为1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

保证清洗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序；

[0039]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8％，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为5:

1，反应温度为25℃，反应时间为4小时；

[0040]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1:1，反应温度为40℃，反应时间0.5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液；

[0041]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5，蒸发结晶得到氯

化铵；

[0042]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3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5:1，反应温度为65℃，

反应时间为1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0.5g，热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铅渣

返贵金属回收；

[0043]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1.5: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9，反应温度为40℃，反应时间为1小时，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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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44]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045]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贵金属综合回收率98.5％，铅回收率99.1％。

[0046] 实施例2

[0047]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回收：

[0048]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49]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质量比为5:1，清洗时间为5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清洗

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序；

[0050]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10％，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为

30:1，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6小时；

[0051]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3:1，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2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液；

[0052]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7，蒸发结晶得到氯

化铵；

[0053]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4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20:1，反应温度为95

℃，反应时间为3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5g，热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铅渣

返贵金属回收；

[0054]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3: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11，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为3小时，热过

滤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55]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056]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贵金属综合回收率98.7％，铅回收率98.9％。

[0057] 实施例3

[0058]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回收：

[0059]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60]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质量比为4:1，清洗时间为3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清洗

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序；

[0061]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9％，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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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应温度为30℃，反应时间为5小时；

[0062]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2:1，反应温度为50℃，反应时间1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液；

[0063]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6，蒸发结晶得到氯

化铵；

[0064]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40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10:1，反应温度为80

℃，反应时间为2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3g，热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铅渣

返贵金属回收；

[0065]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2: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10，反应温度为50℃，反应时间为2小时，热过

滤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66]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067]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贵金属综合回收率98.2％，铅回收率99.3％。

[0068] 实施例4

[0069]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回收：

[0070]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71]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质量比为3.5:1，清洗时间为2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清

洗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序；

[0072]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8％，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为25:

1，反应温度为40℃，反应时间为4.5小时；

[0073]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2.5:1，反应温度为55℃，反应时间1.5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液；

[0074]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5.5，蒸发结晶得到

氯化铵；

[0075]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38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10:1，反应温度为85

℃，反应时间为1.5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2.5g，热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

铅渣返贵金属回收；

[0076]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2.5: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10.5，反应温度为55℃，反应时间为2.5小

时，热过滤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77]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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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贵金属综合回收率99.2％，铅回收率98.7％。

[0079] 实施例5

[0080]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回收：

[0081]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82]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质量比为3:1，清洗时间为5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清洗

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序；

[0083]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8％，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为30:

1，反应温度为25℃，反应时间为6小时；

[0084]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1:1，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0.5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液；

[0085]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5，蒸发结晶得到氯

化铵；

[0086]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3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20:1，反应温度为65

℃，反应时间为3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0.5g，热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铅

渣返贵金属回收；

[0087]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1.5: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11，反应温度为40℃，反应时间为3小时，热

过滤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88]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089]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贵金属综合回收率98.9％，铅回收率99.2％。

[0090] 实施例6

[0091]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回收：

[0092] (1)铅银剥离：将粗制氯化铅用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粒度小于300目，得到超细

粉；

[0093] (2)清洗：将步骤(1)得到的超细粉进行冰水清洗，清洗液采用冰水混合物，冰水混

合物与超细粉的液固比(升：公斤)为5:1，清洗时间为1小时，清洗过程，持续加入冰块，保证

清洗液中有冰块，清洗得到清洗液和清洗渣，清洗液返回含铅废料氯化工序；

[0094] (3)脱银：将步骤(2)得到的清洗渣加入到氨水溶液中，保温并搅拌，过滤得到脱银

渣和脱银液，其中氨水浓度(质量百分比)为10％，氨水溶液与清洗渣液固比(升：公斤)为5:

1，反应温度为45℃，反应时间为4小时；

[0095] (4)还原过滤：将步骤(3)中得到脱银液加入水合肼进行银的还原，水合肼与银的

质量摩尔比为3:1，反应温度为40℃，反应时间2小时，过滤得到银粉和还原后液；

说　明　书 6/7 页

8

CN 107746955 B

8



[0096] (5)中和结晶：将步骤(4)得到的还原后液加入盐酸，调整pH＝7，蒸发结晶得到氯

化铵；

[0097] (6)洗铅热过滤：将步骤(3)得到脱银渣加入氯化铵溶液，并加入铅粉进行洗铅，其

中氯化铵溶度为450g/L，氯化铵溶液与脱银渣的液固比(升：公斤)为5:1，反应温度为95℃，

反应时间为1小时，每升洗铅液加入铅粉的量为5g，热过滤得到洗铅渣和洗铅液，洗铅渣返

贵金属回收；

[0098] (7)脱氯热过滤：将步骤(6)得到的洗铅液加入碳酸氢铵和氨水，其中碳酸氢铵与

铅的质量摩尔比为3:1，用氨水调整体系pH为9，反应温度为60℃，反应时间为1小时，热过滤

得到脱氯液和脱氯渣；

[0099] (8)清洗：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渣采用20％(质量百分比)浓氨水进行清洗，直到

洗液中不含银为止，得到碳酸铅，洗液返回步骤(3)进行脱银处理；

[0100] (9)冷却过滤：将步骤(7)得到的脱氯液进行冷却至室温并过滤，得到氯化铵和冷

滤液，冷滤液返回步骤(6)进行洗铅处理。贵金属综合回收率98.1％，铅回收率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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