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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

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属于冶金技术领域。

该方法分别以钒渣、提钒尾渣、钒渣-提钒尾渣混

合渣、钛精矿为原料，有机酸为浸出剂，在反应釜

内进行水热反应。有机酸分别浸出钒渣、提钒尾

渣、钒渣-提钒尾渣混合渣得到含钒、钛、铬的元

素溶液和草酸亚铁；有机酸浸出钛精矿得到含钛

元素的溶液和草酸亚铁。该方法利用有机酸的酸

性和有机酸的强络合能力，破坏含钒、钛、铬的物

相，并发生络合反应形成[V( C 2O 4 )3 ]3 -，[Ti

(C2O4)3]3-，[Cr(C2O4)3]3-等复合离子的溶液，实

现钒、钛、铬元素的高效浸出。此外，所述方法工

艺简单；环境友好；草酸亚铁的附加值高；所用设

备常见，能耗低，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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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如

下：

(1)将原料、有机酸溶液充分混匀，形成均匀料浆；将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控制反应温

度、压力、时间和搅拌速度，进行水热浸出反应；

(2)将步骤(1)反应产物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溶液、草酸亚铁沉淀和浸出渣；

(3)将步骤(2)得到的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重力或离心分离，然后烘干，得到草酸亚

铁粉末和浸出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中原料为钒渣、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钛精矿中的任一种，

其中，钒渣包括高品位钒渣、低品位钒渣、高铬钒渣、低铬钒渣、高钙钒渣和低钙钒渣；提钒

尾渣包括钠化焙烧-浸出的提钒尾渣和钙化焙烧-浸出的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渣为

以任意比例混合的钒渣和提钒尾渣；原料粒度为100-5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中有机酸为草酸、甲酸和柠檬酸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溶液，有机

酸浓度为10％-40％，有机酸和原料液固比为3:1-20: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原料为钒渣时，所用有机酸浓度为20％-30％；原料为提钒尾渣时，所用有机酸浓

度为25％-35％；原料为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时，所用有机酸浓度为25％-35％；原料为钛

精矿时，所用有机酸浓度为15％-3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1)中反应釜内反应温度为70-140℃，反应压力为0.1-4MPa，反应时间为

0.5-5h，搅拌速度为200-70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原料为钒渣时，反应温度为120-130℃；原料为提钒尾渣时，反应温度为125-135

℃；原料为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时，反应温度为125-135℃；原料为钛精矿时，反应温度为

115-135℃。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原料为钒渣、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时，所述步骤(2)中的浸出溶液为

含钒、钛、铬的浸出溶液；原料为钛精矿时，所述步骤(2)中的浸出溶液为钛溶液。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中烘干温度为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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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

钛、铬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钒渣是钒钛磁铁矿冶炼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是生产钒产品的主要原料之一。按

钒渣中含钒品位的差别，可分为高品位钒渣和低品位钒渣。按钒渣中铬品位的差别，可分为

高铬钒渣和低铬钒渣。按照钒渣中钙品位的差别，可分为高钙钒渣和低钙钒渣。目前，钒渣

提钒工艺主要包括钠化焙烧-水浸提钒，钙化焙烧-酸浸提钒，直接硫酸浸出提钒，无盐焙烧

提钒等。

[0003] 钠化焙烧-水浸提钒工艺是一种较成熟的工艺，但缺点是焙烧过程产生大量Cl2、

HCl及SO2等毒性气体，浸出、沉钒过程产生大量氨氮废水难以处理，能耗高。钙化焙烧-酸浸

提钒工艺解决了废弃中有害气体问题，但该方法对钒渣品位要求较高，钒提取率低，能耗

高，不适合大量生产。直接硫酸浸出提钒，能耗低，钒浸出率高，但硫酸浸出对元素选择性

差，对反应设备要求高。无盐焙烧提钒工艺没有毒性气体产生，钒提取率低，能耗高。综上，

现有成熟提钒工艺普遍存在能耗高，钒提取率低，环境不友好、不能综合提取钒、钛、铬元

素、提钒尾渣难以处理等诸多问题。因此，寻求一种短流程、低能耗、无污染的高效综合提取

钒、钛、铬元素的新工艺迫在眉睫。

[0004] 除钠化焙烧提钒、钙化焙烧提钒现有成熟工艺外，很多专家学者对钒渣提钒工艺

进行了研究。CN  105779757  A公布了一种草酸铵浸出含钒原料焙烧熟料提钒的方法。所述

方法，焙烧含钒原料与添加剂混合物，得到含钒原料熟料，将含钒原料熟料在草酸铵溶液中

浸出提钒，钒浸出率在90％以上。CN105714102  A公布了一种磷酸铵浸出含钒原料焙烧熟料

提钒的方法。所述方法，焙烧含钒原料与添加剂混合物，得到含钒原料熟料，将含钒原料熟

料在磷酸铵溶液中浸出提钒，钒浸出率在90％以上。以上两种方法分别采用草酸铵和磷酸

铵作为浸出剂，是一种环境友好的方法，但该过程仍需要焙烧，能耗高。

[0005] 发明专利CN  110306044  A“一种水热草酸络合浸出钒铁尖晶石含钒矿物中钒的方

法”中提供了一种以钒铁尖晶石含钒矿物为原料，铁为还原剂，草酸溶液为浸出剂，通过水

热反应得到含钒浸出液和草酸亚铁的方法。该方法优点：工艺流程短，钒提取率高，经济、环

保。但该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1)该方法处理的原料为含钒铁尖晶石的矿物；(2)该方法

仅针对钒元素的提取，没有实现其他重要元素的协同提取，如：钛、铬元素。

[0006] 提钒尾渣是钒渣提钒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又被称为提钒弃渣、钒浸出渣。钒渣钠化

焙烧-水浸后产生提钒尾渣，钒渣钙化焙烧-酸浸后同样产生提钒尾渣。其成分较为复杂，主

要包含氧化铁、氧化锰、二氧化硅、二氧化钛等。提钒尾渣中含有大量的有价元素，以承钢钠

化焙烧-水浸后的提钒尾渣为例，渣中约含40％Fe2O3，10％TiO2，2.5％V2O5，4％Cr2O3，其中

V、Ti、V元素都是国家紧缺战略资源，极具提取价值。

[0007] 我国钢铁行业提钒尾渣年产量约60万吨，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仅攀钢、承钢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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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钒尾渣就达50多万吨。我国提钒尾渣利用率很低，目前仍没有有效的处理技术，主要采

用堆存的方法处理。提钒尾渣大量堆存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而且钒渣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性

的V5+和Cr6+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很有可能被列为危险废弃物。因此，寻找一种经济、环

保的处理提钒尾渣综合回收钒、钛、铬、铁元素的方法势在必行。

[0008] 东北大学/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李兰杰研究了“提钒尾渣资源化利用应用

基础研究”，提钒尾渣主要以赤铁矿、铁板钛矿、锥灰石相存在。钒92％以上是以高价形式赋

存于赤铁矿相、铁板钛矿相和锥灰石相中。CN  109182760A公布了一种钙化提钒尾渣回收提

钒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将提钒尾渣磨碎，配入石灰石，保持钙钒比0.3～0.8，混合均匀后焙

烧成熟料，采用硫酸浸出得到提钒溶液和提钒渣，提钒尾渣中钒转化为达60％以上。CN 

104195346A公布了一种高效提取提钒尾渣中铬的清洁工艺方法。该方法中，提钒尾渣用低

浓度氢氧化钠浸出硅的同时加入硅固定剂，将硅转化为碱浸提铬过程中的惰性化合物，再

经碱浸提铬得到硅含量较低的铬酸钠碱性液和富铁尾渣，铬的浸出率大于85％。CN 

108531718  A公布了一种提钒尾渣生产三氧化二铬的方法。该方法将提钒尾渣与钠盐高温

焙烧成熟料，水浸后得到含铬浸出液和浸出渣，对含铬浸出液进行还原沉淀处理后得到三

氧化二铬。CN  102876896  A公布了一种氢氧化钠溶液分解提钒尾渣回收钒的方法。该方法

将氢氧化钠溶液与提钒尾渣，在80～130℃条件下进行反应，得到钒酸钠和硅酸钠溶液，钒

的回收率在80～95％。以上提钒尾渣的处理方法，普遍能耗较高，仅能回收钒或铬元素，没

有实现钒、钛、铬元素共同提取。

[0009] 发明专利CN  110306044  A“一种水热草酸络合浸出钒铁尖晶石含钒矿物中钒的方

法”提供了一种以钒铁尖晶石含钒矿物为原料，铁为还原剂，草酸溶液为浸出剂，通过水热

反应得到含钒浸出液和草酸亚铁的方法。而提钒尾渣中钒不是以钒铁尖晶石相存在，存在

本质差别。

[0010] 钛精矿是钒钛磁铁矿选矿过程的产物之一，是生产钛产品的主要原料之一。钛精

矿分为高品位钛精矿和低品位钛精矿。高品位钛精矿可利用硫酸法制备钛白粉和高品位钛

渣，但低品位钛精矿很难直接用硫酸法生产钛白粉或高品位钛渣。因此，如何高效实现钛精

矿，特别是低品位钛精矿铁钛分离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

铬的方法，具体为水热法有机酸分别处理钒渣、提钒尾渣、钒渣-提钒尾渣混合渣共提取钒、

钛、铬元素；处理钛精矿高效提取钛元素的方法。该方法直接用有机酸，尤其提出，在控制较

佳温度、压力、时间、液固比、酸浓度、搅拌速度条件下，直接采用草酸浸出含钒、钛、铬原料

得到含钒、钛、铬的溶液。利用有机酸(优选草酸)的酸性和腐蚀性破坏含钒、钛、铬原料的物

相，并发生络合反应形成溶液。该过程条件较温和，设备简单，浸出率高，可以实现钒、钛、铬

的综合提取。相比其他的方法，该方法采用常温直接浸出，采用有机酸(优选草酸)作为浸出

剂，更加环保，产品附加值高，能耗低。

[0012] 该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13] (1)将原料、有机酸溶液充分混匀，形成均匀料浆；将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控制反

应温度、压力、时间和搅拌速度，进行水热浸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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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2)将步骤(1)反应产物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溶液、草酸亚铁沉淀和浸出渣；

[0015] (3)将步骤(2)得到的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重力或离心分离，然后烘干，得到草

酸亚铁粉末和浸出渣。

[0016] 步骤(1)中原料为钒渣、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钛精矿中的任一种，其

中，钒渣包括高品位钒渣、低品位钒渣、高铬钒渣、低铬钒渣、高钙钒渣和低钙钒渣；提钒尾

渣包括钠化焙烧-浸出的提钒尾渣和钙化焙烧-浸出的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渣包括

以任意比例混合的钒渣和提钒尾渣；钛精矿包括高品位钛精矿和低品位钛精矿。原料粒度

为100-500目，优选200-250目。

[0017] 步骤(1)中有机酸为草酸、甲酸和柠檬酸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溶液，优选为

草酸。有机酸浓度为10％-40％，有机酸和原料液固比为3:1-20:1，优选为8:1-15:1。

[0018] 原料为钒渣时，所用有机酸浓度优选为20％-30％；原料为提钒尾渣时，所用有机

酸浓度优选为25％-35％；原料为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时，所用有机酸浓度优选为25％-

35％；原料为钛精矿时，所用有机酸浓度优选为15％-35％，其中，浸出高品位钛精矿，有机

酸浓度优选为15％-25％；浸出低品位钛精矿，有机酸浓度优选为20％-35％。

[0019] 步骤(1)中反应釜内反应温度为70-140℃，反应压力为0.1-4MPa，优选为0.5-

1 .5MPa反应时间为0.5-5h，优选为1h-3h，搅拌速度为200-700r/min，优选为450r/min-

550r/min。

[0020] 原料为钒渣时，反应温度优选为120-130℃；原料为提钒尾渣时，反应温度优选为

125-135℃；原料为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时，反应温度优选为125-135℃；原料为钛精矿

时，反应温度优选为115-135℃。

[0021] 原料为钒渣、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时，所述步骤(2)中的浸出溶液为

含钒、钛、铬的浸出溶液；原料为钛精矿时，所述步骤(2)中的浸出溶液为钛溶液。

[0022] 步骤(3)中烘干温度为30-80℃，优选为50-60℃。

[0023]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1)本发明提供一种有机酸处理钒渣同时提取钒、钛、铬元素的方法。该方法可适

用于不同的钒渣吹炼工艺生产的任意比例含钒钛铬铁酸盐的钒渣(不一定为钒铁尖晶石

相，可为任意钒钛铁酸盐相)，与本发明人CN110306044  A“一种水热草酸络合浸出钒铁尖晶

石含钒矿物中钒的方法”中提供的钒铁尖晶石含钒矿物原料有重大区别，本发明具有更普

遍的原料适用性，具有综合共提取钒渣中钒、钛、铬元素的能力，浸出过程不需要加铁粉。该

方法实现了钒、钛、铬元素的高效浸出，V浸出率高达98％，Ti浸出率高达98％，Cr浸出率高

达97.5％。通过重力分离、离心分离等手段实现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高度分离，分离率高达

97％，草酸亚铁附加值更高。该方法工艺流程简单；采用有机酸(优选草酸溶液)作为浸出

剂，更加环保；所用设备常见，能耗低，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0025] (2)本发明提供一种有机酸处理提钒尾渣同时提取钒、钛、铬元素的方法。实现了

钒、钛、铬元素的高效共提取，V浸出率高达98％，Ti浸出率高达98.5％，Cr浸出率高达98％。

通过重力分离、离心分离等手段实现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高度分离，分离率高达97％，草酸亚

铁附加值更高。

[0026] (3)本发明提供一种有机酸处理钛精矿高效提取钛元素的方法。实现了钛元素的

高效浸出，Ti浸出率高达98.5％。通过重力分离、离心分离等手段实现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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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离，分离率高达96％，草酸亚铁附加值更高。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具

体实施例进行详细描述。

[0029] 本发明提供一种水热法有机酸浸出钒、钛、铬原料中钒、钛、铬的方法。在控制较佳

温度、压力、时间、液固比、酸浓度、搅拌速度条件下，采用有机酸，优选草酸，分别处理钒渣、

提钒尾渣、钒渣-提钒尾渣混合渣高效提取钒、钛、铬元素；处理钛精矿高效提取钛元素的方

法。利用有机酸(优选草酸)的酸性和腐蚀性破坏含钒、钛、铬的物相，并发生络合反应形成

含钒、钛、铬的溶液，可以实现钒、钛、铬的综合共提取。

[0030] 如图1所示，该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31] (1)将原料、有机酸溶液充分混匀，形成均匀料浆；将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控制反

应温度、压力、时间和搅拌速度，进行水热浸出反应；

[0032] (2)将步骤(1)反应产物过滤、洗涤，得到浸出溶液、草酸亚铁沉淀和浸出渣；

[0033] (3)将步骤(2)得到的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重力或离心分离，然后烘干，得到草

酸亚铁粉末和浸出渣。

[0034] 步骤(1)中原料为钒渣、提钒尾渣、钒渣和提钒尾渣混合渣、钛精矿中的任一种，其

中，提钒尾渣包括钠化焙烧-浸出的提钒尾渣和钙化焙烧-浸出的提钒尾渣；原料粒度为

100-500目。

[003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予以说明。

[0036] 钒渣实例：

[0037] 实施例1

[0038] (1)称取钒渣1.25g，浓度为30％草酸溶液，液固比为20:1，混匀成料浆，加入到反

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25℃，反应时间为3h，反应压力为0.3～0.9MPa，搅拌速度为

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钛、铬的浸出液、草酸

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39]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8.3％、Ti浸出率98％、Cr浸出率为

96.5％。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5％。

[0040] 实施例2

[0041] (1)称取钒渣1.25g，浓度为15％草酸和10％甲酸溶液，液固比为15:1，混匀成料

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0℃，反应时间为2.5h，反应压力为0.3～

0.7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

钛、铬的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42]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7.5％、Ti浸出率97％、Cr浸出率为

95.8％。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6％。

[004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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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1)称取钒渣1.25g，浓度为10％草酸、5％甲酸和10％柠檬酸溶液，液固比为20:1，

混匀成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5℃，反应时间为4h，反应压力为1～

2.0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

钛、铬的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45]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8.2％、Ti浸出率97.5％、Cr浸出率

为96.3％。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6％。

[0046] 实施例4

[0047] (1)称取钒渣0.5g，提钒尾渣0.75g，浓度为10％草酸、5％甲酸和10％柠檬酸溶液，

液固比为20:1，混匀成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5℃，反应时间为

3.5h，反应压力为1～1.8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

洗涤后，得到含钒、钛、铬的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

渣充分分离。

[0048]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7.8％、Ti浸出率97.2％、Cr浸出率

为96％。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6％。

[0049] 提钒尾渣实例：

[0050] 实施例5

[0051] (1)称取提钒尾渣1.25g，浓度为30％草酸溶液，液固比为20:1，混匀成料浆，加入

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5℃，反应时间为3h，反应压力为0.5～0.8MPa，搅拌速

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钛、铬的浸出液、

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52]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8％、Ti浸出率97％、Cr浸出率为

97.5％。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5％。

[0053] 实施例6

[0054] (1)称取提钒尾渣1.25g，浓度为25％草酸溶液，液固比为15:1，混匀成料浆，加入

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0℃，反应时间为2.5h，反应压力为0.3～0.5MPa，搅拌

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钛、铬的浸出

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55]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5％、Ti浸出率94％、Cr浸出率为

93.5％。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6％。

[0056] 实施例7

[0057] (1)称取提钒尾渣1.25g，浓度为15％草酸和10％甲酸溶液，液固比为15:1，混匀成

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20℃，反应时间为4h，反应压力为0.8～

1.5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

钛、铬的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58]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6％、Ti浸出率93％、Cr浸出率为

95％。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6％。

[0059] 实施例8

[0060] (1)称取钒渣1.25g，浓度为10％草酸、5％甲酸和10％柠檬酸溶液，液固比为20:1，

混匀成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0℃，反应时间为3h，反应压力为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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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钒、

钛、铬的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61]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V浸出率为98％、Ti浸出率96.5％、Cr浸出率为

95.3％。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5.4％。

[0062] 钛精矿实例：

[0063] 实施例9

[0064] (1)称取高品位钛精矿1.25g，浓度为25％草酸溶液，液固比为10:1，混匀成料浆，

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25℃，反应时间为3h，反应压力为0.3～0.8MPa，搅

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钛的浸出液、草

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65]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Ti浸出率98.6％。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

96％。

[0066] 实施例10

[0067] (1)称取高品位钛精矿1.25g，浓度为15％草酸和10％甲酸溶液，液固比为15:1，混

匀成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0℃，反应时间为3h，反应压力为0.5～

1.5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得到含钛的

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68]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Ti浸出率98.8％。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

96.5％。

[0069] 实施例11

[0070] (1)称取低品位钛精矿1.25g，浓度为10％草酸、5％甲酸和10％柠檬酸溶液，液固

比为15:1，混匀成料浆，加入到反应釜内。反应条件：反应温度为135℃，反应时间为3h，反应

压力为0.7～1.8MPa，搅拌速度为500r/min。反应结束后，反应物冷却至室温，过滤、洗涤后，

得到含钛的浸出液、草酸亚铁和浸出渣。通过离心分离，将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充分分离。

[0071] 经过ICP-AES检测，所得浸出液中Ti浸出率97％草酸亚铁和浸出渣分离率为95％。

[0072]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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