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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

气回收利用的方法，电解产生的尾气经除尘设备

处理后，导入吸收剂为碳酸氢锂的喷淋吸收塔进

行化学吸收，经过化学吸收后主要成份为二氧化

碳的废气直接导入碳酸锂料液池，使碳酸锂转化

成溶解度大的碳酸氢锂后，注入喷淋吸收塔中作

为喷淋液循环使用，继续捕获含氟气体中的氟离

子；喷淋吸收产生的新物质经固液分离、水洗、干

燥、高温脱水处理后得到稀土电解用氟化锂。本

发明先分离稀土粉尘与含氟尾气，并利用碳酸氢

锂作为氟离子的捕捉剂，综合收率可以达到

84.50％，体系到反应完全平衡后综合收率96％

以上；经吸收后废气中的二氧化碳作为原料直接

通入碳酸锂料液池中循环制造出碳酸氢锂吸收

剂，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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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利用集气装置对于稀土电解过程中产生的尾气进行收集，收集的尾气经由利

用风机产生负压的集气管道进入布袋式除尘器或烧结板除尘器中进行稀土粉尘与废气的

初步分离，分离出的稀土粉尘用容器进行盛装回收，剩余的含氟气体进入下一步骤；

步骤二：将含氟气体通入吸收剂为碳酸氢锂的喷淋吸收塔中进行化学吸收，经化学吸

收后，碳酸氢锂与含氟气体中的氟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反应按如下化学式一进行：

LiHCO3+HF→LiF+H2O+CO2；

生成的氟化锂溶液收集进入循环水池中，在收集过程中测试循环水池的p  H值，并向循

环水池中加入氢氧化锂溶液调节PH值至3，然后通过循环水池侧壁上设置的水位控制阀缓

慢放出上清液，放出上清液后对循环水池中余下的溶液进行多次固液分离和水洗，至水洗

液的p  H达到6-7时收集沉淀，对沉淀进行初步干燥脱水处理，干燥温度105-110℃，干燥时

间3-7小时；然后在420-450℃烘干3-10小时，得到成品氟化锂，其中水洗液导入循环水池中

重复利用；

步骤三：将经喷淋吸收塔化学吸收后的废气直接导入碳酸锂料液池中，其中废气中和

经化学式一反应后得到的二氧化碳与碳酸锂料液池中的碳酸锂反应，使碳酸锂转化成溶解

度大的碳酸氢锂，化学反应式如下：

Li2CO3+H2O+CO2→2LiHCO3，

将转化得到的碳酸氢锂溶液注入喷淋吸收塔中作为喷淋液循环使用，继续捕获含氟气

体中的氟离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二中喷淋吸收塔吸收剂的形成方式是：预先向喷淋吸收塔循环水中加入固态碳酸锂使

其溶解，通入含氟气体后，其中的二氧化碳使碳酸锂转化形成碳酸氢锂吸收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碳酸锂的投入量占形成的碳酸氢锂吸收剂的质量分数为5-20wt％。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碳酸锂的投入量占形成的碳酸氢锂吸收剂的质量分数为7-15wt％。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喷淋吸收塔设为五级，含氟气体从一级喷淋进入，至最后一级喷淋塔后导入碳酸锂料液池。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二中干燥温度110℃，干燥时间3-7小时；然后在450℃烘干7-1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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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属于环境保护及资源

回收再利用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稀土金属的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和少量含氟气体。目

前，我国稀土金属冶炼企业处理废气的方法主要有干法和湿法两种工艺。

[0003] 干法处理工艺为：稀土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先经过捕捉收集，再经过重力

沉降、旋风除尘、布袋除尘等去除废气中的稀土粉尘后，使用氧化钙或氢氧化钙与废气中的

氟离子反应生产氟化钙，实现除尘、除氟，达到环保排放要求。此工艺能回收大部分的稀土

粉尘，处理工艺相对简单，无需二次处理，但会造成氟资源的浪费，如申请号为02114820.1

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从氟化体系熔盐电解稀土金属废气中除氟除尘的方法，其采用

向电解产生的废气中通入氨气，促使氟生产氟化氨细小颗粒后与粉尘一起沉降、过滤处理，

废气达标后排放，此种干法处理工艺直接造成了氟资源的浪费。

[0004] 湿法处理工艺为：稀土金属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后，直接进入喷淋塔进

行除尘、除氟，一级喷淋废气中粉尘及氟离子浓度较高，需经过两级以上喷淋才能达到排放

要求，使用6％的氢氧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溶液捕捉负离子，与氟离子反应生成氟化钠。

氟化钠容易结晶浓度不宜过高，且属于危险废物，需要用氧化钙或氢氧化钙二次处理，使用

氢氧化钙与氟化钠反应生成氟化钙与氢氧化钠，氟化钙沉淀经沉淀、过滤去除，上清液氢氧

化钠溶液进入喷淋塔使用。此工艺得到的稀土粉尘中含有一定的氟化钠，不能直接使用，并

且该粉尘加工氧化稀土处理工艺复杂，增加了处理废气过程的环保压力；同时由于氟化钠

易结晶，容易造成喷淋塔堵塞，设备维护保养难度大，且生成的氟化钠存在二次污染的可

能，需要用氧化钙或氢氧化钙二次处理，工艺繁杂，效率低。

[0005] 综上，稀土金属冶炼废气的干法处理工艺和湿法处理工艺都是利用碱性物质脱

氟，其最终虽然都可以生成无害物质，然而产出的氟化物利用价值不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氟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处理过程简单安全、可

以降低处理成本，且不会对设备造成损害，处理后得到的物质能够被循环利用的氟化物体

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

利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8] 步骤一：利用集气装置对于稀土电解过程中产生的尾气进行收集，收集的尾气经

由利用风机产生负压的集气管道进入布袋式除尘器或烧结板除尘器中进行稀土粉尘与废

气的初步分离，分离出的稀土粉尘用容器进行盛装回收，剩余的含氟气体进入下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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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步骤二：将含氟气体通入吸收剂为碳酸氢锂的喷淋吸收塔中进行化学吸收，经化

学吸收后，碳酸氢锂与含氟气体中的氟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反应按如下的化学式一进行：

[0010] LiHCO3+HF→LiF+H2O+CO2；

[0011] 生成的氟化锂溶液被收集进入循环水池中，在收集过程中测试循环水池的PH值，

并向循环水池中加入氢氧化锂溶液调节PH值至3，然后通过循环水池侧壁上设置的水位控

制阀缓慢放出上清液，放出上清液后对循环水池中余下的溶液进行多次固液分离和水洗，

至水洗液的PH达到6-7时收集沉淀，对沉淀进行初步干燥脱水处理，干燥温度105-110℃，干

燥时间3-7小时；然后在420-450℃烘干3-10小时，得到成品氟化锂，其中水洗液导入循环水

池中重复利用；

[0012] 步骤三：将经喷淋吸收塔化学吸收后的废气直接导入碳酸锂料液池中，其中废气

中和经化学式一反应后得到的二氧化碳与碳酸锂料液池中的碳酸锂反应，使碳酸锂转化成

溶解度大的碳酸氢锂，化学反应式如下：

[0013] Li2CO3+H2O+CO2→2LiHCO3，

[0014] 将转化得到的碳酸氢锂溶液注入喷淋吸收塔中作为喷淋液循环使用，继续捕获含

氟气体中的氟离子。

[0015] 本发明的喷淋吸收塔在使用时可以直接向其中投入碳酸氢锂作为吸收剂，作为本

发明的一个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二中喷淋吸收塔吸收剂的形成方式是：预先向喷淋吸收

塔循环水中加入固态碳酸锂使其溶解，通入含氟气体后，其中的二氧化碳使碳酸锂转化形

成碳酸氢锂吸收剂。采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含氟气体中的二氧化碳，促进温

室气体的减排。

[0016] 优选的，上述方案中所述碳酸锂的投入量占形成的碳酸氢锂吸收剂的质量分数为

5-20wt％。

[0017] 更优选的，所述碳酸锂的投入量占形成的碳酸氢锂吸收剂的质量分数为7-

15wt％。

[0018] 喷淋吸收塔一般设置为2-5级，为了保证化学反应的充分进行，本发明的喷淋吸收

塔设为五级，含氟气体从一级喷淋进入，至最后一级喷淋塔后达标导入碳酸锂料液池。

[0019]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个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二中干燥温度110℃，干燥时间3-7小

时；然后在450℃烘干7-10小时。采用上述参数最终氟化锂的综合收率可达98.50％以上。

[0020]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优势：

[0021] (1)本发明在电解尾气处理过程中，使用布袋除尘或板式除尘分离稀土粉尘与含

氟废气，并利用碳酸氢锂作为氟离子的捕捉剂，碳酸氢锂溶解度大，保证了对氟离子具有更

好的吸附效果，经检测回收的LiF纯度达到了99.0％，得到的氟化锂能够再次被工业电解使

用，充分回收利用了氟资源，避免了氟资源的浪费和直接排放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经吸收后

废气中和化学反应式一生成的二氧化碳直接作为原料通入碳酸锂料液池中循环制造出碳

酸氢锂吸收剂，大大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节省了原料成本，经检测，基本实现了二氧化

碳的零排放、对温室效应的控制改善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处理过程中的水洗液导入循环水

池中也可以重复利用，节约了水资源；

[0022] (2)本发明操作过程相对简单、对设备的要求不高，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经30天

的化学吸收后，综合收率可以达到84.50％，体系到反应完全平衡后综合收率在96％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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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处理过程无二次污染、不会产生有害物质，从而不会损坏处理设备，实现了稀土粉尘和工

业用氟化锂的回收利用，可为企业环保建设增添动力，同时循环过程中的二氧化碳直接作

为反应原料、为二氧化碳的减排作出了较大贡献，应用到工业生产中能够获得经济效益与

环保治理的双赢。

附图说明

[0023]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氟化物体系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6] 步骤一：利用集气装置对于稀土电解过程中产生的尾气进行收集，收集的尾气经

由利用风机产生负压的集气管道进入布袋式除尘器或烧结板除尘器中实现稀土粉尘与废

气的分离，分离出的稀土粉尘用容器进行盛装回收，剩余的含氟气体进入下一步骤；

[0027] 步骤二：将含氟气体通入吸收剂为碳酸氢锂的喷淋吸收塔中进行化学吸收，经化

学吸收后，碳酸氢锂与含氟气体中的氟离子发生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式如下：

[0028] LiHCO3+HF→LiF+H2O+CO2；

[0029] 生成的氟化锂溶液被收集进入循环水池中，在收集过程中测试循环水池的PH值，

并向循环水池中加入氢氧化锂溶液调节PH值至3，然后通过循环水池侧壁上设置的水位控

制阀缓慢放出上清液，放出上清液后对循环水池中余下的溶液进行多次固液分离和水洗，

至水洗液的PH达到6-7时收集沉淀，对沉淀进行初步干燥脱水处理，干燥温度105-110℃，干

燥时间3-7小时；然后在420-450℃烘干3-10小时，得到成品氟化锂，氟化锂可以继续作稀土

电解用，其中水洗液导入循环水池中重复利用；

[0030] 步骤三：将经喷淋吸收塔化学吸收后的废气直接导入碳酸锂料液池中，其中的二

氧化碳与碳酸锂料液池中的碳酸锂反应，使碳酸锂转化成溶解度大的碳酸氢锂，化学反应

式如下：

[0031] Li2CO3+H2O+CO2→2LiHCO3，

[0032] 将转化得到的碳酸氢锂注入喷淋吸收塔中作为喷淋液循环使用，继续捕获含氟气

体中的氟离子形成氟化锂，相较于碳酸锂，碳酸氢锂溶解度更大，对氟离子的吸收效果更

佳。

[0033] 以下为利用本发明的方法进行电解稀土废气回收利用的一些生产实施例：

[0034] 实施例1

[0035] 从5月8号开始投入1#号循环吸收塔100公斤碳酸锂，5月21号第二次加入50公斤，5

月27号收集氟化锂，将氟化锂溶液放入循环水池中，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液分离、水

洗3次后PH至6.5，110℃干燥3小时，在450℃高温脱水3小时后，得到50.36公斤氟化锂，计算

的7天综合收率41.67％(只计算单次加入碳酸锂的收率，含氢氧化锂，下同)，对得到的氟化

锂进行检测，其中的成分如表1所示；

[0036] 表1氟化锂成分分析

[0037]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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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 99.0

Na+K 0.03

Fe 0.008

SO42- 0.01

H2O 0.07

Ca 0.050

Cl- 0.01

[0038] 实施例2

[0039] 5月27号加入碳酸锂200公斤，6月26号回收氟化锂，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液

分离、水洗4次后PH至7，110℃干燥5小时，在420℃高温脱水9小时后，得到130.28公斤氟化

锂，综合收率84.50％；

[0040] 实施例3

[0041] 6月26日投入200公斤碳酸锂，7月25日收集氟化锂，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液

分离、水洗3次后PH至6.5，105℃干燥7小时，在430℃高温脱水7小时后，得到147.28公斤氟

化锂，综合收率96.04％；

[0042] 实施例4

[0043] 7月25日投入200公斤碳酸锂，8月24日收集氟化锂，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液

分离、水洗5次后PH至7，108℃干燥6小时，在440℃高温脱水7小时后，得到151.06公斤氟化

锂，综合收率98.50％；

[0044] 实施例5

[0045] 8月24日投入200公斤碳酸锂，9月23日收集氟化锂，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液

分离、水洗4次后PH至6.5，110℃干燥7小时，在450℃高温脱水7小时后，得到152.77公斤氟

化锂，综合收率99.62％；

[0046] 实施例6

[0047] 9月23日投入200公斤碳酸锂，10月22日收集氟化锂，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

液分离、水洗4次后PH至7，110℃干燥5小时，在450℃高温脱水9小时后，得到153.68公斤氟

化锂，综合收率100.21％。

[0048] 实施例7

[0049] 10月22日投入200公斤碳酸锂，11月21日收集氟化锂，经过氢氧化锂调节PH至3，固

液分离、水洗5次后PH至7，110℃干燥3小时，在450℃高温脱水10小时后，得到152.08公斤氟

化锂，综合收率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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