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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高锡钨精矿中综合回

收锡钨的方法，首先加入混匀的高锡钨精矿和硫

化剂石膏到烟化炉中吹炼,通过调整炉子的风煤

比来控制炉温和气氛，吹炼过程中锡以SnS气体

的形式挥发进入含尘烟气中，高温的含尘烟气进

入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得到高品位的锡精

矿，钨则进入炉渣中，炉渣用于回收钨。本发明的

优点在于采用烟化炉硫化法优先回收锡，大幅提

高了锡的回收率，实现了钨锡的高效分离；并实

现了伴生矿中黑钨向白钨的转化，有利于后续钨

的高效提取；同时伴生的含钾矿物得以分解，通

过水洗可除去，则减轻了后续钨的提取制备APT

过程中除杂的压力；产出的石膏渣得到了循环利

用，减少了渣的排放；烟化过程中排放的含SO2烟

气经吸收制得硫酸用于后续钨的浸出剂，减少了

浸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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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高锡钨精矿中综合回收锡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加入混匀的高锡钨精

矿和硫化剂石膏到烟化炉中吹炼,通过调整炉子的风煤比来控制炉温和气氛，吹炼过程中

锡以SnS气体的形式挥发进入含尘烟气中，高温的含尘烟气进入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

得到高品位的锡精矿，钨则进入炉渣中，炉渣用于回收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锡钨精矿中含WO3质量百分比为

5％～40％，Sn的质量百分比为1％～10％,K的质量百分比为0.2％～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高锡钨精矿矿物粒度90％过100

目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硫化剂石膏的用量与矿物中钨、锡和钾含

量总和的摩尔比控制在1:1～3: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风煤比采用过剩空气系数表示，过剩空气

系数为煤中碳完全燃烧生成CO2所需的空气量与实际供入炉内的空气量的比值，控制在0.7

～0.9。

6.根据权利要求1或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吹炼温度控制在1200～1300℃，吹炼时

间为0.5～4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炉渣经破碎、磨细、水浸后再采用硫磷混酸

浸出回收钨。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炉渣破碎后的粒径控制在98％以上过

325目筛,破碎后的炉渣水浸的液固比为1:1mL/g～3:1mL/g，水浸温度为30～60℃，水浸时

间为1～4h；经水浸后炉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3:1mL/g～6:1mL/g，温度为60～90℃，

时间为2～6h，硫酸浓度50～300g/L，磷酸浓度50～300g/L。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吹炼过程中产生的含SO2的高温含尘烟气经

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进入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得到高品位的锡精矿，之后则用于制

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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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高锡钨精矿中综合回收锡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湿法冶金领域中金属钨和锡的提取，具体来说是一种从高锡钨精矿中

综合回收锡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钨在地壳中主要以钨酸盐形态富集于花岗岩接触变质带内，在许多钨矿床中或多

或少与含锡矿物共生，特别是斑岩型钨矿床-这类含钨的多金属硫化物矿石中多伴生锡石

等含锡矿物。例如，柿竹园钨多金属矿体中伴生的锡资源金属储量为46万吨，但该原矿伴生

锡的品位只有0.1-0.12％，且伴生锡的60％系胶态类锡矿物，可浮性差，综合利用难度大，

每年排往尾矿库的锡金属量达到1500吨。因此，回收钨矿中伴生的锡资源意义重大，特别是

钨资源禀赋日益变差，如何来综合回收高锡钨精矿中的锡和钨在近几年已受到许多科研人

员的广泛关注。

[0003] 现有的选矿工艺处理该类钨锡多金属矿时，锡最终进入白钨矿加温浮选的尾矿

中。该尾矿中有价金属主要为黑钨矿、锡石和少量白钨，由于黑钨和锡石受到大量药剂的干

扰，其可浮性非常差，采用浮选工艺很难实现钨锡的有效回收，且该尾矿中钨锡矿粒度非常

细，采用传统的重选设备摇床也很难达到好的回收效果。柿竹园近年通过对白钨精选尾矿

综合回收钨、锡新工艺改造，采用悬振锥面选矿机设备来回收钨锡(肖文工，谢加文，陈占

发.白钨精选尾矿综合回收钨、锡新工艺改造,中国钨业，2015,30-3)。选出的钨锡混合精矿

WO3品位为25.45％，回收率为44.83％；Sn品位为6.93％，回收率为52.32％。

[0004] 目前处理这类高锡钨精矿的研究思路是先回收钨，并保证在钨回收过程中锡尽可

能的留在渣中。专利201310386750.2报道了一种降低高锡钨精矿中锡浸出率的方法，该方

法将高锡钨精矿(WO3>20％，Sn  2～10％)在750℃下焙烧2h后，再采用高压碱浸出钨、锡。浸

出过程中加入适量石灰，在保证钨浸出率的同时，可有效降低锡浸出率，使锡在渣中得到有

效富集，获得锡质量分数超过2％的锡精矿和高浓度粗钨酸钠溶液，钨的浸出率98％以上，

锡浸出率有效控制在3～6％。何鲁华等则采用苏打氧压工艺直接浸出锡钨混合粗精矿

(WO337.52％，Sn  4.01％)，优化工艺条件为:碳酸钠加入量为化学反应理论量1.5倍，添加

剂A用量为矿量15％，浸出液固比5:1，氧分压0.5MPa，温度180℃，反应时间2h，搅拌速度

700r/min，在此条件下，钨浸出率可达99％以上，浸出渣中WO3含量为0.22％、锡含量为

8.52％(何鲁华，沈裕军等.从低品位锡钨混合粗精矿中提取钨,矿冶工程，2016，36-3)。实

际上，采用上述系列方法浸出钨时，锡不可避免的进入到钨酸钠溶液中，增加了钨锡分离的

难度(钨产品APT-0中锡含量要求极为严格，质量分数小于1ppm，需增加专门的除锡工序才

能保证APT中锡不超标)。另外，分解渣中的锡品位不高(Sn<10％)，也难以直接送入锡冶炼

工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拟换一种与上述现有工艺完全不同的思路来处理高锡钨精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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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锡钨的方法。即先回收矿物中的锡，实现钨锡的高效分离，以避免锡严重影响钨的冶炼系

统，然后再回收钨。由于高锡钨精矿中的锡品位较低，工业上通常用烟化炉来处理品位1.5

～10％的高锡冶炼渣、含锡烟尘、低品位锡矿等物料，一般采用黄铁矿作为硫化剂，通过控

制炉内气氛使锡以SnS的形式挥发，锡的挥发率一般为90～99％，渣含锡降低至0 .1～

0.3％，得到了品位在45～50％的锡精矿。若直接借鉴烟化炉法来处理高锡钨精矿，锡的高

效回收肯定没有问题，并且实现了钨锡高效分离，但是进入渣中的钨则回收难度加大。这主

要是因为烟化过程中硫化剂黄铁矿引入了大量的铁进入渣中，降低了钨的品位(WO3  20％

左右)。若采用现有的钨碱法冶炼工艺处理该低品位的钨矿，则试剂用量大幅增加到理论量

的4-6倍，渣含钨2％左右，折合浸出率约为90％，试剂成本高且回收率低。硫磷混酸法可高

效处理低品位的白钨精矿，但难以直接处理该类黑钨为主的烟化渣。为了解决提锡后的烟

化渣中钨难以高效提取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以硫酸钙(石膏)作为硫化剂的思路，目的是

在烟化炉提锡的过程同时实现黑钨转化为白钨，来紧密衔接硫磷混酸高效分解低品位白钨

矿的技术。

[0006] 石膏在1100～1300℃的碳还原性气氛下，可产出CaO和SO2，主要反应(1)为：

[0007] CaSO4+CO＝CaO+SO2+CO2    (1)

[0008] 因此，石膏既可作为含锡矿物的硫化剂，发生如下主要反应(2)～(4)：

[0009] SnO2+CO＝SnO+CO2    (2)

[0010] SnO2+2CO＝Sn+2CO2    (3)

[0011] SnO+CO＝Sn+CO2    (4)

[0012] SnO2+SO2+4CO＝SnS+4CO2    (5)

[0013] SnO+SO2+3CO＝SnS+3CO2    (6)

[0014] Sn+SO2+2CO＝SnS+2CO2    (7)

[0015] 石膏分解产出的CaO又可将黑钨矿转化为白钨，主要发生如下反应(8)～(9)：

[0016] FeWO4+CaO＝CaWO4+FeO    (8)

[0017] MnWO4+CaO＝CaWO4+MnO    (9)

[0018] 另外，石膏还可在高温下与伴生的含钾矿物反应，生成可溶性的钾盐。总体反应式

为(10)：

[0019] 2KAlSi3O8+7CaSO4+4C+O2＝

[0020] K2SO4+5CaSiO3+Ca2Al2SiO7+6SO2+4CO2   (10)

[0021] 因此，在烟化过程中伴生的钾长石也得以分解，可通过水洗炉渣的方式除去杂质

钾，减轻了后续制备APT工艺中除钾的压力(APT中K含量要求低于10ppm)。烟化过程中排放

的SO2可用于制取硫酸。

[0022] 由此可见，采用硫酸钙作为锡的硫化剂，即可实现钨锡的高效分离，烟化又同时实

现黑钨的转型和伴生钾长石矿物的分解，一举三得，然后再对含钨炉渣水洗除钾来减轻钨

冶炼系统转型除钾的压力，又紧密衔接好硫磷混酸处理白钨矿的技术。其具体技术方案是：

[0023] 一种从高锡钨精矿中综合回收锡钨的方法：首先加入混匀的高锡钨精矿和硫化剂

石膏到烟化炉中吹炼,通过调整炉子的风煤比来控制炉温和气氛，吹炼过程中锡以SnS气体

的形式挥发进入含尘烟气中，高温的含尘烟气进入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得到高品位

的锡精矿，钨则进入炉渣中，炉渣用于回收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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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所述的高锡钨精矿中含WO3质量百分比为5％～40％，Sn的质量百分比为1％～

10％，K的质量百分比为0.2％～5％。

[0025]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高锡钨精矿矿物粒度90％过100目筛。

[0026]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硫化剂石膏的用量与矿物中钨、锡和钾含量总和的摩

尔比控制在1:1～3:1。

[0027]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风煤比采用过剩空气系数表示，过剩空气系数为煤中

碳完全燃烧生成CO2所需的空气量与实际供入炉内的空气量的比值，控制在0.7～0.9。

[0028]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吹炼温度控制在1200～1300℃，吹炼时间为0.5～4h。

[0029]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炉渣经破碎、磨细、水浸后再采用硫磷混酸浸出回收

钨。

[0030]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炉渣破碎后的粒径控制在98％以上过325目筛,破碎后

的炉渣水浸的液固比为1:1mL/g～3:1mL/g，水浸温度为30～60℃，水浸时间为1～4h；经水

浸后炉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3:1mL/g～6:1mL/g，温度为60～90℃，时间为2～6h，硫

酸浓度50～300g/L，磷酸浓度50～300g/L。

[0031] 作为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的吹炼过程中产生的含SO2的高温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

回收热量后，进入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得到高品位的锡精矿，之后则用于制硫酸。

[0032]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是：

[0033] 1.可高效处理品位低的锡精矿，锡的提取率达到97％以上；

[0034] 2.烟化炉处理高锡钨精矿过程实现了黑钨向白钨的转化，炉渣采用硫磷混酸浸出

率高达99％以上；

[0035] 3.烟化炉处理高锡钨精矿过程可将含钾矿物的分解为可溶性盐，水洗便可实现与

主体金属分离；

[0036] 4.分解炉渣产出的石膏可作为硫化剂返回利用，减少了渣的排放；

[0037] 5.烟化过程中排放的含SO2烟气经吸收制得废硫酸用于后续钨的浸出剂，减少了

浸出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以下实施例旨在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进

一步限定。

[0039] 实施例1

[0040] 高锡钨精矿(含WO3  35.7％，Sn  4.2％，K  0.68％)100g，石膏用量与矿物中钨、锡

和钾含量总和的摩尔比为1.5:1。风煤比控制在0.7，吹炼温度控制在1250℃，吹炼时间2h，

锡的挥发率为98.6％，高温的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再经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

方式得到锡精矿含Sn45.2％。含钨炉渣破碎球磨粒径98％以上过325目筛，再采用水浸出，

水浸出液固比为1:1，水浸温度为50℃，水浸时间为2h，K浸出率为82.1％。水浸完成后的滤

渣采用硫酸和磷酸分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4:1，温度为80℃，时间为4h，硫酸浓度

250g/L，磷酸浓度150g/L，钨的浸出率为99.7％。

[0041] 实施例2

[0042] 高锡钨精矿(含WO3  35.7％，Sn  4.2％，K  0.68％)100g，石膏用量与矿物中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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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钾含量总和的摩尔比为1:1。风煤比控制在0.8，吹炼温度控制在1200℃，吹炼时间0.5h，

锡的挥发率为97.1％，高温的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再经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

方式得到锡精矿含Sn48.3％。含钨炉渣破碎球磨粒径98％以上过325目筛，再采用水浸出，

水浸出液固比为3:1，水浸温度为30℃，水浸时间为4h，K浸出率为80.6％。水浸完成后的滤

渣采用硫酸和磷酸分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3:1，温度为90℃，时间为2h，硫酸浓度

300g/L，磷酸浓度50g/L，钨的浸出率为99.3％。

[0043] 实施例3

[0044] 高锡钨精矿(含WO3  16.5％，Sn  8.9％，K  2.1％)100g，石膏用量与矿物中钨、锡和

钾含量总和的摩尔比为3:1。风煤比控制在0.9，吹炼温度控制在1300℃，吹炼时间4h，锡的

挥发率为99.2％，高温的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再经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

得到锡精矿含Sn46.2％。含钨炉渣破碎球磨粒径98％以上过325目筛，再采用水浸出，水浸

出液固比为1:1，水浸温度为60℃，水浸时间为1h，K浸出率为93.6％。水浸完成后的滤渣采

用硫酸和磷酸分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6:1，温度为60℃，时间为6h，硫酸浓度50g/L，

磷酸浓度300g/L，钨的浸出率为99.5％。

[0045] 实施例4

[0046] 高锡钨精矿(含WO3  16.5％，Sn  8.9％，K  2.1％)100g，石膏用量与矿物中钨、锡和

钾含量总和的摩尔比为2:1。风煤比控制在0.85，吹炼温度控制在1250℃，吹炼时间2h，锡的

挥发率为98.7％，高温的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再经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式

得到锡精矿含Sn47.4％。含钨炉渣破碎球磨粒径98％以上过325目筛，再采用水浸出，水浸

出液固比为2:1，水浸温度为40℃，水浸时间为2h，K浸出率为91.5％。水浸完成后的滤渣采

用硫酸和磷酸分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5:1，温度为80℃，时间为3h，硫酸浓度150g/

L，磷酸浓度150g/L，钨的浸出率为99.2％。

[0047] 实施例5

[0048] 高锡钨精矿(含WO3  38.8％，Sn  1.5％，K  0.8％)100g，石膏用量与矿物中钨、锡和

钾含量总和的摩尔比为1.2:1。风煤比控制在0.9，吹炼温度控制在1250℃，吹炼时间3h，锡

的挥发率为97.3％，高温的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再经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

式得到锡精矿含Sn45.8％。含钨炉渣破碎球磨粒径98％以上过325目筛，再采用水浸出，水

浸出液固比为3:1，水浸温度为30℃，水浸时间为2h，K浸出率为84.2％。水浸完成后的滤渣

采用硫酸和磷酸分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5:1，温度为70℃，时间为4h，硫酸浓度

250g/L，磷酸浓度150g/L，钨的浸出率为99.6％。

[0049] 实施例6

[0050] 高锡钨精矿(含WO3  38.8％，Sn  1.5％，K  0.8％)100g，石膏用量与矿物中钨、锡和

钾含量总和的摩尔比为1.1:1。风煤比控制在0.7，吹炼温度控制在1200℃，吹炼时间2h，锡

的挥发率为97.0％，高温的含尘烟气经余热锅炉回收热量后，再经沉降室，通过电收尘的方

式得到锡精矿含Sn46.1％。含钨炉渣破碎球磨粒径98％以上过325目筛，再采用水浸出，水

浸出液固比为2:1，水浸温度为40℃，水浸时间为3h，K浸出率为83.5％。水浸完成后的滤渣

采用硫酸和磷酸分解，硫磷混酸浸出的液固比为4:1，温度为80℃，时间为3h，硫酸浓度

250g/L，磷酸浓度200g/L，钨的浸出率为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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