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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

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及萃取方法，由萃

取剂和稀释剂组成；所述萃取剂为季铵盐R4NX、

N-烷基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乙醇酰胺中的

一种或多种；所述稀释剂为油醇、油醇衍生物、链

烷醇和常温下为液态的乙酸酯类化合物中的一

种或多种。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对钛铁萃取能力

强、平衡快、选择性好、易反萃、分离好，且经济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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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1)选择萃取剂溶液作为有机相；

萃取剂溶液由萃取剂和稀释剂组成；当萃取剂和稀释剂二者中有一个在25℃是固体或

两者在25℃都是固体时，萃取剂为萃取剂和稀释剂总质量的3—70％；当萃取剂和稀释剂在

25℃均为液体时，萃取剂为萃取剂和稀释剂总体积的3—70％；所述萃取剂为季铵盐R4NX、

N-烷基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乙醇酰胺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稀释剂为油醇、油醇衍生

物、链烷醇和常温下为液态的乙酸酯类化合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在所述季铵盐R4NX中，四个烷基R为相同的烷基或不同的烷基，且每个烷基R中的碳原子

数为1～18；X为卤素阴离子或酸根；

在所述N-烷基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乙醇酰胺中，酰基中烷基的碳原子数为1～

18；

所述N-烷基酰胺中与氮原子直接相连的烷基中碳原子数为1～18；

所述N，N-二烷基酰胺中与氮原子直接相连的两个烷基为相同的烷基或不同的烷基，并

且这两个与氮原子直接相连的两个烷基的碳原子数分别为1～18；

所述油醇衍生物为油醇芥酸酯、油醇聚氧乙烯醚和油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中的一种或

多种；在所述链烷醇中，烷基中碳原子数为6～18；所述常温下为液态的乙酸酯类化合物为

乙酸甲酯、乙酸乙酯或乙酸丙酯中的一种或多种；

(2)用步骤(1)的萃取溶液萃取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的钛和铁，温度为25～

60℃，相比O/A＝0.5～3，时间为1～9min，得到负载有机相；

(3)用洗液S1洗涤步骤(2)的负载有机相，温度为25～50℃，相比O/A＝1～4，时间为1～

5min，得到洗涤后的负载有机相；

(4)用反萃剂S2反萃步骤(3)的负载有机相，温度为25～80℃，相比O/A＝1～6，时间为1

～7min，得到含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5)用反萃剂S3反萃步骤(4)的负载铁的有机相，温度为25～60℃，相比O/A＝1～6，时

间为1～7min，得到含铁溶液；

步骤(2)中萃取方式为逆流萃取、分馏萃取或错流萃取，萃取级数为1～50级；步骤(3)

中所述洗液S1为去离子水或浓度为7～10mol/L的盐酸；步骤(4)中所述反萃剂S2为浓度为4

～6mol/L的盐酸，反萃取方式为逆流萃取或错流萃取，萃取级数为1～30级；步骤(5)中反萃

剂S3为浓度为0.1～1mol/L的盐酸，反萃取方式为逆流萃取或错流萃取，萃取级数为1～30

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包括钛铁矿的盐酸浸出液；盐酸法生产钛

白粉产生的废酸液；以及两种及两种以上含铁及钛的多金属氯化物的混合酸性溶液；铁的

价态可以是二价或三价，或是三价与二价铁的混合物；钛的价态可以是三价或四价，或是三

价和四价的混合物；所述酸性溶液可以包括盐酸、硫酸及硝酸等，或含有这几种无机酸的一

种、两种或三种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

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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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季铵盐R4NX中，四个烷基R中碳原子数为1～18；R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

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基，1-甲基丁基，异戊基，3-戊基，新戊基，正己基，正

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

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在所述N-烷基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乙醇酰胺中，酰基中的烷基碳原子数为1～

18；酰基中的烷基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基，

1-甲基丁基，异戊基，3-戊基，新戊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烷

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

基，或环烷基；

在所述N-烷基酰胺中，与氮原子相连的烷基中碳原子数为1～18；与氮原子相连的烷基

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基，1-甲基丁基，异戊

基，3-戊基，新戊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

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在所述N，N-二烷基酰胺，与氮原子相连的两个烷基为相同的烷基或不同的烷基；与氮

原子相连的两个烷基中碳原子数均为1～18；与氮原子相连的两个烷基为甲基，乙基，正丙

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基，1-甲基丁基，异戊基，3-戊基，新戊基，

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

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在所述链烷醇中，主链碳原子数为6～18，即主链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

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

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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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

及萃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湿法冶金或化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

液中萃取钛及铁的萃取剂溶液及萃取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钛矿在世界范围内储量大，分布广。目前，每年开采的钛矿石约有90％用于制取钛

白粉，钛白粉具有较高的化学稳定性、良好的白度、着色力和遮盖力，是最重要的白色颜料，

也是钛系的最主要产品。钛白粉占全部白色颜料使用量的80％，在现代工农业、国防、科学

技术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0003] 工业上钛白粉的主要生产工艺有硫酸法和氯化法两种。硫酸法生产流程长、操作

要求精细、三废排放量大；氯化法原料品位高，价格贵而且技术难度大，所使用的有毒气体

氯气对于一些小规模的生产不经济、不环保。溶剂萃取法由于精简的操作程序和设施以及

整体工艺环境友好，在萃取钛铁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专利CN  106929682  A公开了一种

从钛白废硫酸中离心萃取回收钛的方法。该发明采用伯胺为萃取剂，伯胺萃取硫酸的能力

非常强，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硫酸与钛的竞争萃取，降低了伯胺萃取钛的能力，增加了该方法

生产钛产品的生产成本。专利CN  103773962  A公开了一种从氯化法生产钛白粉产生的废盐

酸中回收钛的方法。该方法在萃取得到负载有机相之后直接反萃，并没有有效去除有机相

中可能残存的其他杂质；使用双氧水为反萃剂也增加了整个工艺的成本。报道萃取回收钛

的相关文献较多，如采用酸性有机磷萃取剂(如D2EHPA、EHEHPA、Cyanex272、Cyanex302和

Cyanex301等)和中性有机磷萃取剂(如TBP、TOPO、Cyanex923等)。但酸性有机磷萃取剂在反

萃过程中需额外的添加入其他物质，长时间才能达到萃取平衡，并且对Ti4+的选择性不高，

在盐酸体系中难以萃取分离目标元素，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中性有机磷萃取剂萃取能

力和选择性难以同时达到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钛铁萃取能力强、平衡快、选择性好、易反萃的

分离好，且经济环保的一种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及铁的萃取剂溶液及萃

取方法。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06] 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由萃取剂和稀释剂

组成；当萃取剂和稀释剂二者中有一个在25℃是固体或两者在25℃都是固体时，萃取剂为

萃取剂和稀释剂总质量的3—70％；当萃取剂和稀释剂在25℃均为液体时，萃取剂为萃取剂

和稀释剂总体积的3—70％；所述萃取剂为季铵盐R4NX、N-烷基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

乙醇酰胺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稀释剂为油醇、油醇衍生物、链烷醇和常温下为液态的乙酸

酯类化合物中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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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在所述季铵盐

R4NX中，四个烷基R为相同的烷基或不同的烷基，且每个烷基R中的碳原子数为1～18；X为卤

素阴离子(F、Cl、Br、I)或酸根(如HSO4-、RCOO-等)。

[0008]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在所述N-烷基

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乙醇酰胺中，酰基中烷基的碳原子数为1～18。

[0009]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所述N-烷基酰

胺中与氮原子直接相连的烷基中碳原子数为1～18。

[0010]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所述N，N-二烷

基酰胺中与氮原子直接相连的两个烷基为相同的烷基或不同的烷基，并且这两个与氮原子

直接相连的两个烷基的碳原子数分别为1～18。

[0011]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剂溶液，所述油醇衍生

物为油醇芥酸酯、油醇聚氧乙烯醚和油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中的一种或多种；在所述链烷

醇中，烷基中碳原子数为6～18；所述常温下为液态的乙酸酯类化合物为乙酸甲酯、乙酸乙

酯或乙酸丙酯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2] 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1)选择萃取剂溶液作为有机相；

[0014] (2)用步骤(1)的萃取溶液萃取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的钛和铁，温度为

25～60℃，相比O/A＝0.5～3，时间为1～9min，得到负载有机相；

[0015] (3)用洗液S1洗涤步骤(2)的负载有机相，温度为25～50℃，相比O/A＝1～4，时间

为1～5min，得到洗涤后的负载有机相；

[0016] (4)用反萃剂S2反萃步骤(3)的负载有机相，温度为25～80℃，相比O/A＝1～6，时

间为1～7min，得到含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17] (5)用反萃剂S3反萃步骤(4)的负载铁的有机相，温度为25～60℃，相比O/A＝1～

6，时间为1～7min，得到含铁溶液。

[0018]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步骤(2)中萃取

方式为逆流萃取、分馏萃取或错流萃取，萃取级数为1～50级；步骤(3)中所述洗液S1为去离

子水或浓度为7～10mol/L的盐酸；步骤(4)中所述反萃剂S2为浓度为4～6mol/L的盐酸，反

萃取方式为逆流萃取或错流萃取，萃取级数为1～30级；步骤(5)中反萃剂S3为浓度为0.1～

1mol/L的盐酸，反萃取方式为逆流萃取或错流萃取，萃取级数为1～30级。

[0019]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所述含钛铁多金

属氯化物酸性溶液，包括钛铁矿的盐酸浸出液；盐酸法生产钛白粉产生的废酸液；以及两种

及两种以上含铁及钛的多金属氯化物的混合酸性溶液，其中，溶液中可以同时含有钛和铁，

也可以只含有铁或钛；铁的价态可以是二价或三价，或是三价与二价铁的混合物；钛的价态

可以是三价或四价，或是三价和四价的混合物；所述酸性溶液可以包括盐酸、硫酸及硝酸

等，或含有这几种无机酸的一种、两种或三种的混合物。

[0020] 上述从含钛铁多金属氯化物酸性溶液中萃取钛和铁的萃取方法，在所述季铵盐

R4NX中，四个烷基R中碳原子数为1～18；R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

丁基，3-丁基，正戊基，1-甲基丁基，异戊基，3-戊基，新戊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

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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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0021] 在所述N-烷基酰胺、N，N-二烷基酰胺和二乙醇酰胺中，酰基中的烷基碳原子数为1

～18；酰基中的烷基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

基，1-甲基丁基，异戊基，3-戊基，新戊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

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

烷基，或环烷基；

[0022] 在所述N-烷基酰胺中，与氮原子相连的烷基中碳原子数为1～18；与氮原子相连的

烷基为甲基，乙基，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基，1-甲基丁基，

异戊基，3-戊基，新戊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

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

基；

[0023] 在所述N，N-二烷基酰胺，与氮原子相连的两个烷基为相同的烷基或不同的烷基；

与氮原子相连的两个烷基中碳原子数均为1～18；与氮原子相连的两个烷基为甲基，乙基，

正丙基，异丙基，正丁基，异丁基，2-丁基，3-丁基，正戊基，1-甲基丁基，异戊基，3-戊基，新

戊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

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0024] 在所述链烷醇中，主链碳原子数为6～18，即主链为正己基，正庚基，正辛基，正壬

基，正癸基，正十一烷基，正十二烷基，正十三烷基，正十四烷基，正十五烷基，正十六烷基，

正十七烷基，正十八烷基，或环烷基。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使用的萃取剂和稀释剂原

料易得，对钛铁萃取能力强，对钛铁萃取率可达99％以上，选择性好，易反萃分离钛铁，得到

纯度为99％以上的钛溶液和铁溶液【所得钛溶液中钛离子总质量除以钛溶液中所有金属离

子的总质量即为钛溶液的纯度，所得铁溶液中铁离子总质量除以铁溶液中所有金属离子的

总质量即为铁溶液的纯度】。增加有机相洗涤工序，有效去除负载有机相可能含有的其他杂

质。有机相可循环再生，多次进行萃取反应，有利于成本的降低。盐酸溶液对混合萃取剂有

协同萃取作用，并可循环再生，使得盐酸得以充分利用并有利于环保。

[0027] 原料溶液中的杂质金属离子可以包括常见的金属离子如钾、钠、钙、镁、铝等主族

金属的离子；也可以包括过渡元素如稀土元素，钒的各价态离子，铬离子、锌离子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1) .用20％(w/w，质量分数)(C4H9)4NCl+80％(w/w，质量分数)油醇聚氧乙烯醚为

有机相，即二者质量比为2:8，常温下(C4H9)4NCl和油醇聚氧乙烯醚混合后溶化或熔化成为

液体；2级逆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6mol/L钛铁矿盐酸浸出液，温度为30℃，相比O/A＝1，时

间为2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85％，对钛的萃取率可达99.96％，得到负载有机相；

[0030] (2) .用浓度为7mol/L的盐酸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30℃，相比O/A＝2，时

间为3min，得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31] (3) .用浓度为4mol/L的盐酸3级错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30℃，相比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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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时间为2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13％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32] (4) .用浓度为0.1mol/L的盐酸2级逆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30℃，相比

O/A＝2，时间为3min，得到纯度为99.10％铁溶液。

[0033] 实施例2

[0034] (1) .用30％(w/w，质量分数)(C4H9)3C3H7NBr+70％(w/w，质量分数)油醇聚氧乙烯醚

磷酸酯为有机相，即二者质量比为3:7，常温下(C4H9)3C3H7NBr和油醇聚氧乙烯醚磷酸酯混合

后溶化或熔化成为液体；3级逆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7mol/L钛铁矿盐酸浸出液，温度为35

℃，相比O/A＝1.5，时间为2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99％，对钛的萃取率可达99.69％，得

到负载有机相；

[0035] (2) .用去离子水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35℃，相比O/A＝2，时间为3min，得

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36] (3) .用浓度为5mol/L的盐酸4级逆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35℃，相比O/A

＝3，时间为3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25％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37] (4) .用浓度为0.2mol/L的盐酸3级逆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35℃，相比

O/A＝2，时间为3min，得到纯度为99.50％铁溶液。

[0038] 实施例3

[0039] (1) .用70％(C3H7)2(C7H15)2NHSO4(w/w，质量分数)+30％(w/w，质量分数)C12H25OH为

有机相，即二者质量比为7:3，常温下(C3H7)2(C7H15)2NHSO4和C12H25OH混合后溶化或熔化成为

液体；3级逆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8mol/L盐酸法生产钛白粉产生的废酸液，温度为50℃，

相比O/A＝1，时间为7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99％，对钛的萃取率可达99.78％，得到负

载有机相；

[0040] (2) .用浓度为10mol/L的盐酸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50℃，相比O/A＝1.5，

时间为5min，得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41] (3) .用浓度为4mol/L的盐酸2级逆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50℃，相比O/A

＝4，时间为3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30％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42] (4) .用浓度为0.4mol/L的盐酸3级逆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50℃，相比

O/A＝3，时间为5min，得到纯度为99.34％铁溶液。

[0043] 实施例4

[0044] (1) .用40％(V/V，体积分数)CH3CONHC12H25+60％(V/V，体积分数)C7H15OH为有机相，

即二者体积比为4:6；4级错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9mol/L钛铁矿盐酸浸出液，温度为40℃，

相比O/A＝2，时间为3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89％，对钛的萃取率可达99.23％，得到负

载有机相；

[0045] (2) .用去离子水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40℃，相比O/A＝2.5，时间为4min，

得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46] (3) .用浓度为4.5mol/L的盐酸3级错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40℃，相比

O/A＝2，时间为4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12％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47] (4) .用浓度为0.6mol/L的盐酸3级逆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40℃，相比

O/A＝3，时间为4min，得到纯度为99.57％铁溶液。

[0048]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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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1) .用50％C4H9CON(C3H7)2(V/V，体积分数)+50％(V/V，体积分数)乙酸甲酯为有机

相，即二者体积比为5:5；5级错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10mol/L盐酸法生产钛白粉产生的废

酸液，温度为45℃，相比O/A＝2.5，时间为4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93％，对钛的萃取率

可达99.84％，得到负载有机相；

[0050] (2) .用浓度为8.5mol/L的盐酸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45℃，相比O/A＝3，

时间为5min，得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51] (3) .用浓度为5.5mol/L的盐酸5级逆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45℃，相比

O/A＝3，时间为5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37％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52] (4) .用浓度为0.3mol/L的盐酸2级逆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45℃，相比

O/A＝4，时间为6min，得到纯度为99.64％铁溶液。

[0053] 实施例6

[0054] (1) .用60％(V/V，体积分数)C3H7CONC3H7C5H11+40％(V/V，体积分数)乙酸丙酯为有

机相，即二者体积比为6:4；4级逆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8mol/L钛铁矿盐酸浸出液，温度为

50℃，相比O/A＝3，时间为7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76％，对钛的萃取率可达99.54％，得

到负载有机相；

[0055] (2) .用浓度为10mol/L的盐酸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50℃，相比O/A＝4，时

间为3min，得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56] (3) .用浓度为6mol/L的盐酸3级错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50℃，相比O/A

＝5，时间为5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38％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57] (4) .用浓度为0.5mol/L的盐酸5级逆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50℃，相比

O/A＝6，时间为3min，得到纯度为99.86％铁溶液。

[0058] 实施例7

[0059] (1) .用55％(V/V，体积分数)二乙醇胺+45％(V/V，体积分数)油醇为有机相，即二

者的体积比为5.5:4.5；6级错流萃取氢离子的浓度为11mol/L含钛铁的多金属混合盐酸和

硝酸溶液，温度为55℃，相比O/A＝1，时间为5min，对铁的萃取率可达99.56％，对钛的萃取

率可达99.48％，得到负载有机相；

[0060] (2) .用去离子水洗涤步骤(1)的有机相，温度为45℃，相比O/A＝3，时间为5min，得

到洗涤后不含杂质的有机相；

[0061] (3) .用浓度为4.5mol/L的盐酸4级逆流反萃步骤(2)的有机相，温度为55℃，相比

O/A＝4，时间为4min，分别得到纯度为99.73％的钛溶液和负载铁的有机相；

[0062] (4) .用浓度为0.8mol/L的盐酸6级错流反萃步骤(3)的有机相，温度为55℃，相比

O/A＝5，时间为5min，得到纯度为99.66％铁溶液。

[0063]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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