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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

(57)摘要

一种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设备，包括电热还

原炉、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喷氨装置、换热器、

残氨整理装置、离心风机和储氨装置。运行时将

预热的砷碱渣粉物料送入的电热还原炉内，将氨

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进行还原反应，还原反应

所得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

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排出，得碱性渣，喷吹

还原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引风机牵引的热废气

流一起进入冷却器冷凝固化，得粗砷，废气进入

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本实用新型结

果简单，易于自动化控制，投资较小，处理量大，

安全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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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电热还原炉（1）、粉料锁风计喂料装

置（2）、喷氨装置（3）、冷却换热器（4）、残氨整理装置（5）、离心风机（6）、储氨装置（7），所述

的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2）的出料口与电热还原炉（1）的粉料进口相连，喷氨装置（3）分别

与电热还原炉（1）、冷却换热器（4）以氨气输送管道相连，冷却换热器（4）分别与电热还原炉

（1）的排气出口、残氨整理装置（5）的进口以管道相连，残氨整理装置（5）的废气出口与离心

风机（6）的进风口相连，储氨装置（7）与冷却换热器（4）以液氨输送管道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离心风机（6）分

别与冷却换热器（4）的废气出口和残氨整理装置（5）的进风口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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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砷碱渣处理设备，具体涉及一种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砷碱渣是火法炼锑的锑精炼除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含砷酸钠、锑酸钠、碳酸钠

的冶炼废渣，因砷酸钠剧毒且易溶于水，极易导致环境污染事件，一直以来难以妥善处理的

固体危险废弃物，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锑冶炼行业的健康发展。

[0003] 对于难以妥善处理的砷碱渣，国内外科技工作者持续地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

践，现有砷碱渣处理的各种技术方法大致可概括为固化填埋、湿法处理和火法处理三大类

方法。

[0004] 砷碱渣的固化填埋方法包括釆用水泥固化、石灰/钙盐固化、铁盐固化、塑料固化、

沥青固化、熔融/玻璃化固化等然后填埋，固化填埋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内实

现砷的固定，但这些固化填埋方法都存在固化前后增容比大、后期需要大量土地填埋、且存

在长期污染隐患等问题。

[0005] 综上所述，现有的各类砷碱渣的处理设备中砷、锑、碱资源的分离较困难，尤其是

砷的处置难度大，环保与经济性等问题突出。

[0006] 目前，无论砷碱渣的火法还原处理、还是金属砷的生产一般都是将砷碱渣、或砷氧

化物或含砷的矿石以碳或氢等作为还原剂进行还原反应，未见有直接用氨作为高效还原剂

直接喷吹还原或吹沸还原的实践或研究报道，也无能高效分离砷碱渣中的砷、锑、碱三大组

分，生产成本低的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设备。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能

高效分离砷碱渣中的砷、锑、碱三大组分，生产成本低的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设备。

[0008]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设

备，主要包括：电热还原炉、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喷氨装置、冷却（换热）器、残氨整理装置、

离心风机、储氨装置，所述的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的出料口与电热还原炉的粉料进口相连，

喷氨装置分别与电热还原炉、冷却（换热）器以氨气输送管道相连，冷却（换热）器分别与电

热还原炉的排气出口、残氨整理装置的进口以管道相连，残氨整理装置的废气出口与离心

风机的进风口相连，储氨装置与冷却（换热）器以液氨输送管道相连。

[0009] 进一步，所述的离心风机分别与冷却（换热）器的废气出口、残氨整理装置的进风

口相连。

[0010] 本实用新型运行时：将预热的砷碱渣粉物料送入电热还原炉内进行热化学还原反

应，将氨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进行还原反应，还原反应所得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

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排出，得碱性渣，喷吹还原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离

心（引）风机牵引的热废气流一起从还原炉排气出口排出进入冷却器冷凝固化，得粗砷，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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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

[0011] 进一步，所述的氨指无水氨、或无水氨和联氨或其衍生物的混合物；氨的喷吹量以

控制废气中氨含量为1.0～10%为宜；喷吹入炉的氨以换热器蒸发升温至40℃～400℃，优选

采用废气流冷却器的热交换装置预热，以节省能源。

[0012] 进一步，所述的预热的砷碱渣粉物料指将砷碱渣预粉磨为80目～300目的粉料（优

选120～200目）、预热至120℃以上的砷碱渣粉物料，（优选预热至200℃～600℃），以节省还

原炉电耗，并去除水份；预热的热能优选采用工艺过程中的余热。

[0013] 进一步，所述的喷吹用氨中可以添加质量比5～50%的天然气或煤气。

[0014] 进一步，所述的预热的砷碱渣粉物料中可以添加质量比0～20%的生物质粉末和/

或煤粉。

[0015] 进一步，所得的粗锑外卖，或返回锑精炼，或按成熟的精制工艺制成优质的灰砷、

或黑砷、或黄砷产品供应巿场；精制过程中产生的少量无机物残渣返回砷碱渣物料中利用。

[0016] 进一步，所得的碱性渣主要成分为碳酸钠和氢氧化钠及部分硅铝酸盐矿物，可返

回用于锑精炼，或以碱性渣为原料精制火碱或纯碱。

[0017] 进一步，所述的以碱性渣为原料精制火碱或纯碱，是以碱性渣为原料制取氢氧化

钠、或制取碳酸钠。其精制火碱是指将碱性渣粉碎后加水、加适量焙烧菱苦土粉或焙烧白云

石粉，于30℃～60℃搅拌反应，滤洗分离为镁渣或镁钙渣和滤液，滤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滴

加适量的肌醇六磷酸溶液混合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重金属离子，去除有机金属盐

沉淀物，负压脱水浓缩制成火碱溶液或固体，TCLP实验检测砷含量小于0.5mg/L；有机金属

盐沉淀物可返回砷碱渣物料中利用，或用作制取肌醇六磷酸的原料；镁渣或镁钙渣的主要

成分为碳酸镁钙和硅铝酸镁钙矿物，砷含量小于0.5%，TCLP实验检测浸出液中砷含量小于

5mg/L,可直接用于制砖或作为水泥生产的助烧原料。

[0018] 其精制纯碱是指将碱性渣粉碎后于70℃～95℃热水搅拌浸溶，然后，加聚合氯化

铝铁絮凝剂搅拌絮凝，滤洗分离为固体渣和滤液，滤液为碳酸钠、氢氧化钠的混合物溶液，

维持70℃～95℃温度压入二氧化碳反应，全部转化为碳酸钠溶液，再滴加适量的肌醇六磷

酸溶液混合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重金属离子，去除有机金属盐沉淀物，负压脱水

浓缩喷雾干燥为纯碱粉末产品，或负压脱水浓缩蒸发干燥为固体纯碱再粉磨制成纯碱产

品，TCLP实验检测砷含量小于0.5mg/L；有机金属盐沉淀物可返回砷碱渣物料中利用，或用

作制取肌醇六磷酸的原料；固体渣的主要成分为硅铝酸盐矿物，砷含量小于1.0%，TCLP实验

检测浸出液中砷含量小于5mg/L,可直接用于制砖或作为水泥生产用原料。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原理及有益效果：

[0020] 1)利用简单的粉磨制粉后的粉末物料，为规模化高效还原处理创造出原料的反应

条件；利用工艺余热为主预热的200℃～600℃粉末物料，可大幅提高电热还原炉的处理能

力，大幅节省电耗，并减少入炉水份；

[0021] 2）选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解离出活性氢(离子态H+）有强还原作用的“氨”作为还原

剂或主还原剂，并以底喷或侧喷或顶喷或联合喷吹方式将气化升温的氨喷吹入电热还原炉

内的物料中，使之在高效“氨”还原剂的吹沸下，于650℃～900℃温度条件中的砷酸盐、锑酸

盐等被氨活化分解的活性氢及氨快速还原为单质砷、单质锑，且还原生成的单质砷被“氨”

及其分解产生的氮气（N2）吹沸升华为砷蒸气，砷蒸气能及时全部随离心风机牵引的热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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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一起进入冷却器凝固化，而分离出全部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由

于热气流仅受到离心风机牵引负压有限、且温度控制在不超过900℃，锑蒸气压很低，锑难

以随热气流逃逸，高效快速还原的单质锑（含铅）从还原炉底部出口间隙性放出，分离出单

质锑（含铅），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间隙性排出，分离出碱性渣。从而实现高效而较为彻

底地分离砷碱渣中的砷、锑和碱；其主要化学反应：

[0022] 2NH3  =N2  +  6H+/3H2

[0023] 4NaAsO2  +  4NH3 ＝As4↑+2N2↑+  4NaOH  +  4H2O↑

[0024] 4Na3AsO4  +  8NH3 ＝As4↑+  4N2↑+  12NaOH  +  4H2O↑+2H2↑

[0025] 4Na3AsO4  +  20H+/10H2 ＝As4↑  +  12NaOH  +  4H2O↑

[0026] 2Na3AsO3  +  6H+/3H2 ＝As4↑+  6NaOH

[0027] 2Na3SbO3  +  2NH3 ＝2Sb  +  N2↑+6NaOH

[0028] 2Na3SbO4  +  4NH3 ＝2Sb  +  2N2↑+  6NaOH  +  2H2O↑+  H2↑

[0029] 2Na3SbO4  +  10H+/5H2 ＝2Sb  +  6NaOH+2H2O↑

[0030] 2Na3SbO3  +  6H+/3H2 ＝2Sb  +  6NaOH

[0031] 利用在650℃～900℃温度砷酸盐、锑酸盐等存在条件下，氨分解产生的离子态H+

表现出极强的夺氧还原反应活性，还原效率极高；在喷吹状态氨的分解产物活性氢和氨的

联合强还原作用下，砷碱渣的还原分离效率高，还原分高彻底，且无CO产生，无污染气体物

产生，无碳排放；

[0032] 3）利用冷却换热器蒸发升温氨，节能而高效，利于通过冷却器内的单质砷蒸气的

完全冷凝分离，也利于残氨的整理收集，方便于系统的顺行；且采用节能的离心风机导引单

质砷蒸气和包含N2、氨等废气的混合物气流，节能效果好，运行安全；

[0033] 4）通过控制废气中氨含量为1.0～10%，既可确保充分还原，又可避免单质砷的氧

化问题，还可保证废气中无NOx、SO2的排放，无废气污染之类的环保问题；

[0034] 5）本方法工艺流程简单，生产中易于自动化控制，投资较小，处理量大，无一般冶

炼工艺的环保问题；

[0035] 6）将极难妥善处理的砷碱渣作为生产砷、锑、碱的原料，以节能的环保工艺生产适

应于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且砷碱渣的处理分离彻底，较好的解决了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

无二次污染隐患。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的结果示意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2砷碱渣资源化利用设备的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9]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使用的化学试剂，如无特殊说明，均通过常规商业途径获得。

[0040] 实施例1

[0041] 如附图1所示，本实施例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装置，主要包括：电热还原炉

（1）、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2）、喷氨装置（3）、冷却（换热）器（4）、残氨整理装置（5）、离心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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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6）、储氨装置（7），所述的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2）的出料口与电热还原炉（1）的粉料进

口相连，喷氨装置（3）分别与电热还原炉（1）、冷却（换热）器（4）以氨气输送管道相连，冷却

（换热）器（4）分别与电热还原炉（1）的排气出口、残氨整理装置（5）的进口以管道相连，残氨

整理装置（5）的废气出口与离心风机（6）的进风口相连，储氨装置（7）与冷却（换热）器（4）以

液氨输送管道相连。

[0042] 本实施例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装置工作过程：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2）将预

热的砷碱渣粉物料连续或间隙送入电热还原炉（1）内，储氨装置（7）内的液氨泵送入冷却

（换热）器（4）加热气化，气化升温的氨经喷氨装置（3）以底喷或侧喷或顶喷或联合喷吹方式

喷吹入电热还原炉（1）内的物料中，在高效氨还原剂的吹沸下，于650℃～900℃温度条件砷

酸盐、锑酸盐等被氨活化分解的活性氢（H+）和氨快速还原为单质砷、单质锑，控制废气中氨

含量为1.0～10%，还原的单质锑（含铅）从还原炉（1）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

（1）边部排渣口排出，得碱性渣，还原吹沸升华的单质砷随离心风机（6）牵引的废气流一起

从还原炉（1）的排气口排出进入冷却器（4）冷凝固化，得粗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5）余

氨收集循环利用。

[0043] 本实施例选用某锑冶炼厂产砷碱渣为原料，原料的化学成分（平均值）为：As 

9.34％  、Sb  26.37％  、Pb  4.95％、Na  24.46％，砷碱渣预粉磨为180目筛余7%的粉料；选用

市售液氨作为还原剂；于试验装置线试验。

[0044] 本实施例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液氨以换热装置气化升温至

200℃，将预热至300℃±10℃的砷碱渣粉物料连续送入680℃±10℃的电热还原炉内，采用

底喷方式将氨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快速还原，控制废气中在线检测氨含量为4～6%，还原

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排出，得碱性渣；还原

吹沸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离心（引）风机牵引的热废气流一起从还原炉排气口排出进入冷

却器冷凝固化，取出得粗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

[0045] 粗砷破碎去尘后经检测纯度平均99％，砷的回收率99.3％。

[0046] 锑和铅经检测，锑回收率98.5％，铅回收率98.1%。

[0047] 粗砷按成熟的工艺精制：将砷蒸气在450℃晶析制成灰色α-砷，在270℃蒸镀制成

黑色玻璃状β-砷，釆用液氮将砷蒸气骤冷制成黄色的γ砷。

[0048] 以碱性渣为原料其精制火碱：将碱性渣粉碎后加7.5倍水搅拌，按纯碱摩尔量1.18

倍加焙烧菱苦土粉，于40℃搅拌反应1小时，滤洗分离为镁渣和滤液，滤液为氢氧化钠溶液，

滴加适量的肌醇六磷酸溶液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全部重金属离子，过滤去除有

机金属盐沉淀物，负压脱水浓缩制成火碱固体，氢氧化钠含量99.2%，TCLP实验检测砷含量

0.08mg/L。镁渣检测矿物成分为碳酸镁和硅铝酸镁钙，砷含量0.13%，TCLP实验检测浸出液

中砷含量0.09mg/L，为一般固定废物。

[0049] 实施例2

[0050] 如附图2所示，本实施例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装置，主要包括：电热还原炉

（1）、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2）、喷氨装置（3）、冷却（换热）器（4）、残氨整理装置（5）、离心风

机（6）、储氨装置（7），所述的粉料锁风计喂料装置（2）的出料口与电热还原炉（1）的粉料进

口相连，喷氨装置（3）分别与电热还原炉（1）、冷却（换热）器（4）以氨气输送管道相连，冷却

（换热）器（4）的进口与电热还原炉（1）的排气出口相连，离心风机（6）分别与冷却（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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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的废气出口、残氨整理装置（5）的进口以管道相连，储氨装置（7）与冷却（换热）器（4）以

液氨输送管道相连。

[0051] 选用某锑冶炼厂产砷碱渣为原料，原料的化学成分（平均值）为：As  ：17.28％、Sb  ：

22.49％、Pb  4.35％、Na  ：27.38％，砷碱渣预粉磨为200目筛余1.7%的粉料；选用市售液氨

和肼按质量比4:1的混合氨作为联合还原剂；于试验装置线试验。

[0052] 本实施例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混合氨以换热装置气化升温

至100℃。将预热至350℃±10℃的砷碱渣粉物料连续送入750℃±10℃的电热还原炉内，采

用“侧喷+顶喷”方式将混合氨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快速还原，控制废气中在线检测氨含

量为1.5～3%，还原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排

出，得碱性渣，还原吹沸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离心（引）风机牵引的热废气流一起进入冷却

器冷凝固化，取出得粗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

[0053] 粗砷破碎去尘后经检测纯度平均99.1％，砷的回收率99.4％。

[0054] 锑和铅经检测，锑回收率98.2％，铅回收率98.6%。

[0055] 粗砷按成熟的工艺精制：将砷蒸气在480℃晶析制成灰色α-砷，在250℃蒸镀制成

黑色玻璃状β-砷，釆用液氮将砷蒸气骤冷制成黄色的γ砷。

[0056] 以碱性渣为原料精制纯碱：将碱性渣粉碎后加5.5倍90℃热水搅拌浸溶，然后，滴

加聚合氯化铝铁絮凝剂搅拌絮凝，滤洗分离为固体渣和滤液，滤液为碳酸钠、氢氧化钠的混

合物溶液，在90℃温度压入二氧化碳反应，全部转化为碳酸钠溶液，再滴加适量的肌醇六磷

酸溶液混合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全部重金属离子，过滤去除有机金属盐沉淀物，

负压脱水浓缩蒸发干燥为固体纯碱再粉磨制成纯碱产品，检测纯碱含量99.51%，TCLP实验

检测砷含量0.06mg/L。固体渣检测主要矿物为硅铝酸盐矿物，砷含量0.24%，TCLP实验检测

浸出液中砷含量0.11mg/L,为一般固废。

[0057] 实施例3

[0058] 本实施例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装置同实施例1。

[0059] 选用某锑冶炼厂产砷碱渣为原料，原料的化学成分（平均值）为：As：22.92％、

[0060] Sb：34.85％、Pb  3.27％、Na：27.78％，砷碱渣加质量比15%的谷壳预粉磨为160目

筛余5%的粉料；选用市售液氨作为还原剂；于试验装置线试验。

[0061] 本实施例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液氨以换热装置气化升温至

250℃。将预热至350℃±10℃的砷碱渣粉物料连续送入800℃±10℃的电热还原炉内，采用

底喷方式将氨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快速还原，控制废气中在线检测氨含量为2～4%，还原

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排出，得碱性渣，还原

吹沸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离心风机牵引的热废气流一起进入冷却器冷凝固化，取出得粗

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

[0062] 粗砷破碎去尘后经检测纯度平均98.7％，砷的回收率99.5％。

[0063] 锑和铅经检测，锑回收率98.2％，铅回收率98.0%。

[0064] 粗砷按成熟的工艺精制：将砷蒸气在400℃晶析制成灰色α-砷，在240℃蒸镀制成

黑色玻璃状β-砷，釆用液氮将砷蒸气骤冷制成黄色的γ砷。

[0065] 以碱性渣为原料精制火碱：将碱性渣粉碎后加8倍水搅拌，按纯碱摩尔量1.21倍加

焙烧菱苦土粉，于30℃搅拌反应2.0小时，滤洗分离为镁渣和滤液，滤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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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适量的肌醇六磷酸溶液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全部重金属离子，过滤去除有机

金属盐沉淀物，负压脱水浓缩制成浓度60%的液碱，杂质含量小于0.8%，TCLP实验检测砷含

量0.09mg/L。镁渣检测矿物成分为碳酸镁和硅铝酸镁钙，砷含量0.15%，TCLP实验检测浸出

液中砷含量0.05mg/L，为一般固定废物。

[0066] 实施例4

[0067] 本实施例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装置同实施例1。

[0068] 选用某锑冶炼厂产砷碱渣为原料，原料的化学成分（平均值）为：As：13.87％、

[0069] Sb：22.07％、Pb  2.97％、Na：29.36％，砷碱渣加5%原煤预粉磨为200目筛余6%的粉

料；选用市售液氨和肼按质量比2:1的混合氨作为联合还原剂；于试验装置线试验。

[0070] 本实施例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混合氨以换热装置气化升温

至150℃。将预热至300℃±10℃的砷碱渣粉物料连续送入780℃±10℃的电热还原炉内，采

用“侧喷+顶喷”方式将混合氨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快速还原，控制废气中在线检测氨含

量为1.0～3.0%，还原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

排出，得碱性渣，还原吹沸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离心风机牵引的热废气流一起进入冷却器

冷凝固化，取出得粗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

[0071] 粗砷破碎去尘后经检测纯度平均99.3％，砷的回收率99.5％。

[0072] 锑和铅经检测，锑回收率98.0％，铅回收率98.2%。

[0073] 粗砷按成熟的工艺精制：将砷蒸气在430℃晶析制成灰色α-砷，在250℃蒸镀制成

黑色玻璃状β-砷，釆用液氮将砷蒸气骤冷制成黄色的γ砷。

[0074] 以碱性渣为原料精制纯碱：将碱性渣粉碎后加6.5倍85℃热水搅拌浸溶，然后，滴

加聚合氯化铝铁絮凝剂搅拌絮凝，滤洗分离为固体渣和滤液，滤液为碳酸钠、氢氧化钠的混

合物溶液，在85℃温度压入二氧化碳反应，全部转化为碳酸钠溶液，再滴加适量的肌醇六磷

酸溶液混合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全部重金属离子，过滤去除有机金属盐沉淀物，

负压脱水浓缩喷雾干燥为纯碱粉产品，检测纯碱含量99.47%，TCLP实验检测砷含量0.07mg/

L。固体渣检测主要矿物为硅铝酸盐矿物，砷含量0.27%，TCLP实验检测浸出液中砷含量

0.09mg/L,为一般固废。

[0075] 实施例5

[0076] 本实施例砷碱渣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装置同实施例1。

[0077] 选用某锑冶炼厂产砷碱渣为原料，原料的化学成分（平均值）为：As：9.74％、Sb：

27.45％、Pb4.18％、Na：29.12％，砷碱渣加质量比8%的原煤预粉磨为120目筛余0.7%的粉

料；选用市售液氨和天然气按质量比2:1混合作为联合还原剂；于试验装置线试验。

[0078] 本实施例砷碱渣资源化利用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混合氨以换热装置气化升温

至180℃，将预热至210℃±10℃的砷碱渣粉物料连续送入850℃±10℃的电热还原炉内，采

用“侧喷+顶喷”方式将混合氨直接喷吹入炉内物料中快速还原，控制废气中在线检测氨含

量为2～3%，还原的单质锑从还原炉底部出口放出，得粗锑，残渣从还原炉边部排渣口排出，

得碱性渣，还原吹沸升华的单质砷蒸气随离心风机牵引的热废气流一起进入冷却器冷凝固

化，取出得粗砷，废气进入残氨整理装置余氨收集循环利用。

[0079] 粗砷破碎去尘后经检测纯度平均98.9％，砷的回收率99.1％。

[0080] 锑和铅经检测，锑回收率98.1％，铅回收率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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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粗砷按成熟的工艺精制：将砷蒸气在480℃晶析制成灰色α-砷，在250℃蒸镀制成

黑色玻璃状β-砷，釆用液氮将砷蒸气骤冷制成黄色的γ砷。

[0082] 以碱性渣为原料精制纯碱：将碱性渣粉碎后加8倍80℃热水搅拌浸溶，然后，滴加

聚合氯化铝铁絮凝剂搅拌絮凝，滤洗分离为固体渣和滤液，滤液为碳酸钠、氢氧化钠的混合

物溶液，在80℃温度压入二氧化碳反应，全部转化为碳酸钠溶液，再滴加适量的肌醇六磷酸

溶液混合反应，沉淀溶液中的二价钙镁和全部重金属离子，过滤去除有机金属盐沉淀物，负

压脱水适量浓缩后喷雾干燥为纯碱粉末产品，检测纯碱含量99.53%，TCLP实验检测砷含量

0.07mg/L。固体渣检测主要矿物为硅铝酸盐矿物，砷含量0.37%，TCLP实验检测浸出液中砷

含量0.16mg/L,为一般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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