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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

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次氧化

锌粉的一次浸出；2）次氧化锌粉的二次浸出；3）

单宁沉锗；4）一次空氧净化；5）二次空氧净化；4）

净化、电解及熔铸，产出100wt%的零号锌锭。本发

明在进行综合回收有价金属过程中，采用简便的

方法，把沉锗后液经两次空氧净化，使杂质含量

高的沉锗后液指标达到或优于湿法炼锌直接使

用焙烧矿浸出所产出中上清的标准，顺利实现直

接从次氧化锌粉中生产高质量电解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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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次氧化锌粉为

含锌30~45wt%、铁5~9wt%、砷0.25~0.45wt%、锗0.02~0.05wt%、铅9~12wt%、银0.02~0.06wt%、

氯0.08~0.1wt%、氟0.08~0.15wt%的次氧化锌粉，所述方法包括次氧化锌粉的浆化、一次酸

性浸出、二次酸性浸出、单宁沉锗、一次空氧净化、二次空氧净化、净化电解熔铸，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1）浆化：用浆化液和次氧化锌粉按液固比3~4:1进行浆化，得到待用的浆化后液；所述

浆化液是工业用水、电解锌生产过程中所产洗水、地沟水、锌电解废液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2）一次酸性浸出：用浓硫酸或锌电解废液调整始酸120~160g/L、控制温度85~95℃、浸

出时间1.0~1.5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7:1，当pH值为1.5~3.5时停止搅拌，进行压滤1，

得到做单宁沉锗的1号滤液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

3）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4~6: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并调整

始酸130~15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6~8小时、终点酸达60~80g/L  后进行压

滤5；压滤5产出5号滤渣和5号滤液，5号滤渣做铅银精矿出售，5号滤液返回一次酸性浸出做

前液；

4）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升温到50~55℃、加入单宁酸量为溶液中锗量的22~25倍、搅拌

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2号单宁锗渣和2号沉锗后液，2号沉锗后液进行一次空

氧净化，所产2号单宁锗渣送锗回收车间，经600~700℃灼烧至恒重后得到锗精矿出售；

5）一次空氧净化：对2号沉锗后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慢加入石头粉、

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4.8~5.2、并连续鼓

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3号滤液和3号滤渣，3号滤液进

行二次空氧净化，3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6）二次空氧净化：对3号滤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5~95℃时，开启搅拌并连续鼓入空

气，过程中用石头粉、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

值=5.2~5.4、当溶液含铁小于0.02g/L时，按每立方米溶液加入0.3~0.5公斤的活性炭并继

续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4；压滤4得到4号滤液和4号滤渣，4号滤液进行锌生产过程的

净化、电解及熔铸，4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7）净化、电解、熔铸：对4号滤液采用锌粉置换，产出合格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银极

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电解，控制电流密度450~500A/m
2，温度36~40℃、析出时间22~

26h，得到电解锌片和电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零号锌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pH值为2~3时停止搅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3）中所述铅银精矿为含铅35~45wt%、银0.1~0.2wt%、锌小于4wt%的铅银精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4）中所述锗精矿为含锗20~25wt%的锗精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5）中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为4.9~5.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6）中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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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7）中析出时间为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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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湿法冶炼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

铅、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湿法炼锌生产中，次氧化锌粉因其杂质含量较高、锌品位相对较低，直接用常规

方法生产高质量的电解锌在目前情况下，技术和生产成本都不现实；但随着锌资源的匮乏，

锌精矿价格越来越高，加工费用空间越来越小。采用次氧化锌粉直接生产电解锌，有原料成

本低的优势，只因其杂质含量高且复杂，限制了次氧化锌粉的运用。目前国内大型湿法炼锌

厂都采用次氧化锌粉和焙烧矿搭配使用的工艺。

[0003] 公知的，陕西星王企业集团公司左武军撰文的《用次氧化锌生产电解锌》，采用碱

洗法消除溶液中的F-1、Cl-1 的影响，消除高含量砷、锑、锗杂质的影响，最终得到合格的电解

液；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马华菊、史文革、郑燕琼撰文的《复杂成分次氧化锌生产电解锌

新工业研究》，采用离子交换法脱F-1、Cl-1 及提铟废液生产电解锌的可行性；水口山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关亚君撰文《铅烟化炉次氧化锌生产电解锌工艺研究》，采用焙烧脱氟、氯

工序，氧化除铁工序；但是上述的技术均存在工艺复杂，成本高，效果差，综合回收率低，品

质差等诸多问题。

[0004] 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开发一种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顺

利实现直接从次氧化锌粉中生产高质量电解锌的目的，而所有的公知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从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浆化：用浆化液和次氧化锌粉按液固比3-4：1进行浆化，得到待用的浆化后液；

[0008] 2）一次酸性浸出：用浓硫酸或锌电解废液调整始酸120-160g/L、控制温度85-95

℃、浸出时间1.0-1.5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7：1，当pH值为1.5-3.5时停止搅拌，进行压

滤1，得到做单宁沉锗的1号滤液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

[0009] 3）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4-6：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并

调整始酸130-15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6-8小时、终点酸达60~80g/l后进

行压滤5；压滤5产出5号滤渣和5号滤液，5号滤渣做铅银精矿出售，5号滤液返回一次酸性浸

出做前液；

[0010] 4）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升温到50-55℃、加入单宁酸量为溶液中锗量的22-25倍、

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2号单宁锗渣和2号沉锗后液，2号沉锗后液进行一

次空氧净化，所产2号单宁锗渣送锗回收车间，经600-700℃灼烧至恒重后得到锗精矿出售；

[0011] 5）一次空氧净化：对2号沉锗后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慢加入石头

粉、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4.8-5.2、并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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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3号滤液和3号滤渣，3号滤

液进行二次空氧净化，3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12] 6）二次空氧净化：对3号滤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5-95℃时、开启搅拌并连续鼓

入空气、过程用石头粉、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

pH值=5.2-5.4、当溶液含铁小于0.02g/L时，按每立方米溶液加入0.3-0.5公斤的活性炭并

继续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4；压滤4得到4号滤液和4号滤渣，4号滤液进行锌生产过程

的净化、电解及熔铸，4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13] 7）净化、电解、熔铸：对4号滤液采用锌粉置换，产出合格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

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电解，控制电流密度450-500A/m2，温度36-40℃、析出时间

22~26h，得到电解锌片和电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零号锌锭。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可以直接从次氧化锌粉中同时回收锌、锗、铅、银，次氧化锌粉通过采用

一、二次酸性浸出，一次酸性浸出后液进行单宁沉锗，沉锗后液经两次空氧净化达到湿法炼

锌浸出所产出中上清标准，后经净化、电解、熔铸生产出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电解锌；单

宁酸沉锗后产生的单宁锗渣经灼烧，可得到含锗20-25wt%的锗精矿；一次酸性浸出后的渣

再经过第二次酸性浸出，得到可做铅银精矿出售的含铅35-45wt%、银0.1-0.2wt%、锌小于

4wt%的铅渣。

[0016] 2、本发明的沉锗后液经过两次空氧净化和在二次空氧净化后加入一定量的活性

炭进行有机物的净化并改善过滤效果产出合格的中上清，顺利实现直接从次氧化锌粉中生

产出100wt%的零号电解锌锭。

[0017] 3、本发明避免了常规湿法炼锌生产过程中加入软锰矿氧化除铁；解决了直接使用

次氧化锌粉而导致电解锌系统锰离子无法控制而影响产品质量、经济指标和水解中和沉铁

造成液固分离困难、渣含锌高的难题。同时，也避免了软锰矿所带入的如钴、镍等其它对电

解锌有害杂质。

[0018] 4、本发明锌直收率92 .0wt%以上、锗回收率86 .0%以上、铅、银回收率均大于

99.0wt%；本发明生产出的锗精矿含锗20-25wt%、电解锌锭达99.995wt%也就是100wt%的零

号锌锭。

[0019] 5、本发明生产出的铅渣含铅35-50wt%、含银0.1-0.2wt%、含锌小于4wt%。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发明加以

限制，基于本发明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2] 本发明所述的从次氧化锌粉中综合回收锌、锗、铅、银的方法，包括次氧化锌粉的

浆化、一次酸性浸出、二次酸性浸出、单宁沉锗、一次空氧净化、二次空氧净化、净化电解熔

铸，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浆化：用浆化液和次氧化锌粉按液固比3-4：1进行浆化，得到待用的浆化后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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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2）一次酸性浸出：用浓硫酸或锌电解废液调整始酸120-160g/L、控制温度85-95

℃、浸出时间1.0-1.5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7：1，当pH值为1.5-3.5时停止搅拌，进行压

滤1，得到做单宁沉锗的1号滤液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

[0025] 3）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4-6：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并

调整始酸130-15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6-8小时、终点酸达60~80g/l后进

行压滤5；压滤5产出5号滤渣和5号滤液，5号滤渣做铅银精矿出售，5号滤液返回一次酸性浸

出做前液；

[0026] 4）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升温到50-55℃、加入单宁酸量为溶液中锗量的22-25倍、

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2号单宁锗渣和2号沉锗后液，2号沉锗后液进行一

次空氧净化，所产2号单宁锗渣送锗回收车间，经600-700℃灼烧至恒重后得到锗精矿出售；

[0027] 5）一次空氧净化：对2号沉锗后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慢加入石头

粉、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4.8-5.2、并连

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3号滤液和3号滤渣，3号滤

液进行二次空氧净化，3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28] 6）二次空氧净化：对3号滤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5-95℃时、开启搅拌并连续鼓

入空气、过程中用石头粉、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

液pH值=5.2-5.4、当溶液含铁小于0.02g/L时，按每立方米溶液加入0.3-0.5公斤的活性炭

并继续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4；压滤4得到4号滤液和4号滤渣，4号滤液进行锌生产过

程的净化、电解及熔铸，4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29] 7）净化、电解、熔铸：对4号滤液采用锌粉置换，产出合格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

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电解，控制电流密度450-500A/m2，温度36-40℃、析出时间

22~26h，得到电解锌片和电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零号锌锭。

[0030] 步骤（1）中所述的次氧化锌粉为含锌30-45wt%、铁5-9wt%、砷0.25-0 .45wt%、锗

0.02-0.05wt%、铅9-12wt%、银0.02-0.06wt%、氯0.08-0.1wt%、氟0.08-0.15wt%的次氧化锌

粉。

[0031] 步骤（1）中所述的浆化液是工业用水、电解锌生产过程中所产洗水、地沟水、锌电

解废液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0032] 步骤（2）中所述的pH值为2-3时停止搅拌。

[0033] 步骤（3）中所述的铅银精矿为含铅35-45wt%、银0.1-0 .2wt%、锌小于4wt%铅银精

矿。

[0034] 步骤（4）中所述的锗精矿为含锗20-25wt%的锗精矿。

[0035] 步骤（5）中所述的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为4.9-5.1。

[0036] 步骤（6）中所述的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为5.3。

[0037] 步骤（7）中所述的析出时间为24h。

[0038] 实施例1

[0039] 采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湿法炼锌回转窑生产的次氧化锌粉，烘干后缩分

制样5000.00克待用，其主要成份为：锌30.05wt%、铁5.02wt%、砷0.25wt%、锗0.030wt%、铅

9.50wt%、氟0.09wt%、氯0.08wt%、银0.022wt%。

[0040] （1）、浆化：用13.5升浆化液做前液，在搅拌的情况下缓慢加入次氧化锌粉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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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对其进行浆化，浆化时间25-35分钟，浆化均匀后待用。

[0041] （2）、一次酸性浸出：把5号滤液加入到待用的浆化后液中，然后再用硫酸或锌电解

废液调整始酸120g/L、控制温度85-95℃、浸出时间1.0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7:1，当pH

值为1.5时停止搅拌并进行压滤1，压滤1得到含锌105.46g/l、锗0.078g/l、二价铁10.72g/

l、三价铁0.03g/l、氟0.22g/l、氯0.24g/l、砷0.65g/l、铅0.001g/l、银0.0001g/l做单宁沉

锗的1号滤液14.60升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湿重3850克。

[0042] （3）、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14.5升、升温到50-55℃、加入单宁酸量为24.88克、搅拌

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含锌109 .48g/l、锗0.0002g/l、二价铁11 .22g/l、氟

0.23g/l、氯0.25g/l、砷0.66g/l、有机物总量198.08mg/l、三价铁、铅、银均微量的做一次空

氧净化的2号沉锗后液13.95升和含水份65.26wt%、锌5.21wt%、铁1.08wt%、砷0.48wt%、锗

3.20wt%、铅0.040wt%、氟0.12wt%、氯0.10wt%、银0.004wt% 的进行灼烧成锗精矿的2号单宁

锗渣湿重101.5克。

[0043] （4）、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4-6：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

并调整始酸13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6-8小时、终点酸60g/l后进行压滤5；

压滤5得到含锌22.17g/l、锗0.023g/l、二价铁2.78g/l、三价铁0.03g/l、氟0.06g/l、氯

0.088g/l、砷0.14g/l、铅0.02g/l、银0.001g/l做次氧化粉调酸的5号滤液12.20升和含水份

20.49wt%、锌3.97wt%、铁5.58wt%、砷0.14wt%、锗0.011wt%、铅35.19wt%、氟0.067wt%、氯

0.029wt%、银0.081wt% 的做铅银精矿出售的5号铅渣湿重1527.0克。

[0044] （5）、一次空氧净化：用2号沉锗后液13.50升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

慢加入石头粉调整溶液pH值=4.8-5.2并保持、同量连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

L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含锌109.58g/l、锗微量、全铁0.48g/l、氟0.05g/l、氯0.10g/l、砷

0.0005g/l、有机物总量150mg/l的做二次空氧净化的3号滤液13.30升和含水份20.21wt%、

锌5.47wt%、铁38.69wt%、砷2.37wt%、锗0.0007wt%、氟0.65wt%、氯0.54wt%的送回转窑回收

锌的3号滤渣湿重470.0克。

[0045] （6）、二次空氧净化：用3号滤液13.20升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慢加

入石头粉调整溶液pH值=5.2-5.4并保持、同时连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02g/L

时，加入3.96克活性炭并继续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4时；压滤4得到含锌110.69g/l、全

铁0.015g/l、氟0.01g/l、氯0.04g/l、砷小于0.0001g/l、有机物总量23.47mg/l的做下一步

电解锌净化的4号滤液13.05升和含水份21.05wt%、锌5.67wt%、铁17.79wt%、砷0.015wt%、氟

1.54wt%、氯2.31wt%的送回转窑回收锌的4号滤渣湿重43.70克。

[0046] （7）、灼烧：2号单宁锗渣干重30克在600-700℃烧至恒重，得到含锗20.56wt%、锌

32.42wt%、铁6.93wt%、砷2.76wt%、氯0.59wt%、氟0.75wt%、铅0.24wt%、银0.024wt%的锗精矿

4.58克。

[0047] （8）、净化、电解、熔铸：用4号滤液13.0升，采用湿法炼锌生产工艺的锌粉置换净化

工序，产出合格的生产零号锌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常规

的锌电解，过程控制电流密度450A/m2，温度36-40℃、析出时间24小时，得到电解锌片和电

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电解锌锭；经计算和分析，净化过程锌粉单耗35.84公斤/吨锌

锭、电解过程的直流电单耗2760度电/吨锌锭，锌熔铸直收率98.24wt%，所产锌锭符合国家

标准99.995wt%零号锌锭的标准；其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直接使用焙烧矿的生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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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0048]   从以上实施例1可以计算出，锌直收率92.24wt%、锗直收率88.28wt%、铅直收率

99.93wt%、银直收率99.33wt%。沉锗后液经过两次空氧净化，其铁、有机物总、砷、氯、氟等杂

质大幅度被空氧净化除去，达到和优于湿法炼锌直接使焙烧矿所产中上清的标准。

[0049] 实施例2

[0050] 采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湿法炼锌回转窑生产的次氧化锌粉，烘干后缩分

制样8000.00克待用，其主要成份为：锌44.95wt%、铁9.02wt%、砷0.  45wt%、锗0.050wt%、铅

11.60wt%、氟0.095wt%、氯0.013wt%、银0.045wt%。

[0051] （1）、浆化：用20升浆化液做前液，在搅拌的情况下缓慢加入次氧化锌粉5000.00克

对其进行浆化，浆化时间25-35分钟，浆化均匀后待用。

[0052] （2）、一次酸性浸出：把5号滤液加入到待用的浆化后液中，然后再用硫酸或锌电解

废液调整始酸160g/L、控制温度85-95℃、浸出时间1.0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7:1，当pH

值为3.5时停止搅拌并进行压滤1，压滤1得到含锌110.58g/l、锗0.101g/l、二价铁15.15g/

l、三价铁0.04g/l、氟0.21g/l、氯0.23g/l、砷0.98g/l、铅0.002g/l、银0.0002g/l做单宁沉

锗的1号滤液19.50升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湿重4290克。

[0053] （3）、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19.0升、升温到50-55℃、加入单宁酸量为48.00克、搅拌

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含锌111 .89g/l、锗0.0003g/l、二价铁15.35g/l、氟

0.21g/l、氯0.23g/l、砷0.98g/l、有机物总量197.42  mg/l、三价铁、铅、银均微量的做一次

空氧净化的2号沉锗后液18.75升和含水份65.00wt%、锌5.32wt%、铁1.06wt%、砷0.52wt%、锗

3.42wt%、铅0.068wt%、氟0.14wt%、氯0.12wt%、银0.007wt% 的进行灼烧成锗精矿的2号单宁

锗渣湿重160.0克。

[0054] （4）、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4-6：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

并调整始酸15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6-8小时、终点酸80g/l后进行压滤5；

压滤5得到含锌31.08g/l、锗0.034g/l、二价铁4.95g/l、三价铁0.05g/l、氟0.066g/l、氯

0.076g/l、砷0.23g/l、铅0.02g/l、银0.001g/l做次氧化粉调酸的5号滤液14.5升和含水份

20.55wt%、锌3.99wt%、铁11.55wt%、砷0.26wt%、锗0.022wt%、铅44.76wt%、氟0.067wt%、氯

0.044wt%、银0.170wt% 的做铅银精矿出售的5号铅渣湿重1630.0克。

[0055] （5）、一次空氧净化：用2号沉锗后液18.5升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慢

加入石头粉调整溶液pH值=4.8-5.2并保持、同量连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

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含锌111.65g/l、锗微量、全铁0.46g/l、氟0.04g/l、氯0.09g/l、砷

0.0004g/l、有机物总量158mg/l的做二次空氧净化的3号滤液18.20升和含水份20.47wt%、

锌5.36wt%、铁38.98wt%、砷2.56wt%、锗0.008wt%、氟0.45wt%、氯0.37wt%的送回转窑回收锌

的3号滤渣湿重889.0克。

[0056] （6）、二次空氧净化：用3号滤液18.0升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90℃时、缓慢加入

石头粉调整溶液pH值=5.2-5.4并保持、同时连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02g/L时，

加入9.0克活性炭并继续搅拌15-20分钟后进行压滤4时；压滤4得到含锌112.78g/l、全铁

0.016g/l、氟0.013g/l、氯0.038g/l、砷小于0.0001g/l、有机物总量22.85mg/l的做下一步

电解锌净化的4号滤液17.80升和含水份21.82wt%、锌5.69wt%、铁18.59wt%、砷0.013wt%、氟

1.28wt%、氯2.19wt%的送回转窑回收锌的4号滤渣湿重55.0克。

说　明　书 5/8 页

8

CN 107245573 B

8



[0057] （7）、灼烧：2号单宁锗渣干重45克在600-700℃烧至衡重，得到含锗24.85wt%、锌

37.28wt%、铁7.51wt%、砷3.07wt%、氯0.79wt%、氟0.83wt%、铅0.31wt%、银0.049wt%的锗精矿

6.10克。

[0058] （8）、净化、电解、熔铸：用4号滤液17.5升，采用湿法炼锌生产工艺的锌粉置换净化

工序，产出合格的生产零号锌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常规

的锌电解，过程控制电流密度450A/m2，温度36-40℃、析出时间24小时，得到电解锌片和电

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电解锌锭；经计算和分析，净化过程锌粉单耗35.46公斤/吨锌

锭、电解过程的直流电单耗2754度电/吨锌锭，锌熔铸直收率98.31wt%，所产锌锭符合国家

标准99.995wt%零号锌锭的标准；其经济技术指标均达到或优于直接使用焙烧矿的生产指

标。

[0059]   从以上实施例2可以计算出，锌直收率91.99wt%、锗直收率86.85wt%、铅直收率

99.94wt%、银直收率99.18wt%。沉锗后液经过两次空氧净化，其铁、有机物总、砷、氯、氟等杂

质大幅度被空氧净化除去，达到和优于湿法炼锌直接使焙烧矿所产中上清的标准。

[0060] 实施例3

[0061] 采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湿法炼锌回转窑生产的次氧化锌粉待用，所述的

次氧化锌粉的主要成份为：锌30wt%、铁5wt%、砷0.25wt%、锗0.02wt%、铅9wt%、银0.02wt%、氯

0.08wt%、氟0.08wt%；

[0062] 1）浆化：用浆化液和次氧化锌粉按液固比3：1进行浆化，得到待用的浆化后液；所

述的浆化液是工业用水、电解锌生产过程中所产洗水、地沟水、锌电解废液的混合；

[0063] 2）一次酸性浸出：用浓硫酸或锌电解废液调整始酸120g/L、控制温度85℃、浸出时

间1.0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1，当pH值为1.5时停止搅拌，进行过滤1，得到做单宁沉锗

的1号滤液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

[0064] 3）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4：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并调

整始酸13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6小时、终点酸达60g/l后进行压滤5；压滤

5产出5号滤渣和5号滤液，5号滤渣做铅银精矿出售，5号滤液返回一次酸性浸出做前液；所

述的铅银精矿含铅35wt%、银0.1wt%、锌小于4wt%；

[0065] 4）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升温到50℃、加入单宁酸量为溶液中锗量的22倍、搅拌15

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2号单宁锗渣和2号沉锗后液，2号沉锗后液进行一次空氧净

化，所产2号单宁锗渣送锗回收车间，经600℃灼烧至恒重后得到含锗20wt%的锗精矿出售；

[0066] 5）一次空氧净化：对2号沉锗后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0℃时、缓慢加入石头粉、

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混合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4.8、并连续鼓入空气、当

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3号滤液和3号滤渣，3号滤液进行二次空氧

净化，3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67] 6）二次空氧净化：对3号滤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5-95℃时、开启搅拌并连续鼓

入空气、过程用石头粉、生石灰粉、熟石灰粉、石灰乳中的一种或多种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

pH值=4.9-5.1、当溶液含铁小于0.02g/L时，按每立方米溶液加入0.3公斤的活性炭并继续

搅拌15分钟后进行压滤4；压滤4得到4号滤液和4号滤渣，4号滤液进行锌生产过程的净化、

电解及熔铸，4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68] 7）净化、电解、熔铸：对4号滤液采用锌粉置换，产出合格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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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电解，控制电流密度450A/m2，温度36℃、析出时间22h，得到

电解锌片和电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零号锌锭。

[0069] 本实施例的锌直收率92.6wt%、锗回收率88.7wt%、铅回收率99.91wt%、银回收率

99.55wt%。沉锗后液经过两次空氧净化，其铁、有机物总、砷、氯、氟等杂质大幅度被空氧净

化除去，达到和优于湿法炼锌直接使焙烧矿所产中上清的标准。

[0070] 实施例4

[0071] 采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湿法炼锌回转窑生产的次氧化锌粉待用，所述的

次氧化锌粉的主要成份为：锌45wt%、铁9wt%、砷0.45wt%、锗0.05wt%、铅12wt%、银0.06wt%、

氯0.1wt%、氟0.15wt%；

[0072] 1）浆化：用浆化液和次氧化锌粉按液固比4：1进行浆化，得到待用的浆化后液；所

述的浆化液是锌电解废液；

[0073] 2）一次酸性浸出：用浓硫酸或锌电解废液调整始酸160g/L、控制温度95℃、浸出时

间1.5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7：1，当pH值为3.5时停止搅拌，进行过滤1，得到做单宁沉锗

的1号滤液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

[0074] 3）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6：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并调

整始酸15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8小时、终点酸达80g/l后进行压滤5；压滤

5产出5号滤渣和5号滤液，5号滤渣做铅银精矿出售，5号滤液返回一次酸性浸出做前液；所

述的铅银精矿含铅45wt%、银.2wt%、锌小于4wt%；

[0075] 4）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升温到55℃、加入单宁酸量为溶液中锗量的25倍、搅拌20

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2号单宁锗渣和2号沉锗后液，2号沉锗后液进行一次空氧净

化，所产2号单宁锗渣送锗回收车间，经700℃灼烧至恒重后得到含锗25wt%的锗精矿出售；

[0076] 5）一次空氧净化：对2号沉锗后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90℃时、缓慢加入生石灰

粉和熟石灰粉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4.8、并连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

时进行压滤3；压滤3得到3号滤液和3号滤渣，3号滤液进行二次空氧净化，3号滤渣送回转窑

挥发回收锌；

[0077] 6）二次空氧净化：对3号滤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95℃时、开启搅拌并连续鼓入

空气、过程用熟石灰粉和石灰乳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5.3、当溶液含铁小于0.02g/L

时，按每立方米溶液加入0.5公斤的活性炭并继续搅拌20分钟后进行压滤4；压滤4得到4号

滤液和4号滤渣，4号滤液进行锌生产过程的净化、电解及熔铸，4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

锌；

[0078] 7）净化、电解、熔铸：对4号滤液采用锌粉置换，产出合格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

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电解，控制电流密度500A/m2，温度40℃、析出时间26h，得到

电解锌片和电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零号锌锭。

[0079] 本实施例的锌直收率92.1wt%、锗回收率87.8wt%、铅回收率99.88wt%、银回收率

99.67wt%。沉锗后液经过两次空氧净化，其铁、有机物总、砷、氯、氟等杂质大幅度被空氧净

化除去，达到和优于湿法炼锌直接使焙烧矿所产中上清的标准。

[0080] 实施例5

[0081] 采用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湿法炼锌回转窑生产的次氧化锌粉待用，所述的

次氧化锌粉的主要成份为：锌40wt%、铁8wt%、砷0.30wt%、锗0.04wt%、铅10wt%、银0.04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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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0.09wt%、氟  0.12wt%

[0082] 1）浆化：用浆化液和次氧化锌粉按液固比3.5：1进行浆化，得到待用的浆化后液；

所述的浆化液是工业用水；

[0083] 2）一次酸性浸出：用浓硫酸或锌电解废液调整始酸140g/L、控制温度90℃、浸出时

间1.2小时、并控制过程液固比5：1，当pH值为2时停止搅拌，进行过滤1，得到做单宁沉锗的1

号滤液和做二次酸浸的1号滤渣；

[0084] 3）二次酸性浸出：用锌电解废液和浓硫酸对1号滤渣按5：1的液固比进行浆化并调

整始酸140g/L，控制过程温度大于95℃、浸出时间7小时、终点酸达70g/l后进行压滤5；压滤

5产出5号滤渣和5号滤液，5号滤渣做铅银精矿出售，5号滤液返回一次酸性浸出做前液；所

述的铅银精矿含铅40wt%、银0.15wt%、锌小于4wt%；

[0085] 4）单宁沉锗：用1号滤液、升温到52℃、加入单宁酸量为溶液中锗量的23倍、搅拌18

分钟后进行压滤2；压滤2得到2号单宁锗渣和2号沉锗后液，2号沉锗后液进行一次空氧净

化，所产2号单宁锗渣送锗回收车间，经650℃灼烧至恒重后得到含锗22wt%的锗精矿出售；

[0086] 5）一次空氧净化：对2号沉锗后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85℃时、缓慢加入石灰乳

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5.0、并连续鼓入空气、当溶液中含铁小于0.5g/L时进行压滤3；

压滤3得到3号滤液和3号滤渣，3号滤液进行二次空氧净化，3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87] 6）二次空氧净化：对3号滤液进行升温，当温度达到90℃时、开启搅拌并连续鼓入

空气、过程用生石灰粉进行调整并保持溶液pH值=5.4、当溶液含铁小于0.02g/L时，按每立

方米溶液加入0.4公斤的活性炭并继续搅拌18分钟后进行压滤4；压滤4得到4号滤液和4号

滤渣，4号滤液进行锌生产过程的净化、电解及熔铸，4号滤渣送回转窑挥发回收锌；

[0088] 7）净化、电解、熔铸：对4号滤液采用锌粉置换，产出合格的电解锌新液，再采用铅

银极板为阳极、铝板为阴极进行电解，控制电流密度480A/m2，温度38℃、析出时间24h，得到

电解锌片和电解废液，锌片进行熔铸，得到品质达99.995wt%以上的零号锌锭。

[0089] 本实施例的锌直收率92.6wt%、锗回收率88.9wt%、铅回收率99.92wt%、银回收率

99.84wt%。沉锗后液经过两次空氧净化，其铁、有机物总、砷、氯、氟等杂质大幅度被空氧净

化除去，达到和优于湿法炼锌直接使焙烧矿所产中上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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