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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

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包括将铜电解液脱铜后液通

过酸盐分离将硫酸和硫酸镍分开、一次硫化、中

和除杂、氟化物除钙镁、二次硫化、吸附材料吸附

镍和浓缩结晶，制得精制硫酸镍产品。本发明的

方法直接针对铜电解液脱铜后液进行提纯，节约

了一次浓缩结晶成本，且镍收率高，提纯过程简

单，省去了传统萃取过程，从而大幅降低了投资

费用和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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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酸盐分离：将铜电解液脱铜后液通过酸吸附树脂，使酸被吸附，得到脱酸硫酸镍原

液；

（2）一次硫化：将脱酸硫酸镍原液中加入硫化剂，进行一次硫化除杂，经过滤后，得到一

次硫化渣和一次硫化后液；

（3）中和除杂：将一次硫化后液的pH值调至3～5，同时加入氧化剂进行氧化除杂，经过

滤后，得除杂渣和除杂后液；

（4）除钙镁：将除杂后液加入氟化物进行除钙镁，经过滤后，得钙镁渣和除钙镁后液；

（5）二次硫化：将除钙镁后液中加入硫化剂，进行二次硫化除杂，并控制pH值在3～5之

间，经过滤后，得到二次硫化渣和二次硫化后液；

（6）吸附镍：将二次硫化后液采用镍吸附材料吸附镍离子，吸附饱和后，用硫酸进行洗

脱，得到硫酸镍洗脱液；

（7）浓缩结晶：将硫酸镍洗脱液进行浓缩结晶，得到精制硫酸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所述酸吸附树脂为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6）中，所述镍吸附材料包括二甲基吡啶胺、亚氨基二乙酸、聚胺吸附材料和阳离子交

换树脂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1）中，酸被吸附后，用水洗脱酸吸附树脂，使酸被洗脱下来，得到回收酸液返回铜系统

进行补酸使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2）中，所述一次硫化渣返回火法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一次硫化主要去除铜砷锑铋等杂质；所述步骤（3）中，所述氧

化除杂主要去除铁锰等杂质；所述步骤（5）中，所述二次硫化主要去除锌铅等杂质；所述步

骤（6）中，所述吸附后液为硫酸钠溶液。

7.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所述pH值采用碱进行调节，所述步骤（5）中，所述pH值采用氢氧化

钠或氢氧化钾进行调节。

8.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述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在通过酸吸附树脂之前，先进行过滤。

9.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2）和步骤（5）中，所述硫化剂为硫化氢、硫化钠、硫化氢钠、硫化钾和硫化

氢钾中的一种或多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铜电解液脱铜后液中，0g/L＜铜浓度≤50g/L，100g/L＜硫酸浓度≤800g/L，

1g/L＜镍浓度≤4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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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湿法冶金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尤其涉及一种

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铜电解精炼过程中，因砷锑铋等杂质的富集，需要对铜电解液进行开路，并对其

中的有价金属进行分离回收。其中，对镍开路和回收的传统方式是：将铜电解液脱铜后液进

行浓缩结晶或者冷冻结晶，制备成粗制硫酸镍。如果要制备精制硫酸镍，再将粗制硫酸镍溶

解后净化，再结晶成精制硫酸镍。

[0003] 现有很多专利文献都是通过结晶的方式制备粗制硫酸镍，但是，结晶法不仅工艺

复杂、成本高，而且镍的收率低、设备腐蚀严重。而现有精制硫酸镍的方法都是将粗制硫酸

镍结晶溶解成高浓度硫酸镍溶液后，再进行净化提纯。同时，硫酸镍溶液提纯过程中，传统

方式均会采用萃取的方式，例如，采用萃取除铜锌等和萃取排钠，或者协同萃取除锌钴等，

或者萃取除铁、铜、锌等。采用粗制硫酸镍溶解后进行净化的方式，镍浓度高，故各类除杂渣

中含镍很高，一些精制方法中除铁渣含镍近20%。可见，萃取的除杂效果好，但也存在较多缺

点，包括投资大、运行费用高，且萃取后液还需进行除油处理等。因此，开发新的铜电解液脱

铜后液精制硫酸镍的方法是有现实意义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工艺简单、镍和硫酸

的回收量大、成本低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特别是省去了脱铜后液

浓缩结晶制备粗制硫酸镍的过程和萃取净化的过程，极大地节约了成本。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酸盐分离：将铜电解液脱铜后液通过酸吸附树脂，使酸被吸附，得到脱酸硫酸镍原

液；

（2）一次硫化：将脱酸硫酸镍原液中加入硫化剂，进行一次硫化除杂，经过滤后，得到一

次硫化渣和一次硫化后液；

（3）中和除杂：将一次硫化后液的pH值调至3～5，同时加入氧化剂进行氧化除杂，经过

滤后，得除杂渣和除杂后液；

（4）除钙镁：将除杂后液加入氟化物进行除钙镁，经过滤后，得钙镁渣和除钙镁后液；

（5）二次硫化：将除钙镁后液中加入硫化剂，进行二次硫化除杂，并控制pH值在3～5之

间，经过滤后，得到二次硫化渣和二次硫化后液；

（6）吸附镍：将二次硫化后液采用镍吸附材料吸附镍离子，吸附饱和后，用硫酸进行洗

脱，得到硫酸镍洗脱液；

（7）浓缩结晶：将硫酸镍洗脱液进行浓缩结晶，得到精制硫酸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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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

酸吸附树脂为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0008]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所述

镍吸附材料包括二甲基吡啶胺、亚氨基二乙酸、聚胺吸附材料和阳离子交换树脂中的一种

或几种。

[0009]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酸被

吸附后，用水洗脱酸吸附树脂，使酸被洗脱下来，得到回收酸液返回铜系统进行补酸使用。

[0010]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

一次硫化渣返回火法系统。

[0011]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所述

一次硫化主要去除铜砷锑铋等杂质；所述步骤（3）中，所述氧化除杂主要去除铁锰等杂质；

所述步骤（5）中，所述二次硫化主要去除锌铅等杂质；所述步骤（6）中，所述吸附后液为硫酸

钠溶液。

[0012]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所述

pH值采用碱进行调节，所述步骤（5）中，所述pH值采用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进行调节。

[0013]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所述

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在通过酸吸附树脂之前，先进行过滤。

[0014]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步骤（2）和步骤

（5）中，所述硫化剂为硫化氢、硫化钠、硫化氢钠、硫化钾和硫化氢钾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5] 上述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优选的，所述铜电解液脱铜后

液中，0g/L＜铜浓度≤50g/L，100g/L＜硫酸浓度≤800g/L，1g/L＜镍浓度≤40g/L。

[0016] 本发明步骤（1）的酸盐分离中，采用酸吸附树脂进行酸和金属离子的分离，可回收

90%以上的硫酸，而回收酸中可去除85%以上的金属离子，而脱酸硫酸镍液中酸的浓度则可

降至10%以下。

[0017] 本发明步骤（6）的离子交换中，选择的树脂对镍离子的亲和力大于钴、锌、钙、镁、

钠等。用该类树脂进行镍吸附，待树脂吸附饱和后，再用硫酸进行洗脱，可得到深度净化的

硫酸镍溶液，用于进一步进行深度除杂和排钠。

[0018] 本发明步骤（3）中，优选的，所述氧化剂可采用滴加方式加入调pH值后的一次硫化

后液中，在80℃～90℃下进行搅拌反应，步骤（4）中，所述氟化反应的温度为80℃～90℃。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1、本发明的方法工艺简单直接，可省去脱铜后液浓缩结晶制备粗制硫酸镍的过程，节

约了一次浓缩结晶成本，也省去了传统硫酸镍提纯中的萃取过程，简化了工艺，总体降低了

投资费用和综合处理成本。铜电解液脱铜后液中，可开路85%以上的镍，远大于现有浓缩结

晶和冷冻结晶法的开路量。

[0020] 2、本发明的方法可回收90%以上的硫酸，可返回至铜系统，也避免了中和成本，且

综合除杂效率高、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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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

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以下实施例中所采用的材料和仪器均为市售。

[0024] 实施例1：

一种本发明的铜电解液脱铜后液制备精制硫酸镍的方法，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某铜冶炼厂铜电解液脱铜后液，成分如下表1。

[0025] 表1  铜电解液脱铜后液成分

（1）酸盐分离：将铜电解液脱铜后液经过1μm滤膜过滤后，用装有2.3L强碱性阴离子交

换树脂（酸吸附树脂）的树脂柱进行酸和金属离子的分离，使酸被吸附，得到脱酸硫酸镍原

液，然后用水洗脱酸吸附树脂，使酸被洗脱下来，得到回收酸液，用于返回铜系统进行补酸

使用。

[0026] 其中，回收酸液含酸约318g/L，含镍约1.8g/L，含砷约10.3g/L；脱酸硫酸镍原液成

分如下表2所示。

[0027] 表2  脱酸硫酸镍原液成分

（2）一次硫化：取2L脱酸硫酸镍原液于圆底烧瓶中，用硫化氢控制电位为0mV左右，经过

8h的一次硫化，除铜砷锑铋等杂质，过滤，得到一次硫化后液和一次硫化渣，一次硫化渣为

硫化铜砷锑铋渣，一次硫化渣返回火法系统，一次硫化后液的成分如表3所示。

[0028] 表3 一次硫化后液成分

（3）中和除杂（或中和沉铁）：取一次硫化后液，用石灰调节pH并稳定至4.5左右，同时滴

加过硫酸钠溶液，在80～90℃下搅拌反应3h，以氧化除铁锰等杂质，过滤，得除铁后液和铁

渣。除铁后液中含铁为0.005g/L，含锑为0.002g/L。

[0029] （4）除钙镁：在除铁后液中加入理论量1.5倍量的氟化钠，并在80～90℃下搅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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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3h，过滤，得除钙镁后液和钙镁渣。除钙镁后液中含钙为0.004g/L，含镁为0.005g/L。

[0030] （5）二次硫化：取除钙镁后液，再次用硫化氢进行二次硫化，并用液碱控制pH值在

3.5左右，以硫化除锌铅等杂质，反应4h后过滤，得二次硫化后液和硫化锌渣。二次硫化后液

中含锌为0.001g/L。

[0031] （6）镍吸附：将二次硫化后液的pH调至5～6之间，用镍吸附材料将镍离子进行吸

附，本实施例中镍吸附材料具体为亚氨基二乙酸树脂，吸附后液为硫酸钠溶液。因镍吸附过

程中，吸附材料对镍的亲和力大于钴，如果原溶液中有较高浓度的钴，此过程中钴会残留在

吸附后液中。树脂吸附饱和后，先经过清洗后，再用硫酸进行洗脱，得到硫酸镍洗脱液。硫酸

镍洗脱液含镍为46.8g/L。

[0032] （7）浓缩结晶：将硫酸镍洗脱液进行浓缩结晶，得到精制硫酸镍。

[0033] 本发明的方法直接针对铜电解液脱铜后液进行提纯，节约了一次浓缩结晶成本，

且镍收率高、提纯过程简单、省去了萃取过程，从而大幅降低了投资费用和运行成本。

[003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和技术方案的情况下，都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方法和技术内

容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做出许多可能的变动和修饰，或修改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因此，

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

修改、等同替换、等效变化及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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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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