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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

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脱磷渣用水调浆加

热到40‑90℃；再加入稀酸调节pH到2‑4，搅拌反

应0.5‑4h；过滤得到分解液及微量未分解渣，将

未分解渣继续返回调浆加热步骤继续分解，有价

金属钨进入到分解液中；再将上述分解液经过大

孔径阴离子交换树脂吸附钨后，再用碱解吸得到

钨酸钠溶液供后续流程使用即可。”本发明所述

方法适用范围广，不受除磷渣含钨量的影响，均

可以完全回收，回收率高；且工艺简单易操作，能

耗少成本低；采用常压操作，无需高压设备，加酸

调节pH所需的酸量少，酸的选择范围广，辅材成

本低，脱磷渣加酸加热溶解，无后续的渣运输治

理等成本。在操作过程中对后续工序无影响，衔

接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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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调浆加热：将钨冶金脱磷渣用水调浆加热，用水调浆加热到40-90℃；所述钨冶金脱磷

渣为仲钨酸铵生产过程中通过铵镁盐沉淀法脱磷所产生，所述钨冶金脱磷渣的主要成分为

钨酸镁和磷酸铵镁，脱磷渣中的钨含量为0.5-50wt.％；所述水与钨冶金脱磷渣的液固质量

比为(4～10):1；

调pH：加入稀酸调节pH到2-4，搅拌；

过滤：过滤得到分解液及微量未分解渣，将未分解渣继续返回调浆加热步骤继续分解，

有价金属钨进入到分解液中；

吸附：再将上述分解液通过大孔径弱碱阴离子树脂吸附钨，再用碱解吸得到钨酸钠溶

液供后续流程使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与脱磷渣

的液固质量比为(4-9.6):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与脱磷渣

的液固质量比为(5.5-9.6):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稀酸为硫

酸、盐酸和硝酸中的一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调pH步骤

中，搅拌的反应时间为0.5-4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大孔径弱碱

阴离子树脂为大孔弱碱性丙烯酸系阴离子交换树脂或大孔弱碱苯乙烯系阴离子交换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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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湿法冶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及军工对钨冶金产品的需求，钨冶金产品的产量迅速提

高，经过上百年的开采，钨矿资源不断减少，因此仲钨酸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脱磷渣中的钨

得不到合理的回收利用，能源消耗快，生产成本也随之提高，也是对钨资源的极大浪费。

[0003] 为了解决钨矿酸分解萃取工艺中产生的反萃液(钨酸铵溶液)P含量高的问题，目

前工艺采用反萃液深度除磷技术，解决了反萃液中含P高的问题，避免产品P超标。脱磷渣就

是反萃液深度除磷后经过过滤器拦截产生的渣，脱磷渣中含钨较高，渣中含WO3达到20％-

30％，若直接丢弃，单该工序钨的回收率将损失3-4％，成本提高且造成钨资源浪费。

[0004] 当前处理脱磷渣含钨的方法一般是参照白钨矿的处理方法，利用氢氧化钠-磷酸

盐高温高压分解脱磷渣。但是该工艺流程较长，成本较高，需要加入足量的片碱与磷酸盐使

脱磷渣的WO3反应生成Na2WO4，同时使溶液中的钙镁离子全部以磷酸钙盐及磷酸镁盐沉淀析

出。采用高温高压分解，能耗高，对设备、操作要求高。该法分解脱磷渣后过滤得到的脱磷分

解渣需要洗涤，并且脱磷分解渣渣含钨约为1.5％，存在一定的钨损，同时存在渣后续的运

输治理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钨冶金过程反萃液深度除磷后产生的脱磷渣，提出一种提

高钨回收率的脱磷渣处理方法，该方法不仅仅在工业上可行，且具有工艺流程短、操作简

单、经济效益好及环保的特点。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7] 调浆加热：将脱磷渣用水调浆加热到40-90℃；加热强化反应进程，40℃-90℃效果

最好，还避免了能耗浪费。

[0008] 调pH：加入稀酸调节pH到2-4后，搅拌反应；优选的，搅拌反应的时间为0.5-4h；此

pH便于脱磷渣的分解。

[0009] 过滤：过滤得到分解液及微量未分解渣，将未分解渣继续返回调浆加热步骤继续

分解，有价金属钨进入到分解液中；

[0010] 吸附：再将上述分解液通过大孔径弱碱阴离子树脂吸附钨，再用碱解吸得到钨酸

钠溶液供后续流程使用。

[0011] 进一步，所述脱磷渣为仲钨酸铵生产过程中通过铵镁盐沉淀法脱磷所产生。

[0012] 进一步，所述脱磷渣的主要成分为钨酸镁和磷酸铵镁，脱磷渣中的钨含量为0.5-

50wt.％。

[0013] 进一步，所述水与脱磷渣的液固质量比为(4-10):1。本发明的发明人发现，在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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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磷渣的液固质量比为4-10:1时，脱磷渣调浆加热调酸后分解充分。优选的，水与脱磷渣的

液固质量比为(4-9.6):1，更优选的，水与脱磷渣的液固质量比为(5.5-9.6):1。

[0014] 进一步，所述稀酸为硫酸、盐酸和硝酸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5] 进一步，所述大孔径弱碱阴离子树脂为大孔弱碱性丙烯酸系阴离子交换树脂或大

孔弱碱苯乙烯系阴离子交换树脂。

[0016] 本发明所述方法适用范围广，不受除磷渣含钨量的影响，均可以完全回收，回收率

高。且工艺简单易操作，能耗少成本低；采用常压操作，无需高压设备，加酸调节pH所需的酸

量少，酸的选择范围广，辅材成本低，脱磷渣加酸加热溶解，无后续的渣运输治理等成本。在

操作过程中对后续工序无影响，衔接较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旨在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

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

的技术或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

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

[0018] 实施例1：一种钨冶金脱磷渣回收钨的处理方法

[0019] 原材料：是通过铵镁盐沉淀法产生的脱磷渣，其脱磷反应为:

[0020] PO43-+NH4++MgCl2＝MgNH4PO4(s)+2Cl-

[0021] 含WO3为32.6％的脱磷渣，湿重为906.3kg，水份为52％，干重为435kg，脱磷渣中WO3

量为141.81kg。

[0022] 步骤为：

[0023] 调浆加热：首先在调酸槽中加水5m3，液固质量比为5.5:1，搅拌开启后将脱磷渣倒

入调酸槽中，充分搅拌后通蒸汽加热，加热至40℃；

[0024] 调pH：再缓慢加入80g/L的稀硫酸，调节pH到3，搅拌反应0.5h，脱磷渣完全溶解，溶

解液体积为6.5m3，WO3浓度为21.3g/l，脱磷渣中钨的溶解率达到了97.6％；一次溶解直收率

达到了97.6％。

[0025] 过滤：溶解液经输送泵通过保安过滤器拦截微量渣后，打入到离子交换柱配备的

交前液槽中；微量渣返回调浆加热步骤，过程中未丢弃任何含钨渣，脱磷渣中钨的回收率为

100％。

[0026] 吸附：溶解液通过大孔径弱碱阴离子交换柱吸附，用碱解吸后得到钨酸钠溶液供

后段工序使用。吸附解吸是钨冶金的常规工艺，正常吸附解吸工艺回收率可达99.8％以上。

[0027] 实施例2：

[0028] 原材料：含WO3为18.5％的脱磷渣，湿重为1052kg，水份为9％，干重为957.3kg，脱

磷渣中WO3量为177.1kg。

[0029] 调浆加热：首先在调酸槽中加水7m3，液固质量比为6.7：1，搅拌开启后将脱磷渣倒

入调酸槽中，充分搅拌后通蒸汽加热，加热至65℃；

[0030] 调pH：再缓慢加入80g/L的稀硝酸，调节PH到4，搅拌反应1h，脱磷渣完全溶解，溶解

液体积为8.1m3，WO3浓度为21.6g/l，脱磷渣中钨的溶解率达到了98.8％。

[0031] 过滤：溶解液经输送泵通过保安过滤器拦截微量渣后，打入到离子交换柱配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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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前液槽中；微量渣返回调浆加热步骤，过程中未丢弃任何含钨渣，脱磷渣中钨的回收率为

100％。

[0032] 吸附：溶解液通过大孔径弱碱阴离子交换柱吸附钨，用碱解吸后得到钨酸钠溶液

供后段工序使用。吸附解吸是钨冶金的常规工艺，正常吸附解吸工艺回收率可达99.8％以

上。

[0033] 实施例3：

[0034] 原材料：含WO3为48.5％的脱磷渣，湿重为1150kg，水份为24％，干重为874kg，脱磷

渣中WO3量为423.9kg。

[0035] 调浆加热：首先在调酸槽中加水11m3，液固质量比为9.6:1，搅拌开启后将脱磷渣

倒入调酸槽中，充分搅拌后通蒸汽加热，加热至90℃；

[0036] 调pH：再缓慢加入80g/L的稀盐酸，调节PH到2，搅拌反应2h，脱磷渣完全溶解，溶解

液体积为12.6m3，WO3浓度为32.6g/l，脱磷渣中钨的溶解率达到了96.9％；

[0037] 过滤：溶解液经输送泵通过保安过滤器拦截微量渣后，打入到离子交换柱配备的

交前液槽中；微量渣返回调浆加热步骤，过程中未丢弃任何含钨渣，脱磷渣中钨的回收率为

100％。

[0038] 吸附：溶解液通过大孔径弱碱阴离子交换柱吸附钨，用碱解吸后得到钨酸钠溶液

供后段工序使用。吸附解吸是钨冶金的常规工艺，正常吸附解吸工艺回收率可达99.8％以

上。

[0039] 实施例4：

[0040] 原材料：含WO3为5.1％的脱磷渣，湿重为1250kg，水份为18％，干重为1025kg，脱磷

渣中WO3量为52.3kg。

[0041] 调浆加热：首先在调酸槽中加水5m3，液固质量比为4:1，搅拌开启后将脱磷渣倒入

调酸槽中，充分搅拌后通蒸汽加热，加热至90℃；

[0042] 调pH：再缓慢加入80g/L的稀盐酸，调节PH到2，搅拌反应2h，脱磷渣完全溶解，溶解

液体积为6m3，WO3浓度为8.5g/l，脱磷渣中钨的溶解率达到了97.5％；

[0043] 过滤：溶解液经输送泵通过保安过滤器拦截微量渣后，打入到离子交换柱配备的

交前液槽中；微量渣返回调浆加热步骤，过程中未丢弃任何含钨渣，脱磷渣中钨的回收率为

100％。

[0044] 吸附：溶解液通过大孔径弱碱阴离子交换柱吸附钨，用碱解吸后得到钨酸钠溶液

供后段工序使用。吸附解吸是钨冶金的常规工艺，正常吸附解吸工艺回收率可达99.8％以

上。

[0045]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宗旨

的情况下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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