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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

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法，属于黄金行业水

处理方法。本发明根据黄金行业黄金冶炼企业的

贫液中氰化物、铜、砷、钠、硫酸根含量高的特点，

选用适当工艺路线和设备，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回收氰化物和铜，深度处理氰化物、铜、砷等

污染物质，同时采用结晶工艺和烘干工艺结合的

方法，达到净化水质、解决结晶堵塞问题的目的，

本发明回收了黄金冶炼企业贫液中的氰化物和

铜，去除了贫液中的氰化物、铜、砷、钠、硫酸根

等，实现了有价元素资源化和废水深度净化，为

黄金行业冶炼企业有价元素回收、安全生产、生

产工艺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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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

列步骤：

(1)将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泵入加热器一中，而后依次自流进入反应器

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缓冲储罐中，向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

(2)采用离心风机进风口负压引风输送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中的氰化氢气

体，离心风机出风口采用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吸收氰化氢，吸收氰化氢后的气体输送至反

应器三中，整体气路形成闭路循环；

(3)缓冲储罐中贫液泵入沉淀池中，沉淀池上清液自流进入中和槽一中；

(4)沉淀池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中和槽一中，压滤出来

的铜渣出售；

(5)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中和液从中和槽一中自流依次进入中和槽二、深度处理

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中，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和深度处理反应器二中加

入双氧水和硫酸亚铁；

(6)缓冲槽一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和渣，压滤

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中，向除钙槽一和除钙槽二中加入碳酸钠；

(7)缓冲槽二中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中进行预热，然后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

(8)分离结晶器采用夹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加热器二加热后的换热液体泵入分离结

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到加热器二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

(9)分离结晶器产生的蒸汽进入压缩机，然后进入预热器中，对除钙后的贫液进行预

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中，缓冲槽三中蒸汽冷凝水回用；

(10)分离结晶器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进行烘干，烘干器产生的蒸汽排放，产生的

固体主要为无水硫酸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

2000mg/L～4000mg/L，铜浓度1500mg/L～2500mg/L，砷浓度50mg/L～200mg/L，硫酸钠含量

6％～12％，加热器一加热后贫液温度达到25℃～30℃，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停留

时间均为1.5h，缓冲储罐停留时间为0.2h，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量为13kg/t～15kg/t，该

浓硫酸储存在浓硫酸储存槽中，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在1.8～2.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采用20％浓度的氢氧化钠为吸收液，

该氢氧化钠分别置于氢氧化钠吸收槽一和氢氧化钠吸收槽二中，喷淋吸收氰化氢气体，吸

收近饱和后，氢氧化钠浓度达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溶液。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沉淀池停留时间为8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中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

二、缓冲槽一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该石灰乳置于石灰乳储存槽

中，折合石灰加入量为4kg/t～5kg/t，调pH值8～9，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

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1kg/t～0.2kg/t，加入硫酸亚铁的量均为0.05kg/t～0.1k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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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双氧水置于双氧水储存槽中，硫酸亚铁置于硫酸亚铁储存槽中。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除钙

槽一、除钙槽二中加入碳酸钠的量均为0.5kg/t～1kg/t，碳酸钠置于碳酸钠储存槽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预热器采用分离结晶器中产生的蒸汽进行预热，预热后的

温度50℃～60℃。

8.根据权利要求书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分离结晶器中贫液温度80℃～9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9)中，缓冲槽三停留时间为2h。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中，烘干器的烘干温度为200℃，产生的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

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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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领域中黄金行业水处理方法，特别涉及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

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黄金行业中，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废水循环利用，导致贫液中含有较多

污染物质，且浓度很高，主要污染物质包括氰化物、铜、砷、钠、硫酸根等，其中氰化物、铜和

砷浓度过高会导致贫液循环利用时影响工艺指标，从而影响企业的效益，而钠和硫酸根浓

度过高会产生结晶，堵塞压滤机滤布、管路和设备等，影响企业生产工艺的正常运行，需要

耗费大量的人力、物理和时间，清理硫酸钠结晶体后，才能正常恢复运转。针对氰化物的处

理技术主要为化学破氰，采用强氧化剂将氰化物转化为无毒物质。铜、砷等物质一般采用中

和沉降和化学沉淀的技术，净化贫液。目前，没有什么比较有效的方法来处理黄金冶炼企业

工艺用水中的结晶问题，只能在管路或者设备堵塞后，采取人工拆卸清理的办法来处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回收及深度治理氰铜砷及钠盐的方法，以解决

黄金冶炼企业贫液循环利用时、污染物质浓度过高影响生产指标和高浓度硫酸钠结晶堵塞

压滤机滤布、管路和设备的问题。

[0004]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包括下列步骤：

[0005] (1)将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泵入加热器一中，而后依次自流进入反

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缓冲储罐中，向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

[0006] (2)采用离心风机进风口负压引风输送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中的氰化氢

气体，离心风机出风口采用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吸收氰化氢，吸收氰化氢后的气体输送至

反应器三中，整体气路形成闭路循环；

[0007] (3)缓冲储罐中贫液泵入沉淀池中，沉淀池上清液自流进入中和槽一中；

[0008] (4)沉淀池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中和槽一中，压滤

出来的铜渣出售；

[0009] (5)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中和液从中和槽一中自流依次进入中和槽二、深度

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中，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和深度处理反应器二

中加入双氧水和硫酸亚铁；

[0010] (6)缓冲槽一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和渣，

压滤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中，向除钙槽一和除钙槽二中加入碳酸

钠；

[0011] (7)缓冲槽二中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中进行预热，然后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

[0012] (8)分离结晶器采用夹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加热器二加热后的换热液体泵入分

离结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到加热器二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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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9)分离结晶器产生的蒸汽进入压缩机，然后进入预热器中，对除钙后的贫液进行

预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中，缓冲槽三中蒸汽冷凝水回用；

[0014] (10)分离结晶器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进行烘干，烘干器产生的蒸汽排放，产

生的固体主要为无水硫酸钠。

[0015] 本发明所述步骤(1)中，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

2000mg/L～4000mg/L，铜浓度1500mg/L～2500mg/L，砷浓度50mg/L～200mg/L，硫酸钠含量

6％～12％，加热器一加热后贫液温度达到25℃～30℃，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停留

时间均为1.5h，缓冲储罐停留时间为0.2h，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量为13kg/t～15kg/t，该

浓硫酸储存在浓硫酸储存槽中，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在1.8～2.2。

[0016] 本发明所述步骤(2)中，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采用20％浓度的氢氧化钠为吸收液，

该氢氧化钠分别置于氢氧化钠吸收槽一28和氢氧化钠吸收槽二中，喷淋吸收氰化氢气体，

吸收近饱和后，氢氧化钠浓度达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溶液。

[0017] 本发明所述步骤(3)中，沉淀池停留时间为8h。

[0018] 本发明所述步骤(4)中，铜渣中含铜为45％。

[0019] 本发明所述步骤(5)中，中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

二、缓冲槽一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该石灰乳置于石灰乳储存槽

中，折合石灰加入量为4kg/t～5kg/t，调pH值8～9，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

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1kg/t～0.2kg/t，加入硫酸亚铁的量均为0.05kg/t～0.1kg/t，

所述双氧水置于双氧水储存槽中，硫酸亚铁置于硫酸亚铁储存槽中。

[0020] 本发明所述步骤(6)中，中和渣交给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除钙槽一、除钙槽二、

缓冲槽二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除钙槽一、除钙槽二中加入碳酸钠的量均为0.5kg/t～1kg/

t，碳酸钠置于碳酸钠储存槽中。

[0021] 本发明所述步骤(7)中，预热器采用分离结晶器中产生的蒸汽进行预热，预热后的

温度50℃～60℃。

[0022] 本发明所述步骤(8)中，分离结晶器中贫液温度80℃～90℃。

[0023] 本发明所述步骤(9)中，缓冲槽三停留时间为2h。

[0024] 本发明所述步骤(10)中，烘干器的烘干温度为200℃，产生的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

92％～97％。

[0025] 本发明针对黄金冶炼企业的贫液成分复杂、污染物质浓度高、处理难度大等特点，

给出一是回收氰化物和铜的方法，二是深度处理氰化物、铜、砷的方法，三是解决了贫液结

晶问题，本方法是一种资源回收利用、无二次污染、处理指标好、低能耗、低处理费用的回收

及深度处理方法，氰化物和铜得到了有效的回收，处理后的清水达到循环利用的要求，环境

和经济效益显著。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根据黄金行业黄金冶炼企业的贫液中氰化物、铜、砷、钠、硫酸根含量高的

特点，选用适当工艺路线和设备，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回收氰化物和铜，深度处理氰化

物、铜、砷等污染物质，同时采用结晶工艺和烘干工艺结合的方法，达到净化水质、解决结晶

堵塞问题的目的。本发明回收了黄金冶炼企业贫液中的氰化物和铜，去除了贫液中的氰化

物、铜、砷、钠、硫酸根等，实现了有价元素资源化和废水深度净化，解决了硫酸钠晶体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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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滤机滤布、管路和设备的问题，为黄金行业冶炼企业有价元素回收、安全生产、生产工艺

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本技术推广适用性强，为黄金行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实施例1

[0030] 包括下列步骤：

[0031] (1)将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泵入加热器一1中，而后依次自流进入反

应器一2、反应器二3、反应器三4、缓冲储罐5中，向反应器一2中加入浓硫酸；其中黄金冶炼

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2000mg/L，铜浓度1500mg/L，砷浓度50mg/L，硫酸

钠含量6％，加热器一加热后贫液温度达到25℃，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停留时间均

为1.5h，缓冲储罐停留时间为0.2h，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量为13kg/t，该浓硫酸储存在浓

硫酸储存槽27中，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1.8；

[0032] (2)采用离心风机6进风口负压引风输送反应器一2、反应器二3、反应器三4中的氰

化氢气体，离心风机6出风口采用吸收塔一7和吸收塔二8吸收氰化氢，吸收氰化氢后的气体

输送至反应器三4中，整体气路形成闭路循环；其中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采用20％浓度的氢

氧化钠为吸收液，该氢氧化钠分别置于氢氧化钠吸收槽一28和氢氧化钠吸收槽二29中，喷

淋吸收氰化氢气体，吸收近饱和后，氢氧化钠浓度达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溶液；

[0033] (3)缓冲储罐5中贫液泵入沉淀池10中，停留时间为8h，沉淀池10上清液自流进入

中和槽一11中；

[0034] (4)沉淀池10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12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中和槽一11

中，压滤出来的铜渣出售；铜渣中含铜为45％；

[0035] (5)向中和槽一11中加入石灰乳，中和液从中和槽一11中自流依次进入中和槽二

13、深度处理反应器一14、深度处理反应器二15、缓冲槽一16中，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14和

深度处理反应器二15中加入双氧水和硫酸亚铁；其中：中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

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该石灰

乳置于石灰乳储存槽30中，折合石灰加入量为4kg/t，调pH值8，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

处理反应器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1kg/t，加入硫酸亚铁的量均为0.05kg/t，所述双氧

水置于双氧水储存槽31中，硫酸亚铁置于硫酸亚铁储存槽32中；

[0036] (6)缓冲槽一16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17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

和渣，压滤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18、除钙槽二19、缓冲槽二20中，停留时间均为2h，向除

钙槽一18和除钙槽二19中加入碳酸钠的量均为0.5kg/t，碳酸钠置于碳酸钠储存槽9中；

[0037] (7)缓冲槽二20中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21中进行预热，预热后的温度50℃，然后

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22；

[0038] (8)分离结晶器22采用夹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温度80℃，加热器二23加热后的换

热液体泵入分离结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到加热器二23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

[0039] (9)分离结晶器22产生的蒸汽进入压缩机24，然后进入预热器21中，对除钙后的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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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进行预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25中，停留时间为2h，缓冲槽三25

中蒸汽冷凝水回用；

[0040] (10)分离结晶器22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26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200℃，烘干

器26产生的蒸汽排放，产生的固体主要为无水硫酸钠，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为92％～97％。

[0041] 实施例2

[0042] 包括下列步骤：

[0043] (1)将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泵入加热器一1中，而后依次自流进入反

应器一2、反应器二3、反应器三4、缓冲储罐5中，向反应器一2中加入浓硫酸；其中黄金冶炼

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3000mg/L，铜浓度2000mg/L，砷浓度150mg/L，硫酸

钠含量9％，加热器一加热后贫液温度达到28℃，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停留时间均

为1.5h，缓冲储罐停留时间为0.2h，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量为14kg/t，该浓硫酸储存在浓

硫酸储存槽27中，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在2.0；

[0044] (2)采用离心风机6进风口负压引风输送反应器一2、反应器二3、反应器三4中的氰

化氢气体，离心风机6出风口采用吸收塔一7和吸收塔二8吸收氰化氢，吸收氰化氢后的气体

输送至反应器三4中，整体气路形成闭路循环；其中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采用20％浓度的氢

氧化钠为吸收液，该氢氧化钠分别置于氢氧化钠吸收槽一28和氢氧化钠吸收槽二29中，喷

淋吸收氰化氢气体，吸收近饱和后，氢氧化钠浓度达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溶液；

[0045] (3)缓冲储罐5中贫液泵入沉淀池10中，停留时间为8h，沉淀池10上清液自流进入

中和槽一11中；

[0046] (4)沉淀池10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12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中和槽一11

中，压滤出来的铜渣出售；铜渣中含铜为45％；

[0047] (5)向中和槽一11中加入石灰乳，中和液从中和槽一11中自流依次进入中和槽二

13、深度处理反应器一14、深度处理反应器二15、缓冲槽一16中，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14和

深度处理反应器二15中加入双氧水和硫酸亚铁；其中：中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

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该石灰

乳置于石灰乳储存槽30中，折合石灰加入量为4.5kg/t，调pH值8.5，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

深度处理反应器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15kg/t，加入硫酸亚铁的量均为0.08kg/t，所

述双氧水置于双氧水储存槽31中，硫酸亚铁置于硫酸亚铁储存槽32中；

[0048] (6)缓冲槽一16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17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

和渣，压滤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18、除钙槽二19、缓冲槽二20中，停留时间均为2h，向除

钙槽一18和除钙槽二19中加入碳酸钠的量均为0.8kg/t，碳酸钠置于碳酸钠储存槽9中；

[0049] (7)缓冲槽二20中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21中进行预热，预热后的温度55℃，然后

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22；

[0050] (8)分离结晶器22采用夹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温度85℃，加热器二23加热后的换

热液体泵入分离结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到加热器二23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

[0051] (9)分离结晶器22产生的蒸汽进入压缩机24，然后进入预热器21中，对除钙后的贫

液进行预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25中，停留时间为2h，缓冲槽三25

中蒸汽冷凝水回用；

[0052] (10)分离结晶器22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26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200℃，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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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26产生的蒸汽排放，产生的固体主要为无水硫酸钠，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为92％～97％。

[0053] 实施例3

[0054] 包括下列步骤：

[0055] (1)将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泵入加热器一1中，而后依次自流进入反

应器一2、反应器二3、反应器三4、缓冲储罐5中，向反应器一2中加入浓硫酸；其中黄金冶炼

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4000mg/L，铜浓度2500mg/L，砷浓度200mg/L，硫酸

钠含量12％，加热器一加热后贫液温度达到30℃，反应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停留时间

均为1.5h，缓冲储罐停留时间为0.2h，反应器一中加入浓硫酸量为15kg/t，该浓硫酸储存在

浓硫酸储存槽27中，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在2.2；

[0056] (2)采用离心风机6进风口负压引风输送反应器一2、反应器二3、反应器三4中的氰

化氢气体，离心风机6出风口采用吸收塔一7和吸收塔二8吸收氰化氢，吸收氰化氢后的气体

输送至反应器三4中，整体气路形成闭路循环；其中吸收塔一和吸收塔二采用20％浓度的氢

氧化钠为吸收液，该氢氧化钠分别置于氢氧化钠吸收槽一28和氢氧化钠吸收槽二29中，喷

淋吸收氰化氢气体，吸收近饱和后，氢氧化钠浓度达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溶液；

[0057] (3)缓冲储罐5中贫液泵入沉淀池10中，停留时间为8h，沉淀池10上清液自流进入

中和槽一11中；

[0058] (4)沉淀池10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12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中和槽一11

中，压滤出来的铜渣出售；铜渣中含铜为45％；

[0059] (5)向中和槽一11中加入石灰乳，中和液从中和槽一11中自流依次进入中和槽二

13、深度处理反应器一14、深度处理反应器二15、缓冲槽一16中，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14和

深度处理反应器二15中加入双氧水和硫酸亚铁；其中：中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

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的停留时间均为2h，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该石灰

乳置于石灰乳储存槽30中，折合石灰加入量为5kg/t，调pH值9，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

处理反应器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2kg/t，加入硫酸亚铁的量均为0.1kg/t，所述双氧

水置于双氧水储存槽31中，硫酸亚铁置于硫酸亚铁储存槽32中；

[0060] (6)缓冲槽一16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17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

和渣，压滤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18、除钙槽二19、缓冲槽二20中，停留时间均为2h，向除

钙槽一18和除钙槽二19中加入碳酸钠的量均为1kg/t，碳酸钠置于碳酸钠储存槽9中；

[0061] (7)缓冲槽二20中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21中进行预热，预热后的温度60℃，然后

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22；

[0062] (8)分离结晶器22采用夹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温度90℃，加热器二23加热后的换

热液体泵入分离结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到加热器二23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

[0063] (9)分离结晶器22产生的蒸汽进入压缩机24，然后进入预热器21中，对除钙后的贫

液进行预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冷凝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25中，停留时间为2h，缓冲槽三25

中蒸汽冷凝水回用；

[0064] (10)分离结晶器22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26进行烘干，烘干温度为200℃，烘干

器26产生的蒸汽排放，产生的固体主要为无水硫酸钠，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为92％～97％。

[0065] 下边通过具体实例对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66] 具体实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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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某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在3000mg/L到4000mg/L之间，

铜浓度在1500mg/L到2000mg/L之间，砷浓度在50mg/L到100mg/L之间，硫酸钠含量在6％到

9％之间。贫液处理量为4m3/h，贫液在加热器中加热后温度达到25℃到27℃之间，向反应器

一中加入浓硫酸，加入量为13kg/t到15kg/t，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在1.8到2.2之间，反应器

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有效容积均为6m3，缓冲储罐有效容积为0.8m3，采用20％浓度的氢氧

化钠溶液喷淋吸收氰化氢气体，当吸收液中氢氧化钠浓度降低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溶

液。沉淀池有效容积为32m3。沉淀池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中

和槽一中，压滤出来的铜渣出售，铜渣中含铜约为45％。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折合石

灰加入量为4kg/t到5kg/t之间，调剂pH值在8到9之间，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

器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1kg/t到0.2kg/t，加入双氧水的量为0.05kg/t到0.1kg/t，中

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的有效容积均为8m3。

缓冲槽一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和渣，交给有资质

的单位处理处置，压滤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中，向除钙槽一和除

钙槽二中加入碳酸钠，加入量均为0.5kg/t到1kg/t，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的有效

容积均为8m3。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中进行预热，然后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预热器采用

分离结晶器中产生的蒸汽进行预热，预热后的温度在50℃到60℃之间。分离结晶器采用夹

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加热器加热后的换热液体泵入分离结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到加

热器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分离结晶器中贫液温度在80℃到90℃之间。分离结晶器产生

的蒸汽进入压缩机，然后进入预热器中，对除钙后的贫液进行预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冷凝

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中，缓冲槽三中蒸汽冷凝水回用，缓冲槽三有效容积为8m3。分离结晶

器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进行烘干，烘干器产生的蒸汽排放，产生的固体主要为无水硫

酸钠，烘干器的烘干温度为200℃，产生的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在92％到97％之间。

[0068] 具体实例2：

[0069] 某黄金冶炼企业氰化工艺产生的贫液中氰化物浓度在2000mg/L到3000mg/L之间，

铜浓度在2000mg/L到2500mg/L之间，砷浓度在100mg/L到200mg/L之间，硫酸钠含量在8％到

12％之间。贫液处理量为8m3/h，贫液在加热器中加热后温度达到26℃到30℃之间，向反应

器一中加入浓硫酸，加入量为13kg/t到15kg/t，调节反应器一中pH值在1.8到2.2之间，反应

器一、反应器二、反应器三有效容积均为12m3，缓冲储罐有效容积为1.6m3。采用20％浓度的

氢氧化钠溶液喷淋吸收氰化氢气体，当吸收液中氢氧化钠浓度降低到2％时，更换氢氧化钠

溶液。沉淀池有效容积为64m3。沉淀池产生的污泥沉淀泵入压滤机一进行压滤，压滤液进入

中和槽一中，压滤出来的铜渣出售，铜渣中含铜约为45％。向中和槽一中加入石灰乳，折合

石灰加入量为4kg/t到5kg/t之间，调剂pH值在8到9之间，向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

应器二中加入双氧水的量均为0.1kg/t到0.2kg/t，加入双氧水的量为0.05kg/t到0.1kg/t，

中和槽一、中和槽二、深度处理反应器一、深度处理反应器二、缓冲槽一的有效容积均为

16m3。缓冲槽一中的深度处理后的贫液泵到压滤机二中进行压滤，压滤渣为中和渣，交给有

资质的单位处理处置，压滤液自流依次进入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中，向除钙槽一

和除钙槽二中加入碳酸钠，加入量均为0.5kg/t到1kg/t，除钙槽一、除钙槽二、缓冲槽二的

有效容积均为16m3。除钙后贫液泵入预热器中进行预热，然后自流进入分离结晶器，预热器

采用分离结晶器中产生的蒸汽进行预热，预热后的温度在50℃到60℃之间。分离结晶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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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夹层换热原理进行加热，加热器加热后的换热液体泵入分离结晶器夹层中，然后自流回

到加热器中，换热液体密闭自循环，分离结晶器中贫液温度在80℃到90℃之间。分离结晶器

产生的蒸汽进入压缩机，然后进入预热器中，对除钙后的贫液进行预热，预热后产生的蒸汽

冷凝水自流进入缓冲槽三中，缓冲槽三中蒸汽冷凝水回用，缓冲槽三有效容积为16m3。分离

结晶器产生的晶体输送至烘干器进行烘干，烘干器产生的蒸汽排放，产生的固体主要为无

水硫酸钠，烘干器的烘干温度为200℃，产生的无水硫酸钠固体纯度在92％到97％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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