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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

离镍铜的方法，是将低冰镍采用硫酸一段逆流浸

出，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主要成分为

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然后采用一段浸

出液对低冰镍进行二段浸出得到镍钴铁的二段

浸出液和二段浸出渣，两段浸出所产生的硫化氢

气体与二段浸出液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

的沉淀后液以及镍钴硫化沉淀渣，最后将沉淀后

液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本发明整个工艺

过程实现了镍钴与贵金属和铜的直接分离，避免

低冰镍转炉吹炼成高冰镍过程中钴、镍、贵金属

等损失较高、物料循环量大、能耗高的弊端，同时

省去了传统工艺中高锍磨浮分离镍铜工艺，从而

降低了生产能耗，提高了镍、铜、钴和贵金属的回

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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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一段浸出：将低冰镍采用硫酸进行一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4-6:1、

温度为70-90℃、时间为3-4h，一段浸出后过滤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主要成分为

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一段浸出渣进入铜冶炼系统；

B、二段浸出：采用一段浸出得到的一段浸出液对低冰镍进行二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

中控制液固比为4-6:1、温度为70-90℃、时间为3-4h，二段浸出后得到二段浸出液和二段浸

出渣，二段浸出渣返回一段浸出工序继续浸出；

C、镍钴沉淀：将二段浸出液以及以上两段浸出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入镍钴沉淀

工序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液以及镍钴硫化沉淀渣，镍钴硫化沉淀渣进入

镍钴冶炼系统；

D、氧化水解：将镍钴沉淀后得到的沉淀后液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过滤得到铁

渣和含酸液，含酸液返回一段浸出工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低冰镍是镍铜钴冶金过程中火法冶炼工序中的一种中间物料，其主要成分所占质量百分比

为镍15-30%、铜10-20%、铁10-35%、钴0.3-2.5%、硫20-3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冰镍的粒度为100-18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C中镍钴硫化沉淀的工艺条件为：温度20-40℃、时间3-6h、pH为1.0-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D中高温水解除铁工艺条件为：温度130-180℃、时间1.5-4.0h、氧气压力0.6-1.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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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镍生产过程中，首先将镍精矿经干燥造锍熔炼，产出低冰镍，转炉吹炼低冰

镍，除去铁和部分硫，得到含铜和镍约70%左右的高冰镍，高冰镍再经磨浮分选得到二次镍

精矿、二次铜精矿和一次合金，分别作为镍、铜和贵金属生产的原料。在低冰镍吹炼过程中，

转炉温度高于1230℃，吹炼时间较长，且部分钴会进入转炉渣，为了回收其中的钴及其它有

价金属，转炉渣还需进一步贫化后再吹炼。因此，整个生产过程中物料循环量大，能耗高，且

钴的回收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生产能耗低、金

属回收率高且能直接实现铜和贵金属与镍钴分离的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方法。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

铜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A、一段浸出：将低冰镍采用硫酸进行一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4-

6:1、温度为70-90℃、时间为3-4h，一段浸出后过滤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主要成

分为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一段浸出渣进入铜冶炼系统；

[0006] B、二段浸出：采用一段浸出得到的一段浸出液对低冰镍进行二段逆流浸出，浸出

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4-6:1、温度为70-90℃、时间为3-4h，二段浸出后得到二段浸出液和二

段浸出渣，二段浸出渣返回一段浸出工序继续浸出；

[0007] C、镍钴沉淀：将二段浸出液以及以上两段浸出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入镍钴

沉淀工序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液以及镍钴硫化沉淀渣，镍钴硫化沉淀渣

进入镍钴冶炼系统；

[0008] D、氧化水解：将镍钴沉淀后得到的沉淀后液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过滤得

到铁渣和含酸液，含酸液返回一段浸出工序。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低冰镍是镍铜钴冶金过程中火法冶炼工序中的一种中间物料，其

主要成分所占质量百分比为镍15-30%、铜10-20%、铁10-35%、钴0.3-2.5%、硫20-35%。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低冰镍的粒度为100-180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C中镍钴硫化沉淀的工艺条件为：温度20-40℃、时间3-6h、pH

为1.0-2.0。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D中高温水解除铁工艺条件为：温度130-180℃、时间1 .5-

4.0h、氧气压力0.6-1.5Mpa。

[0013] 本发明相对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低冰镍湿法处理直接分离镍铜的

方法是将低冰镍采用硫酸一段逆流浸出，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主要成分为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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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然后采用一段浸出液对低冰镍进行二段浸出得到镍钴铁的二段

浸出液和二段浸出渣，直接实现了铜和贵金属与镍钴铁的分离，实现了镍钴铁的选择性浸

出，两段浸出所产生的硫化氢气体与二段浸出液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液

以及镍钴硫化沉淀渣，实现了镍钴与铁的分离，最后将沉淀后液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

艺，将铁以三氧化二铁的形式外排，且水解过程中产生酸，含酸液返回浸出工序，实现了部

分酸和水的循环利用。本发明整个工艺过程实现了镍钴与贵金属和铜的直接分离，避免低

冰镍转炉吹炼成高冰镍过程中钴、镍、贵金属等损失较高、物料循环量大、能耗高的弊端，同

时省去了传统工艺中高锍磨浮分离镍铜工艺，从而大大缩短了工艺路程，降低了生产能耗，

提高了镍、铜、钴和贵金属的回收率，工艺流程简单，没有废水废渣产生，大大节省了工艺成

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实施例1

[0017] 某冶炼厂在镍铜钴冶金过程中火法冶炼工序中产生的中间物料低冰镍，其主要成

分所占质量百分比为镍24.95%、铜17.52%、铁27.2%、钴0.42%、硫24.96%。对该低冰镍湿法处

理直接分离镍铜，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18] A、一段浸出：将粒度为160目的低冰镍采用硫酸进行一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

制液固比为4:1、温度为80℃、时间为4h，一段浸出后过滤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

主要成分为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一段浸出渣进入铜冶炼系统。

[0019] B、二段浸出：采用一段浸出得到的一段浸出液对粒度为160目的低冰镍进行二段

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4:1、温度为80℃、时间为4h，二段浸出后得到二段浸出

液和二段浸出渣，二段浸出渣返回一段浸出工序继续浸出。

[0020] C、镍钴沉淀：将二段浸出液以及以上两段浸出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入镍钴

沉淀工序并在温度30℃、时间4h、pH为1.5的条件下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

液以及镍钴硫化沉淀渣，镍钴硫化沉淀渣进入镍钴冶炼系统。

[0021] D、氧化水解：将镍钴沉淀后得到的沉淀后液在温度160℃、时间3h、氧气压力

1.0Mpa的条件下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过滤得到铁渣和含酸液，含酸液返回一段浸

出工序。

[0022] 实施例1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见表一。

[0023] 表一：实施例1  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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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0025] 实施例2

[0026] 某冶炼厂在镍铜钴冶金过程中火法冶炼工序中产生的中间物料低冰镍，其主要成

分所占质量百分比为镍25.95%、铜16.52%、铁30.2%、钴0.50%、硫27.5%。对该低冰镍湿法处

理直接分离镍铜，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7] A、一段浸出：将粒度为180目的低冰镍采用硫酸进行一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

制液固比为5:1、温度为90℃、时间为3h，一段浸出后过滤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

主要成分为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一段浸出渣进入铜冶炼系统。

[0028] B、二段浸出：采用一段浸出得到的一段浸出液对粒度为180目的低冰镍进行二段

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5:1、温度为90℃、时间为3h，二段浸出后得到二段浸出

液和二段浸出渣，二段浸出渣返回一段浸出工序继续浸出。

[0029] C、镍钴沉淀：将二段浸出液以及以上两段浸出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入镍钴

沉淀工序并在温度40℃、时间3h、pH为1.0的条件下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

液以及含镍钴的沉淀渣，含镍钴的沉淀渣进入镍钴冶炼系统。

[0030] D、氧化水解：将镍钴沉淀后得到的沉淀后液在温度180℃、时间1.5h、氧气压力

1.5Mpa的条件下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过滤得到铁渣和含酸液，含酸液返回一段浸

出工序。

[0031] 实施例2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见表二。

[0032] 表二：实施例2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

[0033]

[0034] 实施例3

[0035] 某冶炼厂在镍铜钴冶金过程中火法冶炼工序中产生的中间物料低冰镍，其主要成

分所占质量百分比为镍24.86%、铜16.4%、铁25.65%、钴0.43%、硫25.81%。对该低冰镍湿法处

理直接分离镍铜，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6] A、一段浸出：将粒度为100目的低冰镍采用硫酸进行一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

制液固比为6:1、温度为70℃、时间为4h，一段浸出后过滤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

主要成分为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一段浸出渣进入铜冶炼系统。

[0037] B、二段浸出：采用一段浸出得到的一段浸出液对粒度为100目的低冰镍进行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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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6:1、温度为70℃、时间为4h，二段浸出后得到二段浸出

液和二段浸出渣，二段浸出渣返回一段浸出工序继续浸出。

[0038] C、镍钴沉淀：将二段浸出液以及以上两段浸出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入镍钴

沉淀工序并在温度20℃、时间6h、pH为2.0的条件下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

液以及含镍钴的沉淀渣，含镍钴的沉淀渣进入镍钴冶炼系统。

[0039] D、氧化水解：将镍钴沉淀后得到的沉淀后液在温度130℃、时间4.0h、氧气压力

0.6Mpa的条件下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过滤得到铁渣和含酸液，含酸液返回一段浸

出工序。

[0040] 实施例3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见表三。

[0041] 表三：实施例3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

[0042]

[0043] 实施例4

[0044] 某冶炼厂在镍铜钴冶金过程中火法冶炼工序中产生的中间物料低冰镍，其主要成

分所占质量百分比为镍28.86%、铜15.4%、铁27.65%、钴0.55%、硫27.4%。对该低冰镍湿法处

理直接分离镍铜，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45] A、一段浸出：将粒度为120目的低冰镍采用硫酸进行一段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

制液固比为6:1、温度为75℃、时间为4h，一段浸出后过滤得到含镍钴铁的一段浸出液以及

主要成分为硫化铜和贵金属的一段浸出渣，一段浸出渣进入铜冶炼系统。

[0046] B、二段浸出：采用一段浸出得到的一段浸出液对粒度为120目的低冰镍进行二段

逆流浸出，浸出过程中控制液固比为6:1、温度为75℃、时间为4h，二段浸出后得到二段浸出

液和二段浸出渣，二段浸出渣返回一段浸出工序继续浸出。

[0047] C、镍钴沉淀：将二段浸出液以及以上两段浸出过程中产生的硫化氢气体通入镍钴

沉淀工序并在温度35℃、时间5h、pH为1.8的条件下进行镍钴硫化沉淀，得到含铁的沉淀后

液以及含镍钴的沉淀渣，含镍钴的沉淀渣进入镍钴冶炼系统。

[0048] D、氧化水解：将镍钴沉淀后得到的沉淀后液在温度140℃、时间3h、氧气压力

1.2Mpa的条件下进行高温氧化水解除铁工艺，过滤得到铁渣和含酸液，含酸液返回一段浸

出工序。

[0049] 实施例4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见表四。

[0050] 表四：实施例4镍钴铁选择性浸出率及主要物料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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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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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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