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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

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涉及稀贵金属冶金技

术领域，包括如下步骤：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

烧得到的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反应得含硒碲砷

浸出液和碱浸渣；浸出液与石灰水反应得含硒碲

溶液和砷酸钙渣；碱浸渣与硫酸反应得硫酸铜和

酸浸渣；将硫酸与含硒碲溶液反应得碲酸和含硒

溶液；将酸浸渣与硝酸反应得硝酸银溶液和铅金

渣；将硝酸银与盐酸反应得氯化银和硝酸；将铅

金渣与碳酸钠溶液反应得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

将碳化渣与硝酸反应得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

物；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反应得硫酸铅和硝酸溶

液。本发明目的是解决现有从铜阳极泥中回收金

属方法存在成本高、回收金属单一、综合回收效

果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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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拌反

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碱浸

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硒碲

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将所述铅金渣与碳

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焙烧，焙烧温度为250～350

℃，料层厚度为5-25mm，焙烧时间为2-5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10％-30％，氢氧化钠

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3:1-6: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温度为60

～9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10％-35％，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65

～9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硫酸的浓度为5-2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3:1-7:1，碱浸渣

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30～6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pH值控制在4-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1.0-2.0倍，所述硝

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3:1-7:1，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30～6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盐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05-1.10倍，所

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4:1-7: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60～9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5中，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

渣的液固比3:1-7:1，硝酸与碳化渣的反应温度为45～55℃。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6中，所述硫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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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稀贵金属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

银及富集金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铜阳极泥是铜电解精炼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产率约占精炼铜产量的0 .2％-

0.8％左右，铜阳极泥中富含大量的金、银、硒、碲、锑、铋、铂族等稀有元素和贵金属，是提取

贵金属的重要原料。

[0003] 铜阳极泥的物料组成比较复杂，各种金属存在的形态多种多样，如：铜阳极泥中金

属铜以Cu2S、Cu2Se、Cu2Te形成存在，银主要以Ag、Ag2Se、Ag2Te及AgCl、AgO等形式存在，金一

般以游离态存在，也有与碲结合的。目前有关铜阳极泥中金属回收的方法研究很多。

[0004] 刘永平等人公开了一种铜阳极泥中铜、砷、碲的提取方法(申请公布号：

201910360774.8)，步骤如下：具体包括步骤：在铜阳极泥中加入浓硫酸，控制反应硫酸浓度

和反应时间，铜、砷得到有效浸出，得到浸铜液和浸铜渣，浸铜液进入铜电解净液系统回收

铜、砷；将浸铜渣按液固比加入氢氧化钠溶液中，控制反应温度和搅拌时间，过滤，得到金银

富集物和碱浸液，金银富集物再制取金银产品；维持反应温度，向碱浸液中缓慢加入稀硫

酸，控制反应终点pH值，静置澄清，过滤得到碲富集物和含砷液，含砷液送砷生产线制取砷

产品。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能够综合回收铜阳极泥中铜、砷、碲，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0005] 黄 绍 用等人发明 了一 种从 铜阳极 泥中 提取 碲的 方法 (申 请公 布号 ：

201811058609.9)，其步骤包括通过选择性还原使复杂溶液的碲保留在溶液中，然后再以还

原法方式回收溶液的碲。本发明的优点和产生的积极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从阳极泥中提

取碲的方法以从铜阳极泥硫酸化焙烧产出的焙砂为原料，经低浓度硫酸浸出分离铜和部分

银后，碲富集于分铜渣中；然后，直接从分铜渣氯化浸出液中分别回收金、铂钯和碲。克服了

含有高浓度碲的复杂多金属溶液中碲与贵金属分离的技术难题，在依次优先还原金、铂钯

的过程中碲保留在溶液中，然后再利用现有技术来还原回收溶液的碲，选择性分离效果好，

金属回收率高。过程简单，成本低，易于实现工业化。

[0006] 蒋文龙等人发明一种铜阳极泥分离回收硒和碲的方法 (申请公布号 ：

201811353615 .7)。对铜阳极泥进行分段处理，先对铜阳极泥进行硫酸化焙烧，得到SeO2、

SO2、SO3等的混合气体和焙砂，将得到混合气体吸收还原干燥得到粗硒，再将粗硒放入真空

蒸馏炉中，提纯得到精硒；将硫酸化焙烧得到的焙砂进行氧压酸浸，从而得到含铜、碲的浸

出液和脱硒、铜、碲的铅阳极泥；对含铜、碲的浸出液进行铜粉还原处理，反应后得到铜碲渣

和硫酸铜溶液，以便对铜和碲的回收；将脱硒、铜的铅阳极泥进行还原熔炼，得到贵铅合金，

将贵铅合金放入连续式真空蒸馏炉中，使易挥发的铅、铋进入挥发相，从而回收高品位的

铅，而金、银、铜、锑、砷等难挥发的金属保留在残留物中，形成合金，便于后续贵金属的回

收。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能得到纯度为99.9～99.99％的精硒，硫酸铜溶液、铜碲渣、铅铋合

金、银锑金铜砷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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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李栋等人在发明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富集有价金属的方法(申请公布号：

201510556294.0)。包括以下步骤：(1)将铜阳极泥与熔炼剂混合均匀置于350～700℃温度

下熔炼，得到熔炼产物；(2)将所述熔炼产物破碎后水浸，得到碱性浸出渣和碱性浸出液，从

碱性浸出液中回收硒、砷；(3)在所述碱性浸出渣中加入酸、氯化钠并通入臭氧进行臭氧强

化酸浸，得到酸性浸出渣和酸性浸出液；从酸性浸出液中回收铜、碲，从酸性浸出渣中回收

铅、锑和贵金属。本发明的工艺硒砷脱除率高、各有价金属走向更加合理且集中、贵金属富

集比高、各元素的直收率高、综合回收效益好，避免了铜阳极泥在传统工艺中碲、砷分散严

重的问题，且操作安全；劳动强度低、处理时间短、操作环境好等优点。

[0008] 王学文等人发明一种铜阳极泥分离回收硒和碲的方法 (申请公布号 ：

201610910411.3)。对铜阳极泥或铜阳极泥经脱铜预处理后的脱铜阳极泥进行苏打烧结，烧

结后的物料加水浸出，过滤得富硒浸出液和富碲浸出渣；对富硒浸出液分离回收碳酸钠后，

再用亚硫酸钠或SO2还原回收富硒浸出液或滤液中的硒，过滤得粗硒粉，粗硒粉进一步精炼

得金属硒；富碲浸出渣经硫酸溶液浸出后，过滤得酸浸液和酸浸渣；酸浸液经氯化分银后，

用亚硫酸钠或SO2还原沉淀其中的碲，过滤得粗碲粉，粗碲粉进一步精炼得金属碲。通过本

发明工艺的整体重新设计，各个步骤间的相互配合，因而可以使铜阳极泥中硒和碲的分离

回收工艺路线得到极大的简化，大大减轻了铜阳极泥加工过程的环保压力，也符合我国节

能减排技术改造的发展趋势。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操作简便，生产成本低，硒和碲的回收

率高，作业环境好等优点，适于工业化应用。

[0009] 叶龙刚等人公开了一种从铜阳极泥中氢化提取硒和除杂的方法(申请公布号：

CN103526033A)。该方法以含硒阳极泥为原料，细磨后加入沸腾氢化炉中、鼓入氢气在500～

700℃的温度范围内进行沸腾氢化和还原，使硒以硒化氢的形式挥发进入烟气，同时阳极泥

中砷、锑、铋的酸盐被还原分解而氢化和挥发一道进入烟气，使铜阳极泥得到除杂净化。所

述烟气经低温冷凝和高温分解后分离砷锑铋和硒，并使硒直接以单质形态产出，最终尾气

经低碱吸收后返回沸腾氢化过程，氢化渣主要为金属铜，可送往电解提铜。本发明方法具有

高效、短流程、零试剂使用的特点，实现铜阳极泥短流程清洁提取硒和净化除杂。

[0010] 刘伟锋发明了一种铜阳极泥控电位分离并富集碲的方法(申请公布号：

201710728020.4)，铜阳极泥与浓硫酸按一定比例搅拌混合后在不同温度梯度下焙烧，焙砂

球磨至要求粒度后在稀硫酸溶液中采用控电位方式加入双氧水氧化浸出，分铜液采用控电

位方式加入铜粉置换，使碲富集于置换渣中，置换后液电积回收铜后返回利用。本发明的实

质是采用控电位方式分别实现了氧化浸出和铜粉置换两个过程可调可控的目的，控电位氧

化浸出过程铜和碲的浸出率达到99.0％和80.0％以上，控电位铜粉置换过程碲的置换率达

到99.0％以上。本发明具有工艺过程技术指标稳定、劳动强度小和生产成本低等优点。

[0011] 刘永平等人发明一种铜阳极泥中有价金属的提取方法(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910362582.0)，包括步骤：将铜阳极泥按液固比加入氢氧化钠溶液中，控制反应温度和

时间，砷有效浸出，得到浸砷液和浸砷渣；浸砷渣按液固比加入硫酸溶液中，通入空气，控制

反应氧化电位和反应温度，搅拌，过滤，得到浸铜液和浸铜渣；将盐酸、硫酸、氯化钠加入到

浸铜渣中，控制反应酸度和反应时间，得到氯化液和金银富集物；维持反应温度，氯化液加

入稀碱中和，控制反应氧化电位，得到一次中和液和锑富集物。维持反应温度，将稀碱加入

一次中和液中，控制反应氧化电位，得到中和后液和铋富集物。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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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铜、锑、铋的有效回收。

[0012] 刘秉国等人公开了一种微波硫酸化焙烧回收铜阳极泥中硒的方法(发明专利申请

号：201810202991.X)，将铜阳极泥进行干燥细磨得到铜阳极泥粉；在搅拌条件下，将浓硫酸

加入到铜阳极泥粉中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浆体；将混合浆体置于微波管式炉中，通入空气，在

温度为350～650℃条件下进行微波焙烧1.5～3h得到焙烧渣和含硒尾气，含硒尾气经蒸馏

水A-NaOH溶液-蒸馏水B三级处理后排空，硒富集到蒸馏水A中。本方法采用微波硫酸化焙烧

的方法，具有效率高，操作简单快捷，处理时间短，降低能耗和酸耗，生产成本低，有利于铜

阳极泥中硒的工业化应用。

[0013] 赵向民 等人公开了一 种全湿法处理 铜阳极 泥的 方法 (发明 专 利号 ：

201210561006.7)，该方法采用氯盐介质高温加压浸出，直接分离出铜、锑、铋、碲、锡等有价

金属；加压浸出液再分段回收碲、锑、锡、铋、铜等。另一特点是采用选择性萃取法分离氯化

金硒液中金并从金萃余液中回收硒。避免污染严重、投资大的硫酸化焙烧。传统湿法或(火

法工艺)铜阳极泥需首先进行硫酸化焙烧。金属分离回收率高。传统工艺碲、锑、锡、铋分离

效果均不理想，本工艺可在单工序内解决以上金属浸出问题，再在浸出液中分别回收以上

金属。金属回收率在90-99％。简化了分铜、分碲作业，较好地优化了作业流程。

[0014] 但上述方案多存在成本高、回收金属单一、综合回收效果差、回收率低、回收过程

存在环境污染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15] 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以解决

现有从铜阳极泥中回收金属的方法存在成本高、回收金属单一、综合回收效果差、回收率

低、回收过程存在环境污染等问题。

[001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17]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

[0019]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

[0020]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

[0021]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将所述铅金渣

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

[0022]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

[0023]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

[0024] 进一步地，步骤S1中，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焙烧，焙烧温度

为250～350℃，料层厚度为5-25mm，焙烧时间为2-5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10％-

30％，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3:1-6: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

反应温度为6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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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地，步骤S2中，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10％-35％，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的反

应温度为65～95℃。

[0026] 进一步地，步骤S2中，所述硫酸的浓度为5-2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3:1-

7:1，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30～65℃。

[0027] 进一步地，步骤S3中，所述pH值控制在4-6。

[0028] 进一步地，步骤S3中，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1.0-2.0

倍，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3:1-7:1，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30～65℃。

[0029] 进一步地，步骤S4中，所述盐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

[0030] 进一步地，步骤S4中，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05-

1.10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4:1-7: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60

～95℃。

[0031] 进一步地，步骤S5中，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

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3:1-7:1，硝酸与碳化渣的反应温度为45～55℃。

[0032] 进一步地，步骤S6中，所述硫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

[0033]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34] 本发明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适于产业化应用，不

受规模限制，其优点主要在于：

[0035] (1)低温静态氧化焙烧，节能显著，可避免传统高温焙烧生成碲酸铜造成氢氧化钠

难于浸出碲的问题。

[0036] (2)酸浸渣加碳酸钠反应，使难溶于酸碱的硫酸铅转化为碳酸铅，便于硝酸浸出，

提高金富集倍数。

[0037] (3)加盐酸沉银和加硫酸沉铅，实现了硝酸的循环使用，降低处理成本，减排效应

显著。

[0038] (4)本发明的方法实现了金属梯级分离，避免了王水、氯化浸出等形成阳极泥中金

属全溶造成分离困难等问题。

[0039] (5)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均大于98％、金富集比大于50倍，其它金属得到

有效分离及回收，摒弃了火法熔炼造成除金银外的其它有价金属分散和烟气治理费用高等

问题，适于产业化应用。

附图说明

[004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

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

仅是示例性的，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引伸获得其它的实施附图。

[0041] 本说明书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

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

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本发明所能产生的功

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能涵盖的范围内。

[004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7提供的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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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4] 实施例1-7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的工艺流程图如

图1所示。

[0045] 实施例1

[0046]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7]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焙烧，焙烧温度为300℃，料层厚度为10mm，焙烧时间为4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20％，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5: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

温度为75℃。

[0048]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15％，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70℃。所述硫酸的浓度为20％，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5: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55℃。

[0049]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5。所

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6:1，硝酸与酸

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050]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10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7: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65℃。

[0051]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5: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45℃。

[0052]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053]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9.0％和98.6％、金富集比为56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054] 实施例2

[0055]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6]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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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烧，焙烧温度为250℃，料层厚度为10mm，焙烧时间为3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15％，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4: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

温度为80℃。

[0057]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25％，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85℃。所述硫酸的浓度为1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4: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55℃。

[0058]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5.5。

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4:1，

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059]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05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5: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75℃。

[0060]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4: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55℃。

[0061]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062]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8.5％和98.8％、金富集比为60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063] 实施例3

[0064]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5]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焙烧，焙烧温度为250℃，料层厚度为25mm，焙烧时间为4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25％，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4: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

温度为70℃。

[0066]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25％，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75℃。所述硫酸的浓度为1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4: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45℃。

[0067]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5.0。

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4:1，

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068]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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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10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4: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65℃。

[0069]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4: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45℃。

[0070]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071]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8.6％和98.2％、金富集比为74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072] 实施例4

[0073]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4]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焙烧，焙烧温度为350℃，料层厚度为20mm，焙烧时间为4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15％，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4: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

温度为80℃。

[0075]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25％，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65℃。所述硫酸的浓度为2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4: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55℃。

[0076]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5.0。

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6:1，

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077]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05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5: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65℃。

[0078]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4: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55℃。

[0079]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080]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9.1％和98.3％、金富集比为68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081] 实施例5

[0082]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3]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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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烧，焙烧温度为350℃，料层厚度为15mm，焙烧时间为4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25％，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4: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

温度为80℃。

[0084]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25％，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85℃。所述硫酸的浓度为2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4: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55℃。

[0085]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5.4。

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5:1，

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086]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05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5: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65℃。

[0087]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4: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55℃。

[0088]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089]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9.4％和98.7％、金富集比为70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090] 实施例6

[0091]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92]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焙烧，焙烧温度为250℃，料层厚度为5mm，焙烧时间为4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15％，

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6: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温度

为80℃。

[0093]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20％，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70℃。所述硫酸的浓度为2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6: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45℃。

[0094]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6.0。

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3:1，硝酸与

酸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095]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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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05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6: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75℃。

[0096]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4: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50℃。

[0097]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098]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9.2％和98.5％、金富集比为75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099] 实施例7

[0100] 一种从铜阳极泥中分离硒碲砷铜铅银及富集金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101] S1、先将铜阳极泥低温氧化焙烧得焙烧产物，将所述焙烧产物与氢氧化钠溶液搅

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砷浸出液和碱浸渣；所述低温氧化焙烧的条件为：在空气条件下

焙烧，焙烧温度为300℃，料层厚度为20mm，焙烧时间为4h；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25％，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液固比为5:1，氢氧化钠溶液与所述焙烧产物的反应

温度为60℃。

[0102] S2、将所述浸出液与石灰水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含硒碲溶液和砷酸钙渣；将所述

碱浸渣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铜和酸浸渣；所述石灰水的浓度为25％，所述浸出

液与石灰水的反应温度为85℃。所述硫酸的浓度为15％，所述硫酸与碱浸渣的液固比4:1，

碱浸渣与硫酸的反应温度为65℃。

[0103] S3、加硫酸调节所述含硒碲溶液的pH值使碲形成碲酸沉淀，过滤得含硒溶液，实现

硒碲分离；将所述酸浸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银溶液和铅金渣；所述pH值控制在5.0。

所述硝酸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酸浸渣的液固比4:1，

硝酸与酸浸渣的反应温度45℃。

[0104] S4、将所述硝酸银溶液与盐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氯化银和硝酸,硝酸返回使用；

将所述铅金渣与碳酸钠溶液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碳化渣和硫酸钠溶液；所述盐酸的摩尔用

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银摩尔总量。所述碳酸钠的摩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1.10

倍，所述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液固比5:1，碳酸钠溶液与铅金渣的反应温度为75℃。

[0105] S5、将所述碳化渣与硝酸搅拌反应得到硝酸铅溶液和含金富集物；所述硝酸的摩

尔用量为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的2倍，所述硝酸与碳化渣的液固比4:1，硝酸与碳化渣的

反应温度为55℃。

[0106] S6、将硝酸铅溶液与硫酸搅拌反应后过滤得到硫酸铅和硝酸溶液。所述硫酸的摩

尔用量等于铜阳极泥中铅摩尔总量，得到的硝酸溶液回收再利用。

[0107] 本发明中全流程金和银回收率分别为99.3％和98.2％、金富集比为80倍，其它金

属得到有效分离及回收。

[0108]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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