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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

解精炼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用于容纳工业电

解液的电解槽、电解液低位槽、至少一个阳极，由

待精炼的粗铜材料形成，并且被定位成用于与所

述电解槽内的工业电解液接触，所述的阳极周围

套有阳极袋，阳极袋将阳极包裹在内、至少一个

阴极，其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内的工业电

解液接触；阳极与阴极相对设置，进液口的开口

方向和溢流口的开口方向与阴极和阳极的固定

方向平行。本系统取消了普通铜电解工艺的高位

槽，加大了电解液在槽中的循环速度，应用该系

统的缩短贵金属回收的生产经营周期，减少贵金

属在高速铜电解生产过程中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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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于容纳工业电解液的电解槽，电解槽下方设有进液口，电解槽上方设有溢流口，进液

口和溢流口开设在所述电解槽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工业电解液由进液口流入电解槽，并由

溢流口流出电解槽；

电解液低位槽，设于电解槽下方并分别与电解槽的进液口和溢流口连通，在电解液低

位槽与电解槽的进液口间设有循环泵，循环泵用于将电解液低位槽内的电解液直接泵入电

解槽内；

至少一个阳极，由待精炼的粗铜材料形成，并且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内的工业

电解液接触，所述的阳极周围套有阳极袋，阳极袋将阳极包裹在内；

至少一个阴极，其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内的工业电解液接触；

阳极与阴极相对设置，进液口的开口方向和溢流口的开口方向与阴极和阳极的固定方

向平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阳极

由粉碎后的粗铜制成，粉碎后的粗铜设置在钛篮内，在钛篮外设有阳极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其特征在于：电解过程中

电解槽内的电流密度为600-1000A/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阳极

有多个，通过阳极导电排并联，所述的阴极有多个，通过阴极导电排并联，阳极与阴极间隔

设置。

5.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待精炼的粗铜设置成至少

一个阳极，该阳极与电解液接触，该阳极外套设有阳极袋；将至少一个阴极与电解液接触，

该阳极和阴极设置在同一个电解槽内，电解槽下方设有进液口，电解槽上方设有溢流口，进

液口和溢流口开设在所述电解槽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工业电解液由进液口流入电解槽，并

由溢流口流出电解槽，电解液低位槽设于电解槽下方并分别与电解槽的进液口和溢流口连

通，在电解液低位槽与电解槽的进液口间设有循环泵，循环泵用于将电解液低位槽内的电

解液直接泵入电解槽内，电解过程中的电流密度为600-1000A/m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阳极

由粉碎后的粗铜制成，粉碎后的粗铜设置在钛篮内，在钛篮外设有阳极袋。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阳极

有多个，通过阳极导电排并联，所述的阴极有多个，通过阴极导电排并联，阳极与阴极间隔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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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粗铜电解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采用电解精炼工艺提纯粗铜并回收其中含有的稀贵金属是比较成熟工艺。然而，

与矿产粗铜不同的是，废电路板回收行业产出的粗铜，以及使用铜作为贵金属熔炼捕收剂

产出的粗铜，其中所含的金银铂等稀贵金属，要远高于矿产粗铜中含有的稀贵金属。因此应

该根据行业特点，研发新的电解工艺以适应。否则会造成有价金属占压比较多，损失比较

多。

[0003] 现有技术中，一般情况是把粗铜熔铸成阳极，纯铜板(或钛板、不锈钢板)做阴极，

硫酸铜水溶液为电解液，通以直流电电解。电解过程中，阳极粗铜不断溶解进入电解液。阳

极中的金银铂等贵金属形成阳极泥，飘落到电解槽槽底，定时收集处理。电解液中的铜离子

在阴极析出成金属铜。

[0004] 电解液的循环方式为：槽内下进上出，槽内溢流出的电解液流入低位槽，再泵入高

位槽，再从高位槽自流流回电解槽。

[0005] 与普通的铜电解精炼相比，从废电路板回收的粗铜电解的特点之一是阳极含有较

多的杂质，尤其是贵金属含量比较多(其中粗铜中含贵金属一般在0.5-2.5％)。铜电解时，

贵金属形成阳极泥从粗铜阳极上脱落下来。由于含量比较多，很容易飘落到阴极铜板上。造

成贵金属损失并影响阴极铜板的质量。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公开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及应用该系统的精

炼方法，通过对电解槽结构的改进，缩短贵金属回收的生产经营周期，减少贵金属在高速铜

电解生产过程中的损耗。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8] 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包括：

[0009] 用于容纳工业电解液的电解槽，电解槽下方设有进液口，电解槽上方设有溢流口，

进液口和溢流口开设在所述电解槽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工业电解液由进液口流入电解槽，

并由溢流口流出电解槽；

[0010] 电解液低位槽，设于电解槽下方并分别与电解槽的进液口和溢流口连通，在电解

液低位槽与电解槽的进液口间设有循环泵，循环泵用于将电解液低位槽内的电解液直接泵

入电解槽内；

[0011] 至少一个阳极，由待精炼的粗铜材料形成，并且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内的

工业电解液接触，所述的阳极周围套有阳极袋，阳极袋将阳极包裹在内；

[0012] 至少一个阴极，其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内的工业电解液接触；

[0013] 阳极与阴极相对设置，进液口的开口方向和溢流口的开口方向与阴极和阳极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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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向平行。

[0014] 现有的精炼系统电解液以槽内下进上出、低位槽—高位槽—电解槽—低位槽的循

环方式，本系统改为槽内电解液平行于极板排列方向、下进上出流动、经溢流口流出后再返

回低位槽。低位槽中电解液由循环泵直接打入电解槽的进液管，取消了普通铜电解工艺的

高位槽，加大了电解液在槽中的循环速度。而阳极袋的应用，防止阳极泥飘落到阴极上，减

少了贵金属损失同时提高了阴极铜板的质量。

[0015]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阳

极由粉碎后的粗铜制成，粉碎后的粗铜设置在钛篮内，在钛篮外设有阳极袋，可以加快粗铜

的电解反应，提高工作效率。

[0016]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的一种优选方案，电解过程

中电流密度为600-1000A/m2，大大加快了电解速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减少了贵金属在电解

精炼过程中的占压量。

[0017]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阳

极有多个，通过阳极导电排并联连接，所述的阴极有多个，通过阴极导电排并联连接，阳极

与阴极间隔设置。

[0018] 本发明同时公开了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将待精炼的粗铜设置

成至少一个阳极，该阳极与电解液接触，该阳极外套设有阳极袋；将至少一个阴极与电解液

接触，该阳极和阴极设置在同一个电解槽内，电解槽下方设有进液口，电解槽上方设有溢流

口，进液口和溢流口开设在所述电解槽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工业电解液由进液口流入电解

槽，并由溢流口流出电解槽，电解液低位槽设于电解槽下方并分别与电解槽的进液口和溢

流口连通，在电解液低位槽与电解槽的进液口间设有循环泵，循环泵用于将电解液低位槽

内的电解液直接泵入电解槽内，电解过程中的电流密度为600-1000A/m2。

[0019]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阳

极由粉碎后的粗铜制成，粉碎后的粗铜设置在钛篮内，在钛篮外设有阳极袋。

[0020] 作为本发明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的阳

极有多个，通过阳极导电排并联，所述的阴极有多个，通过阴极导电排并联，阳极与阴极间

隔设置。

[0021] 有益效果：

[0022] 1、加快铜电解精炼速度：

[0023] 缩短生产经营周期，对贵金属回收行业尤为重要。加快铜电解速度，使单位生产设

备具有更大的产能，可以减少设备的数量和规格，减少厂房面积，减少固定资产投资。

[0024] 2、减少贵金属损失:

[0025] 贵金属回收生产的最重要经济指标就是各种贵金属的回收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一种优选方案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所示电解精炼系统侧面连接示意图。

[0028] 其中：

[0029] 1、电解槽  1.1、进液口  1.2、溢流口  2、电解液低位槽  3、循环泵  4、阳极  5、阴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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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系统，包括：

[0032] 用于容纳工业电解液的电解槽1，电解槽1下方设有进液口1.1，电解槽1上方设有

溢流口1.2，进液口1.1和溢流口1.2开设在所述电解槽1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工业电解液由

进液口1.1流入电解槽1，并由溢流口1.2流出电解槽。

[0033] 电解液低位槽2，设于电解槽1下方并分别与电解槽的进液口1.1和溢流口1.2连

通，在电解液低位槽2与电解槽的进液口1.1间设有循环泵3，循环泵3用于将电解液低位槽

内的电解液直接泵入电解槽内。

[0034] 阳极4由粉碎后的粗铜制成，粉碎后的粗铜设置在钛篮内，在钛篮外设有阳极袋，

阳极4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1内的工业电解液接触，阴极5由纯铜板、钛板或者不锈钢

板制成，阴极被定位成用于与所述电解槽内的工业电解液接触，阳极袋由耐酸滤布制成，一

般由丙纶或涤纶制成。

[0035] 阳极4与阴极5相对设置，进液口1.1的开口方向与阴极5和阳极4的固定方向平行，

且进液口1.1的开设高度低于阳极4与阴极5的最下端高度。

[0036] 本实施例中阳极4有6个，通过阳极导电排并联，阴极有7个，通过阴极导电排并联，

阳极与阴极间隔设置。

[0037] 实施例2

[0038] 一种贵金属含量高的粗铜电解精炼方法，将待精炼的粗铜设置成至少一个阳极，

该阳极与电解液接触，该阳极外套设有阳极袋；将至少一个阴极与电解液接触，该阳极和阴

极设置在同一个电解槽内，电解槽下方设有进液口，电解槽上方设有溢流口，进液口和溢流

口开设在所述电解槽相对的两个侧壁上，工业电解液由进液口流入电解槽，并由溢流口流

出电解槽，电解液低位槽设于电解槽下方并分别与电解槽的进液口和溢流口连通，在电解

液低位槽与电解槽的进液口间设有循环泵，循环泵用于将电解液低位槽内的电解液直接泵

入电解槽内，电解过程中的电流密度为600-1000A/m2，电解槽内的电解液由下向上流动，电

解液充分呼和，减少浓差极化，电解槽内的温度、溶液成分、添加剂成分分布都很均匀。

[0039] 电解过程中，阳极袋的作用是收集从粗铜阳极上脱落下来的阳极泥。高电流密度

电解要求采用电解液在电解槽中以平行极板的方向，由下方的进液口向上方的溢流口方向

流动，这与普通铜电解槽中阳极泥的自然降落方向恰好相反。而且要加大电解槽中电解液

的循环量，如果没有阳极袋收集阳极泥，很容易造成阳极泥被冲击到阴极铜板上，造成阳极

泥损耗，并影响阴极铜质量。

[0040] 应用本方法加快铜电解时间，缩短贵金属回收的生产经营周期，减少贵金属在高

速铜电解生产过程中的损耗。

[0041] 虽然说明书中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这些实施方式只是作为提示，

不应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范围内进行各种省略、置换和变更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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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106868543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