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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金属冶炼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运

用氨法电锌工艺从锌灰(渣)中生产工业化生产

高纯锌的工艺，包括配料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

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电解工序和熔铸工

序，本工艺具有原料来源广泛、工艺流程较简单、

容易控制、电耗低、能耗低、产品质量好、产品质

量稳定、绿色环保无废水排放的特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6页

CN 105586496 B

2019.01.01

CN
 1
05
58
64
96
 B



1.一种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配料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含锌

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和电解工序；

步骤1)、配料工序：将重量份数为1000份含氧化锌或氯化锌质量分数不低于20％的原

料投入到装有质量分数为20％-30％的碳酸氢铵溶液的配液罐中，所投原料重量与碳酸氢

铵溶液体积的比为1000kg：7m3，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搅拌配液罐中的液体至固

体原料完全溶解，用过滤机过滤配液罐中的液体，滤除溶液中的杂质，将滤液打入第一净化

罐中；

步骤2)、过滤液净化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包括一次净化、二次净化和三次净化；

一次净化：在第一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10份-20份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

25—40分钟，然后将第一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二次净

化工序的第二净化罐内；

二次净化：在第二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10份-20份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

25—40分钟，然后将第二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三次净

化工序的第三净化罐内；

三次净化：在第三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10份-20份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

25—40分钟，然后将第三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结晶罐

内；

步骤3)、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在结晶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5000份的碳酸氢

铵，搅拌至全部溶解并析出含锌晶体颗粒，待结晶罐内结晶完毕后，将结晶罐内的混合物导

入离心机中进行固液分离，从而得到粉末状含锌结晶体；

步骤4)、电解工序：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然后将电解液通过旋流电解装

置电解得到电解锌板；

步骤1)中所述过滤机过滤的压力为0.6MPa，步骤2)中所述一次净化、二次净化、三次净

化过程中压滤机滤除杂质的压力分别为0.6MPa、1MPa、2MPa。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步骤5)熔铸工

序：将电解锌板熔铸得到锌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用30分钟将

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机为板框过

滤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将粉末状含

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使电解液的锌浓度为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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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冶炼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运用氨法电锌工艺从锌灰（渣）中工业化

生产高纯锌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锌是有色金属使用比较广泛的金属之一，随着工业的不断进步发展，对金属

锌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对高质量的金属锌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市场的需求量已

超过400万吨/年。目前采用传统工艺生产出来的金属锌受制于工艺的特点还不能突破5N高

纯锌的质量标准，非传统的工艺生产成本又过高，所以目前市场上大规模生产5N的高纯锌 

还是空白。

[0003] 5N高纯锌是基于0#锌与6N高纯锌的之间的一个产品。目前能生产5N高纯锌的是采

用非传统的生产工艺，生产成本高于目前高质量锌锭不低于30~50%。基于5N高纯锌锭的用

途，决定了它的市场价格难高于目前高质量锌锭的20%，所以几乎没有生产。要么就是生产

6N高纯锌锭，但目前传统的6N高纯锌锭的生产工艺很难实现大工业生产，而且生产成本奇

高，几乎是0#锌锭的十倍左右，但目前的售价可达30~40万元/吨，价格的奇高这也限制是6N

高纯锌在很多领域的应用。

[0004] 目前锌冶炼都是采用ZnSO4-H2SO4溶液体系电积，该工艺流程长，除杂过程十分麻

烦，不适合含铁、钙高的锌原料处理，因耗酸量大，除铁过程复杂，锌回收率低；在处理含氟

氯的锌原料时、需脱氟氯；传统的酸法电锌工艺技术目前发展已非常娴熟，在节能节能减耗

及降低生产成本上已没有太多的空间了，降低成本只有依赖于规模的扩大及自动化程度上

来降低人工及管理费用上的成本。

[0005] 氨法工艺是目前这几年刚兴起的一项电锌工艺技术，由于其具有不需除氟氯，节

能降耗、绿色环保的特点，随着众多技术工作者的努力，使得氨法电锌工艺的发展越来越成

熟。目前国内已有两家工业规模的企业再生产运行。

[0006] 在国内以中南大学为首的第一代氨法电锌工艺率先应用于工业化的中试中，但从

中试的运行过程中发现其工艺在工业化生产中虽然在某些指标如在降低电耗、降低能耗、

产品质量稳定（0#锌）方面比酸法着一定的优势，但对于工业化生产也有着非常多的关键性

的缺陷：1.运行环境恶劣，2.生产成本过高，氨耗过大、电解添加剂成本高达2000元/吨锌。

综合指标还是无法代替传统的酸法电锌工艺。

[0007] 以湖南子廷有色为代表的第二代氨法电锌工艺成功应用于工业化大生产中，运行

规模为5000吨/a.从2年多的运行中其工艺的各种综合指标在与第一代氨法电锌比较：1.电

耗一样；2.氨耗明显降低约1/3；3.电解添加剂大大降低，仅为第一代的1/8左右；4.能耗略

高1倍；5.产品质量略低（2#～0#锌）；6.绿色环保，运行环境友好，无废水排放。其各种综合

指标远优于传统的酸法电锌工艺，但由于产品质量略低于酸法，所以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

的酸法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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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而提供的一种运用氨法电锌工艺

从锌灰（渣）中生产5N高纯锌的生产工艺。

[0009]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包括配料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

和电解工序；

[0010] 步骤1）、配料工序：将重量份数为1000份含氧化锌或氯化锌质量分数不低于20%的

原料投入到装有质量分数为20%-30%的碳酸氢铵溶液的配液罐中，所投原料重量与碳酸氢

铵溶液体积的比为1000kg：7m3，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搅拌配液罐中的液体至固

体原料完全溶解，用过滤机过滤配液罐中的液体，滤除溶液中的杂质，将滤液打入第一净化

罐中；

[0011] 步骤2）、过滤液净化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包括一次净化、二次净化和三次净化；

[0012] 一次净化：在第一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10份-20份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

拌25—40分钟，然后将第一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二次

净化工序的第二净化罐内；

[0013] 二次净化：在第二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10份-20份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

拌25—40分钟，然后将第二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三次

净 化工序的第三净化罐内；

[0014] 三次净化：在第三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10份-20份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

拌25—40分钟，然后将第三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结晶

罐内；

[0015] 步骤3）、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在结晶罐的滤液中加入重量份为5000份的碳

酸氢铵，搅拌至全部溶解并析出含锌晶体颗粒，待结晶罐内结晶完毕后，将结晶罐内的混合

物导  入离心机中进行固液分离，从而得到粉末状含锌结晶体；

[0016] 步骤4）、电解工序：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然后将电解液通过旋流电

解装置电解得到电解锌板；

[0017] 还包括步骤5）熔铸工序：将电解锌板熔铸得到锌锭。

[0018] 步骤1）中用30分钟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0019] 过滤机为板框过滤机。

[0020] 步骤1）中过滤机过滤的压力为0.6MPa，步骤2）中一次净化、二次净化、三次净化过

程中压滤机滤除杂质的压力分别为0.6MPa、1MPa、2MPa。

[0021] 步骤4）中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使电解液的锌浓度为50g/l。

[0022] 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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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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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本发明工艺使用的原料为20%以上的氧化锌灰（渣），优先考虑含高氟氯的原料，氧

化锌灰的价格随锌含量及氟氯含量的不同价格也不同，随着锌含量的增加价格也增加，随

着氟氯含量的增加而减少。20%与30%以上的金吨价格相差几乎在1000~2000元/金吨左右。

而且30%以上的氧化锌灰低氟氯（小于0.5%）的要比高氟氯（大于5%）的要高1000元/金吨左

右。氧化锌灰主要是用于生产电锌、硫酸锌、氯化锌，但传统工艺的电锌及硫酸锌使用的原

料均适合含锌30%以上的低氟氯的氧化锌灰；氯化锌更是要求是大于50%。而氨法电锌工艺

只要求 大于20%，对氟氯的含量没要求，所以对原料来源的选择性更广。

[0026] 目前国内及进口的钢厂炼钢大量的高炉灰一般含量是在20~30%之间，这部分的氧

化锌灰由于含量较低、氟氯含量较高一般很少直接作为锌化工原料，都是通过火法烧成40%

以上的锌灰才能作为电锌、硫酸锌及氯化锌的原料。所以炼钢厂的高炉灰是我们优先考虑 

的低成本的原料之一。

[0027] 目前国内有大量的次氧化锌灰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湖南等地，他们

主要是把低品位的氧化锌渣（5~15%）烧成30%以上的次氧化锌灰，也是目前电锌、硫酸锌、氯

化锌产品的主要原料来源之一。但随着各地的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大量的厂家被迫关闭，

所以这些原料的需求反而在减少。

[0028] 据初步的估算，在我国目前使用30%以上的氧化锌灰为原料生产的电锌、硫酸锌、

氯化锌的产量折算成金属锌不低于150万吨/年。对新建一条采用氨法电锌工艺生产1万吨

5N高纯锌所需原料来源，由于原料的来源更广，生产的成本更低，原料的采购价格更具有竞

争力，所以原料的来源不成问题。

[0029] 从实际的运行效果来看，氨法电锌工艺具有工艺流程较简单、容易控制、电耗低、

能耗低、产品质量好、产品质量稳定、绿色环保无废水排放的特点。氨法电锌工艺特别是在

利用含高氟氯、高铅的次氧化锌、锌灰、锌渣、等，比酸法工艺有着更明显的优势。本发明记

载的生产工艺被称为第三代氨法电锌工艺，利用本工艺生产的产品比第二代氨法电锌工艺

产品质量更好更稳定，更利于副产品的富集回收，在处理高铅、铜、镉锌灰（锌渣）方面所取

得的效益比第二代有着明显的优势。第三代氨法电锌工艺在处理氧化锌灰方面完全能取代

传统的酸法电锌工艺。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一种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包括配料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含锌化

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和电解工序；

[0031] 步骤1）、配料工序：将1000kg含氧化锌或氯化锌质量分数不低于20%的原料投入到

7m3装有质量分数为20%-30%的碳酸氢铵溶液的配液罐中，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搅拌配液罐中的液体至固体原料完全溶解，用过滤机过滤配液罐中的液体，滤除溶液中的

杂质，将滤液打入第一净化罐中；

[0032] 步骤2）、过滤液净化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包括一次净化、二次净化和三次净化；

[0033] 一次净化：在第一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10kg-2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一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二次净化工序

的第二净化罐内；

[0034] 二次净化：在第二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10kg-2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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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然后将第二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三次净化工序

的第三净化罐内；

[0035] 三次净化：在第三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10kg-2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三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结晶罐内；

[0036] 步骤3）、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在结晶罐的滤液中加入5000kg的碳酸氢铵，搅

拌至全部溶解并析出含锌晶体颗粒，待结晶罐内结晶完毕后，将结晶罐内的混合物导入离

心机中进行固液分离，从而得到粉末状含锌结晶体；

[0037] 步骤4）、电解工序：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然后将电解液通过旋流电

解装置电解得到电解锌板；

[0038] 步骤5）、熔铸工序：将电解锌板熔铸得到锌锭。

[0039] 步骤1）中用30分钟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0040] 过滤机为板框过滤机。

[0041] 步骤1）中过滤机过滤的压力为0.6MPa，步骤2）中一次净化、二次净化、三次净化过

程中压滤机滤除杂质的压力分别为0.6MPa、1MPa、2MPa。

[0042] 步骤4）中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使电解液的锌浓度为50g/l。

[0043] 实施例2：一种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包括配料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含锌化

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和电解工序；

[0044] 步骤1）、配料工序：将2000kg含氧化锌或氯化锌质量分数不低于20%的原料投入到

14m3装有质量分数为20%-30%的碳酸氢铵溶液的配液罐中，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搅拌配液罐中的液体至固体原料完全溶解，用过滤机过滤配液罐中的液体，滤除溶液中的

杂质，将滤液打入第一净化罐中；

[0045] 步骤2）、过滤液净化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包括一次净化、二次净化和三次净化；

[0046] 一次净化：在第一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20kg-4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一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二次净化工序

的第二净化罐内；

[0047] 二次净化：在第二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20kg-4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二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三次净化工序

的第三净化罐内；

[0048] 三次净化：在第三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20kg-4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三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结晶罐内；

[0049] 步骤3）、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在结晶罐的滤液中加入10000kg的碳酸氢铵，

搅拌至全部溶解并析出含锌晶体颗粒，待结晶罐内结晶完毕后，将结晶罐内的混合物导入

离心机中进行固液分离，从而得到粉末状含锌结晶体；

[0050] 步骤4）、电解工序：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然后将电解液通过旋流电

解装置电解得到电解锌板；

[0051] 步骤5）、熔铸工序：将电解锌板熔铸得到锌锭。

[0052] 步骤1）中用30分钟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0053] 过滤机为板框过滤机。

[0054] 步骤1）中过滤机过滤的压力为0.6MPa，步骤2）中一次净化、二次净化、三次净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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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压滤机滤除杂质的压力分别为0.6MPa、1MPa、2MPa。

[0055] 步骤4）中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使电解液的锌浓度为50g/l。

[0056] 实施例3：一种工业化生产高纯锌的工艺，包括配料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含锌化

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和电解工序；

[0057] 步骤1）、配料工序：将500kg含氧化锌或氯化锌质量分数不低于20%的原料投入到

3.5m3装有质量分数为20%-30%的碳酸氢铵溶液的配液罐中，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搅拌配液罐中的液体至固体原料完全溶解，用过滤机过滤配液罐中的液体，滤除溶液中

的杂质，将滤液打入第一净化罐中；

[0058] 步骤2）、过滤液净化工序：过滤液净化工序包括一次净化、二次净化和三次净化；

[0059] 一次净化：在第一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5kg-1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一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二次净化工序

的第二净化罐内；

[0060] 二次净化：在第二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5kg-1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二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三次净化工序

的第三净化罐内；

[0061] 三次净化：在第三净化罐的滤液中加入5kg-10kg的锌粉，通过搅拌器搅拌25—40

分钟，然后将第三净化罐中的液体通过压滤机滤除杂质，将所得滤液打入到结晶罐内；

[0062] 步骤3）、含锌化合物结晶分离工序：在结晶罐的滤液中加入2500kg的碳酸氢铵，搅

拌至全部溶解并析出含锌晶体颗粒，待结晶罐内结晶完毕后，将结晶罐内的混合物导入离

心机中进行固液分离，从而得到粉末状含锌结晶体；

[0063] 步骤4）、电解工序：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然后将电解液通过旋流电

解装置电解得到电解锌板；

[0064] 步骤5）、熔铸工序：将电解锌板熔铸得到锌锭。

[0065] 步骤1）中用30分钟将配液罐中的液体加热至80℃。

[0066] 过滤机为板框过滤机。

[0067] 步骤1）中过滤机过滤的压力为0.6MPa，步骤2）中一次净化、二次净化、三次净化过

程中压滤机滤除杂质的压力分别为0.6MPa、1MPa、2MPa。

[0068] 步骤4）中将粉末状含锌结晶体加入电解液中，使电解液的锌浓度为5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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