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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所述

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所述有

机相的pH为2-3，综合经济成本低，为后续萃取提

供便利，所述有机相和水相的比例为0.5:1-1.5:

1，可以提高钨的浸出率，所述振荡的时间为4-

8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5-15min，可以进一

步增加钨的浸出率，该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具有综

合经济成本低、回收率高的优点，具有广阔的市

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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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酸溶液配制

首先将盐酸跟水混合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所述盐酸与水的配比分别为7:3、1:

1、3:7；

(2)酸化

将钨渣通过盐酸溶液进行搅拌酸化，过程中，依次添加浓度为70％的盐酸、浓度为50％

的盐酸和浓度为30％的盐酸，得到酸化液，酸化温度控制在50-65℃，所述搅拌的时间为3-

4h；

(3)过滤

接着将酸化液进行过滤，得到滤液和滤渣；

(4)有机相的制备

将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通过搅拌釜进行混合，得到有机相，所述混合的时间为30-

50min；

(5)水相的制备

将酸化液分别通过NaOH进行pH调节，将酸溶液的pH调节至14得到水相，所述NaOH的浓

度为5-15％；

(6)萃取

将有机相和水相混合振荡，接着静置分层，得到钨萃取液；

(7)回收

通过离子交换法将钨萃取液中的钨经过离子交换，得到APT。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N235、仲

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有机相

的pH为2-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有机相

和水相的比例为0.5:1-1.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振荡的

时间为4-8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5-15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经过离

子交换的钨回收为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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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钨矿冶炼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钨业大国，钨矿的储量极为丰富。但是，随着钨生产的迅猛发展，中国的钨

资源储量日见消减，其中以黑钨资源最为明显，我国黑钨资源已近枯竭。研究发现叔胺对低

浓度的钨具有较高的萃取率，所以亟待需要一种清洁环保、低成本以及高萃取率的处理钨

渣的工艺。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导

致的上述多项缺陷。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的技术方案：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包括如下

步骤：

[0005] (1)酸溶液配制

[0006] 首先将盐酸跟水混合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所述盐酸与水的配比分别为7:

3、1:1、3:7；

[0007] (2)酸化

[0008] 将钨渣通过盐酸溶液进行搅拌酸化，过程中，依次添加浓度为70％的盐酸、浓度为

50％的盐酸和浓度为30％的盐酸，得到酸化液，酸化温度控制在50-65℃，所述搅拌的时间

为3-4h；

[0009] (3)过滤

[0010] 接着将酸化液进行过滤，得到滤液和滤渣；

[0011] (4)有机相的制备

[0012] 将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通过搅拌釜进行混合，得到有机相，所述混合的时间为

30-50min；

[0013] (5)水相的制备

[0014] 将酸化液分别通过NaOH进行pH调节，将酸溶液的pH调节至14得到水相，所述NaOH

的浓度为5-15％；

[0015] (6)萃取

[0016] 将有机相和水相混合振荡，接着静置分层，得到钨萃取液；

[0017] (7)回收

[0018] 通过离子交换法将钨萃取液中的钨经过离子交换，得到APT。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有机相的pH为2-3。

[0021] 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有机相和水相的比例为0.5: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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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优选的，所述步骤(6)中振荡的时间为4-8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5-15min。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7)中经过离子交换后回收率为91-95％。

[0024]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该萃取

工艺，步骤简单，整个工艺过程，清洁环保。通过分批次添加不同浓度的盐酸，提高钨渣的反

应效率，所述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所述有机相的pH为2-3，综合经济成本

低，为后续萃取提供便利，所述有机相和水相的比例为0.5:1-1.5:1，可以提高钨的浸出率，

所述振荡的时间为4-8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5-15min，可以进一步增加钨的浸出率，

该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具有综合经济成本低、回收率高的优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详细说明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8] (1)酸溶液配制

[0029] 首先将盐酸跟水混合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所述盐酸与水的配比分别为7:

3、1:1、3:7；

[0030] (2)酸化

[0031] 将钨渣通过盐酸溶液进行搅拌酸化，过程中，依次添加浓度为70％的盐酸、浓度为

50％的盐酸和浓度为30％的盐酸，得到酸化液，酸化温度控制在65℃，所述搅拌的时间为

3h；

[0032] (3)过滤

[0033] 接着将酸化液进行过滤，得到滤液和滤渣；

[0034] (4)有机相的制备

[0035] 将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通过搅拌釜进行混合，得到有机相，所述混合的时间为

30min，所述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所述有机相的pH为2；

[0036] (5)水相的制备

[0037] 将酸化液分别通过NaOH进行pH调节，将酸溶液的pH调节至14得到水相，所述NaOH

的浓度为5％；

[0038] (6)萃取

[0039] 将有机相和水相混合振荡，接着静置分层，得到钨萃取液，所述有机相和水相的比

例为0.5:1，所述振荡的时间为4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5min；

[0040] (7)回收

[0041] 通过离子交换法将钨萃取液中的钨经过离子交换，得到APT，所述经过离子交换后

回收率为91％。

[0042] 实施例2：

[0043] 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44] (1)酸溶液配制

[0045] 首先将盐酸跟水混合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所述盐酸与水的配比分别为7:

3、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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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2)酸化

[0047] 将将钨渣通过盐酸溶液进行搅拌酸化，过程中，依次添加浓度为70％的盐酸、浓度

为50％的盐酸和浓度为30％的盐酸，得到酸化液，酸化温度控制在58℃，，所述搅拌的时间

为3.5h；

[0048] (3)过滤

[0049] 接着将酸化液进行过滤，得到滤液和滤渣；

[0050] (4)有机相的制备

[0051] 将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通过搅拌釜进行混合，得到有机相，所述混合的时间为

40min，所述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所述有机相的pH为2.5；

[0052] (5)水相的制备

[0053] 将酸化液分别通过NaOH进行pH调节，将酸溶液的pH调节至14得到水相，所述NaOH

的浓度为10％；

[0054] (6)萃取

[0055] 将有机相和水相混合振荡，接着静置分层，得到钨萃取液，所述有机相和水相的比

例为1:1，所述振荡的时间为6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10min；

[0056] (7)回收

[0057] 通过离子交换法将钨萃取液中的钨经过离子交换，得到APT，所述经过离子交换后

回收率为95％。

[0058] 实施例3：

[0059] 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60] (1)酸溶液配制

[0061] 首先将盐酸跟水混合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所述盐酸与水的配比分别为7:

3、1:1、3:7；

[0062] (2)酸化

[0063] 将钨渣通过盐酸溶液进行搅拌酸化，过程中，依次添加浓度为70％的盐酸、浓度为

50％的盐酸和浓度为30％的盐酸，得到酸化液，酸化温度控制在65℃，，所述搅拌的时间为

4h；

[0064] (3)过滤

[0065] 接着将酸化液进行过滤，得到滤液和滤渣；

[0066] (4)有机相的制备

[0067] 将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通过搅拌釜进行混合，得到有机相，所述混合的时间为

50min，所述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所述有机相的pH为3；

[0068] (5)水相的制备

[0069] 将酸化液分别通过NaOH进行pH调节，将酸溶液的pH调节至14得到水相，所述NaOH

的浓度为15％；

[0070] (6)萃取

[0071] 将有机相和水相混合振荡，接着静置分层，得到钨萃取液，所述有机相和水相的比

例为1.5:1，所述振荡的时间为8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15min；

[0072] (7)回收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182746 A

5



[0073] 通过离子交换法将钨萃取液中的钨经过离子交换，得到APT，所述经过离子交换后

回收率为93％。

[0074] 经过以上方法后，分别取出样品，测量结果如下：

[0075]

检测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现有指标

回收率(％) 91 95 93 89

综合经济成本 低 低 低 较低

杂质元素 少 少 少 较少

[0076] 根据上述表格数据可以得出，当实施例2的参数时，回收后的钨比现有技术回收后

的钨的回收率有所提高，综合经济成本低，且杂质元素少，此时更有利于钨的回收。

[0077] 本发明提供一种钨渣分解萃取工艺，所述N235、仲辛醇和磺化煤油的比例为1:1:8，

所述有机相的pH为2-3，综合经济成本低，为后续萃取提供便利，所述有机相和水相的比例

为0.5:1-1.5:1，可以提高钨的浸出率，所述振荡的时间为4-8min，所述静置分层的时间为

5-15min，可以进一步增加钨的浸出率，该钨渣分解萃取工艺具有综合经济成本低、回收率

高的优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0078]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创造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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