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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铜钼饱和树

脂的再生方法，该方法先将铜钼饱和树脂用酸和

氧化剂浸泡后，再经过水洗和碱浸后，最终通过

酸实现树脂的再生。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够有

效地将钨冶炼过程中的铜钼饱和树脂进行再生，

再生后的树脂与新树脂相比吸附效果没有明显

差异，使树脂能够被重复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的树脂再生方法流程短，操

作不复杂，无需昂贵设备即可完成，所使用的试

剂常见且廉价，利于行业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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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钼饱和树脂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包括：

(1)将铜钼饱和树脂用强酸和氧化剂浸泡后，进行第一次抽滤；

(2)将步骤(1)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清洗后，进行第二次抽滤；

(3)将步骤(2)处理后的树脂碱浸后，进行第三次抽滤；

(4)将步骤(3)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洗涤后，进行第四次抽滤；

(5)将步骤(4)处理后的树脂用强酸再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强酸包括硫酸、盐酸和硝酸中

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强酸的浓度为0.5～2mol/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剂为双氧水或次氯酸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剂的浓度为1～5vol％。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浸泡的时间为4～24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用水清洗，指用水清洗至

洗水的pH为2～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碱浸所用的碱为NaOH或

氨水。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所述用水洗涤，指用水洗涤至

洗水的pH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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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钼饱和树脂的再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离子交换树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铜钼饱和树脂的再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钨冶炼过程中，为了去除钼，行业内通常使用铜盐通过选择性沉淀来实现。该方

法利用了MoS42－与Cu2+的亲和性大于MoO42－与Cu2+的特点，先将MoO42－转化为MoS42－，随后加

入Cu2+与MoS42－结合生成铜钼沉淀，从而将钼除去。该方法除钼效率高，但除钼后溶液中微

量的铜以Cu(HS)3
-和CuS(HS)3

3-络阴离子的形式存在，需再经过阴离子交换树脂柱吸附除

铜，否则会造成后续产品的铜超标。而阴离子交换树脂在吸附铜络阴离子的同时也会吸附

没有沉淀完全的MoS42－及微量的WO42－。

[0003] 在阴离子交换树脂吸附饱和后，为了使其能够被重复利用，需要对树脂进行再生

处理，而现有技术中尚无阴离子交换树脂吸附饱和后的再生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实现钨冶炼过程中，用于吸附除铜钼的阴离子交换树脂的重复利用，本发明

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铜钼饱和树脂的再生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铜钼饱和树脂的再生方法，步骤包括：

[0007] (1)将铜钼饱和树脂用强酸和氧化剂浸泡后，进行第一次抽滤；

[0008] (2)将步骤(1)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清洗后，进行第二次抽滤；

[0009] (3)将步骤(2)处理后的树脂碱浸后，进行第三次抽滤；

[0010] (4)将步骤(3)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洗涤后，进行第四次抽滤；

[0011] (5)将步骤(4)处理后的树脂用强酸再生。

[0012] 优选地，所述的酸包括硫酸、盐酸和硝酸中的至少一种。

[0013]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酸的浓度为0.5～2mol/L。

[0014] 优选地，所述氧化剂为双氧水或次氯酸钠。

[0015] 进一步优选地，所述氧化剂的浓度为1～5vol％。

[0016] 优选地，步骤(1)所述浸泡的时间为4～24h。

[0017] 步骤(1)中，由于树脂吸附了Cu(HS)3-和CuS(HS)3
3-，用酸+氧化剂浸泡，铜络阴离子

会被氧化成CuSO4从而解吸进入溶液中。如用碱液或者碱液+氧化剂浸泡，会生成Cu(OH)2沉

淀，将树脂堵塞；如单独用酸浸泡，会生成CuS沉淀，同样会将树脂堵塞。

[0018] 优选地，步骤(2)所述用水清洗，指用水清洗至洗水的pH为2～5。

[0019] 优选地，步骤(3)所述碱浸所用的碱为NaOH或氨水。

[0020] 步骤(3)中，树脂吸附的MoS42－，在酸性氧化性条件下会转变成SO42-和聚钼酸根，聚

钼酸根会被树脂重新吸附，因此需要通过碱浸使聚钼酸根转变成MoO42－进入解吸液中。

[0021] 优选地，所步骤(4)所述用水洗涤，指用水洗涤至洗水的pH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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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步骤(5)中，用强酸再生指用强酸浸泡。

[002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

[0024] 1、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能够有效地将钨冶炼过程中的铜钼饱和树脂进行再生，再

生后的树脂与新树脂相比，对铜和钼的吸附效果没有明显差异，使树脂能够被重复利用，降

低了生产成本；

[0025] 2、本发明技术方案中的树脂再生方法流程短，操作不复杂，无需昂贵设备即可完

成，所使用的试剂常见且廉价，利于行业内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实施例1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

述，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例提供了一种铜钼饱和树脂的再生方法，流程如图1所示，步骤包括：

[0030] (1)将铜钼饱和树脂用强酸和氧化剂浸泡后，进行第一次抽滤；

[0031] (2)将步骤(1)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清洗后，进行第二次抽滤；

[0032] (3)将步骤(2)处理后的树脂碱浸后，进行第三次抽滤；

[0033] (4)将步骤(3)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洗涤后，进行第四次抽滤；

[0034] (5)将步骤(4)处理后的树脂用强酸再生。

[0035] 其中，用到的酸为硫酸、盐酸和硝酸中的至少一种，浓度为0.5～2mol/L。

[0036] 氧化剂为体积浓度1～5vol％的双氧水或次氯酸钠。

[0037] 步骤(1)中浸泡的时间为4～24h。由于树脂吸附了Cu(HS)3-和CuS(HS)3
3-，一方面，

如用碱液或者碱液+氧化剂解吸，则会生成Cu(OH)2沉淀，从而堵塞树脂；另一方面，如用酸

液解吸，会生成CuS沉淀，同样会堵塞树脂。用酸+氧化剂解吸，铜络阴离子会被氧化成CuSO4

从而进入溶液中。

[0038] 步骤(2)中用水清洗，指用水清洗至洗水的pH为2～5。

[0039] 步骤(3)碱浸所用的碱为NaOH，碱浸的次数至少为三次，单次碱浸的时间大于

2.5h。树脂吸附的MoS42－，在酸性氧化性条件下会转变成SO42-和聚钼酸根，聚钼酸根会被树

脂重新吸附，因此需要碱液解吸，转变成MoO42－进入解吸液中。

[0040] 步骤(4)中用水洗涤，指用水洗涤至洗水的pH为8～9。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例选用某工厂吸附饱和的除铜D314树脂，先用纯水洗涤悬浮物后抽滤，干基率

43.64％，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再生：

[0043] (1)将上述D314铜钼饱和树脂25g用1mol/L的H2SO4  40mL和3％(体积)的H2O2浸泡

20h后第一次抽滤，得氧化后树脂和酸性氧化液；

[0044] (2)将步骤(1)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清洗至洗水pH为3，进行第二次抽滤；

[0045] (3)将步骤(2)处理后的树脂用50mL  2mol/L的NaOH浸泡2.5h后，进行第三次抽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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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4)将步骤(3)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洗涤至洗水pH为9后，进行第四次抽滤；

[0047] (5)将步骤(4)处理后的树脂用1mol/L的H2SO4酸再生，得到再生的树脂。

[0048] 测量溶液中的金属总量，结果如表1所示。

[0049] 表1实施例2的金属量表(单位：g)

[0050]

样品名称 WO3 Mo Cu

酸性氧化液 0.00561 0.01734 0.19584

步骤(2)酸洗水 0.01105 0.03655 0.04675

步骤(3)碱浸液 0.09605 0.21449 0

步骤(4)碱洗水 0.001978 0.000736 0

总计 0.114688 0.269116 0.24259

[0051] 实施例3

[0052] 本例选用某工厂吸附饱和的除铜D201树脂，先用纯水洗涤悬浮物后抽滤，干基率

40.1％，通过以下步骤进行再生：

[0053] (1)将上述D201铜钼饱和树脂25g用1mol/L的H2SO4  40mL和2％(体积)的H2O2浸泡

20h后第一次抽滤，得氧化后树脂和酸性氧化液；

[0054] (2)将步骤(1)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清洗至洗水pH为3，进行第二次抽滤；

[0055] (3)将步骤(2)处理后的树脂用40mL  1mol/L的NaOH浸泡2.5h后，进行第三次抽滤，

然后再将树脂用40mL  1mol/L的NaOH浸泡2.5h后，进行第四次抽滤；

[0056] (4)将步骤(3)处理后的树脂用水洗涤至洗水pH为9后，进行第五次抽滤；

[0057] (5)将步骤(4)处理后的树脂用1mol/L的H2SO4酸再生，得到再生的树脂。

[0058] 测量溶液中的金属总量，结果如表2所示。

[0059] 表2实施例3的金属量表(g)

[0060]

样品名称 WO3 Mo Cu

酸性氧化液 0.01485 0.0243 0.1458

步骤(2)酸洗水 0.00405 0.01762 0.03256

步骤(3)碱浸液 0.02172 0.1724 0

步骤(4)碱洗水 0.001247 0.000621 0

总计 0.041867 0.214941 0.17836

[0061] 对比例1

[0062] 本例用新的D314树脂31mL，用1mol/L的H2SO4酸再生，并用纯水洗涤余酸，得到待用

树脂。

[0063] 检测例

[0064] 取铜钼液：某工厂车间钨酸铵溶液经铜盐选择性沉淀法除钼后溶液(未经离子交

换柱除铜)，其中含有WO3  158g/L，Mo  0.04g/L，Cu  0.004g/L。分别用实施例2～3和对比例1

的再生树脂对上述溶液进行除铜，之后检测溶液中铜、钼的浓度。结果如表3所示。

[0065] 表3除铜、钼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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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树脂编号 除铜后溶液中铜的浓度(g/L) 除铜后溶液中钼的浓度(g/L)

实施例2 ＜0.001 ＜0.01

实施例3 ＜0.001 ＜0.01

对比例1 ＜0.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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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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