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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化处理方法

的步骤包括：将铜渣用水清洗，洗液并入镍精炼

系统；清洗后的铜渣首次加入Cu2+、后续采用加

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进行浆化后再进行常压

空气浸出，浸出液并入镍精炼系统；浸出渣加入

硫酸溶液、通入氧气进行加压氧气浸出，浸出渣

作为铜精矿返回铜熔炼系统，浸出液返回进行常

压空气浸出。本发明的方法可实现铜渣中铜与

镍、钴的有效分离，镍、铜、钴的资源综合回收利

用，原理可靠，流程简短，资源利用率高，易于实

现工业化生产，尤其适用于镍精炼系统铜渣的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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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铜渣用水清洗，清洗后的洗液并入镍精炼系统；

（2）将步骤（1）中用水清洗后的铜渣进行常压空气浸出，空气通入量为3  Nm3/h-  4  Nm3/

h，首次浸出加入2  g/L-5  g/L  Cu2+、后续采用步骤（3）中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进行浆化

后再进行常压空气浸出，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液并入镍精炼系统；

（3）将步骤（2）中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加入硫酸溶液、通入氧气进行加压氧气浸

出，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渣作为铜精矿返回铜熔炼系统，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返回

步骤（2）用于浆化用水清洗后的铜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铜渣用水清洗的条件为：水与铜渣

的液固质量比为2:1-3:1、常温清洗、搅拌时间为1  h-2  h、搅拌转速为100  r/min-150  r/

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常压空气浸出的条件为：加压氧气

浸出后的浸出液与铜渣的液固质量比为5:1-6:1、浸出温度为50  ℃-60  ℃、搅拌转速为150 

r/min-200  r/min、浸出时间为4  h-6  h、调节终点pH为  4-4.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加压氧气浸出的条件为：硫酸溶液

与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的液固质量比为5:1-6:1、浸出温度为180  ℃-190  ℃、搅拌转

速为150  r/min-200  r/min、氧气分压为0.2  MPa-0.25  MPa、通入氧气的反应时间为4  h-6 

h、停止通入氧气后的反应时间为0.4  h-0.5  h。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71245 A

2



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色金属湿法冶炼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化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镍精炼系统一般采用的是传统的硫化镍可溶阳极电解工艺和硫酸加压浸

出-不溶阳极电积镍两种工艺流程，其中，硫化镍可溶阳极电解工艺经过多年发展，得到了

不断优化和完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稳定，工艺操作控制简单，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已经成

为一种经典的镍湿法精炼工艺流程，为主要镍精炼工艺流程。硫化镍可溶阳极电解工艺采

用三段连续净化工艺进行深度除杂：空气氧化中和除铁、镍精矿加阳极泥置换除铜、氯气氧

化中和除钴。为了提高镍的直收率，目前均采用二次处理方法，分别对净化渣进行处理，以

回收其中的镍，其中，铜渣一般采用氯气全浸工艺进行处理，图1为现有技术的铜渣氯气全

浸工艺流程示意图，通过合理浆化配液，控制镍/铜比和溶液中Cu+/Cu2+的比例，在通入氯气

的情况下，控制电位和反应温度，使铜渣中的镍和铜全部进入浸出液。浸出矿浆经离心过滤

后，得到的浸出液再经过造液脱铜，最终使浸出液中的铜以海绵铜的形式除去，海绵铜经水

洗后送铜盐厂生产硫酸铜。镍以离子形态返回镍电解系统，以提高镍精炼系统镍的回收率。

含80％单质硫的铜渣氯浸渣则进行焚烧，以富集浸出渣中的贵金属，同时以制硫酸的形式，

回收浸出渣中的硫。

[0003] 采用氯气全浸工艺处理镍精炼系统铜渣虽然具有浸出率高、操作简单等优点，但

也存在以下缺陷：(1)浸出渣难以处理。由于浸出渣中含有大量的活性炭，无法进行热熔提

硫，目前采用焚烧方法处理，而富含贵金属的焚烧渣无法直接进入到合金转炉中处理。(2)

浸出液需要电解脱铜，处理成本高。采用造液脱铜工艺脱除浸出液中的铜，产出品质较低的

海绵铜粉，不仅电耗高，而且得到的铜粉杂质含量高，后续处理成本较高。(3)贵金属分散损

失。由于铜渣全浸采用的电位较高，致使铜渣中部分贵金属被浸出，造成原料中的贵金属分

散损失。(4)含氯尾气处理成本高。铜渣氯气浸出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含氯尾气，需要大量

的液碱进行吸收，增加了处理成本。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已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

化处理方法，本发明的方法实现铜渣中镍、铜、钴的综合回收，镍、铜、钴的回收率高且原理

可靠、流程简短、资源利用率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铜渣用水清洗，清洗后的洗液并入镍精炼系统；

[0008] (2)将步骤(1)中用水清洗后的铜渣进行常压空气浸出，空气通入量为3Nm3/h-

4Nm3/h，首次浸出加入2g/L-5g/L  Cu2+、后续采用步骤(3)中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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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化后再进行常压空气浸出，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液并入镍精炼系统；

[0009] (3)将步骤(2)中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加入硫酸溶液、通入氧气进行加压氧气

浸出，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渣作为铜精矿返回铜熔炼系统，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返

回步骤(2)用于浆化用水清洗后的铜渣。

[0010]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铜渣用水清洗的条件为：水与铜渣的液固

质量比为2:1-3:1、常温清洗、搅拌时间为1h-2h、搅拌转速为100r/min-150r/min。

[0011]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常压空气浸出的条件为：加压氧气浸出后

的浸出液与铜渣的液固质量比为5:1-6:1、浸出温度为50℃-60℃、搅拌转速为150r/min-

200r/min、浸出时间为4h-6h、调节终点pH为4-4.5。

[0012] 根据上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加压氧气浸出的条件为：硫酸溶液与常压

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的液固质量比为5：1-6:1、浸出温度为180℃-190℃、搅拌转速为150r/

min-200r/min、氧气分压为0.2MPa-0.25MPa、通入氧气的反应时间为4h-6h、停止通入氧气

后的反应时间为0.4h-0.5h。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与现有工艺相比，本发明的方法选择性浸出镍精炼系统的铜

渣，可实现铜渣中镍、铜的有效分离，从而降低镍精炼系统铜渣的净化处理成本；在铜渣处

理过程中将铜转变成铜精矿，缩短工艺流程，提高铜及贵金属的回收率，经济效益显著；在

浸出过程不产生有毒有害气体，过程清洁无污染，可有效消除现有氯浸工艺的污染问题。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现有技术的铜渣氯气全浸工艺流程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发明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发明铜渣中CuS和CuNiS的扫描电镜图；

[0017] 图4为本发明铜渣中CuNiS、CuS、NaKCaAlSiO4、SiO2、S的扫描电镜图；

[0018] 图5为本发明铜渣中主要组分Ni、Cu、S的能谱图；

[0019] 图6为本发明铜渣中主要组分Ni、Cu、S、Cl、O的能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参见图2，本发明的镍精炼系统铜渣资源化处理方法的流程示意图，本发明涉及的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铜渣用水清洗，清洗后的洗液并入镍精炼系统；铜渣用水清洗的

条件为：水与铜渣的液固质量比为2:1-3:1、常温清洗、搅拌时间为1h-2h、搅拌转速为100r/

min-150r/min。(2)将步骤(1)中用水清洗后的铜渣进行常压空气浸出，空气通入量为3Nm3/

h-4Nm3/h，首次浸出加入2g/L-5g/L  Cu2+、后续采用步骤(3)中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进

行浆化后再进行常压空气浸出，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液并入镍精炼系统；常压空气浸出

的条件为：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与铜渣的液固质量比为5:1-6:1、浸出温度为50℃-60

℃、搅拌转速为150r/min-200r/min、浸出时间为4h-6h、调节终点pH为4-4.5。(3)将步骤(2)

中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加入硫酸溶液、通入氧气进行加压氧气浸出，加压氧气浸出后

的浸出渣作为铜精矿返回铜熔炼系统，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返回步骤(2)用于浆化用

水清洗后的铜渣。加压氧气浸出的条件为：硫酸溶液与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的液固质

量比为5：1-6:1、浸出温度为180℃-190℃、搅拌转速为150r/min-200r/min、氧气分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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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Pa-0.25MPa、通入氧气的反应时间为4h-6h、停止通入氧气后的反应时间为0.4h-0.5h。

[0021] 镍精炼系统产出的铜渣中典型元素为Ni、Cu以及少量的Fe和Co，各元素及其质量

百分含量见表1，通过物相分析得知，铜渣主要物相为NiS、CuS、Cu2S以及少量的单质硫，铜

渣中各物质的扫描电镜图参见图3和图4，铜渣主要组分能谱图参见图5和图6。对于铜渣可

采用选择性浸出工艺进行处理。

[0022] 表1铜渣主要元素及其质量百分含量

[0023]

[0024] 浸出工艺过程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常压空气浸出和加压氧气浸出。其中，常压空气

浸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浸出置换将浸出液中的Cu、Fe分别降到0.01g/L以下；二是浸

出部分Ni、Co，减少后续加压氧气浸出的负荷。常压空气浸出将物料中的金属相进行氧化溶

解的主要反应过程如下：

[0025] Ni+CuSO4＝NiSO4+Cu

[0026] Co+CuSO4＝CoSO4+Cu

[0027] Cu+1/2O2＝Cu2O

[0028] 常压空气浸出后期，当溶液pH值大于3.9时，溶液中的铜会按下式生成碱式硫酸铜

沉淀，从而达到降低浸出液中铜含量的目的：

[0029] 3CuSO4+4H2O＝CuSO4·2Cu(OH)2+2H2SO4

[0030] 同时，溶液中少量的Fe2+被氧化成Fe3+，生成针铁矿沉淀，从溶液中脱除：

[0031] 2Fe2++1/2O2+3H2O——2α-FeO(OH)+4H+

[0032] 加压氧气浸出过程需要加入硫酸溶液、通入氧气进行，加压氧气浸出的主要目的

是使Ni、Co浸出，同时浸出少部分铜供常压空气浸出工序使用，而将物料中的大部分铜和全

部贵金属抑制在浸出渣中，以实现选择性浸出。主要反应如下：

[0033] Ni3S2+H2SO4+1/2O2＝NiSO4+2NiS+H2O

[0034] Ni3S2+2CuSO4＝2NiSO4+Cu2S+NiS

[0035] 2Ni3S2+2CuSO4+1/2O2＝2NiSO4+4NiS+Cu2O

[0036] 镍精炼系统铜渣中含有一定的氯离子，会腐蚀加压浸出设备。因此，在浸出之前需

要首先对铜渣进行洗涤，以洗脱其中游离的氯离子。洗后铜渣用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

进行浆化并进行常压空气浸出，得到含铜、铁较低的浸出液，浸出液直接并入镍精炼生产系

统，用于补镍。常压空气浸出渣进行加压氧气浸出，在实现抑制铜的前提下，使Ni、Co的浸出

率大于95％，并得到Cu的质量百分含量大于55％、Ni的质量百分含量小于3％的浸出渣直接

作为铜精矿返回到铜熔炼系统，用于生产阳极铜，并富集回收贵金属。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

出液返回常压空气浸出工序，进行常压空气浸出。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38] 实施例1

[0039] 称取1kg镍精炼系统铜渣用水进行清洗，清洗后的洗液并入镍精炼系统，铜渣用水

清洗的条件为：水与铜渣的液固质量比为2:1、常温清洗、搅拌时间为1.5h、搅拌转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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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r/min；清洗后，采用真空抽滤进行液固分离，滤渣进行烘干，采用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检测氯元素的质量百分含量由清洗前的9.8％降至清洗后的4.8％。将用水清洗后的铜渣进

行常压空气浸出，空气通入量为4Nm3/h，首次浸出加入5g/L  Cu2+、后续采用加压氧气浸出后

的浸出液进行浆化后再进行常压空气浸出，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液并入镍精炼系统，常

压空气浸出的条件为：加压氧气浸出的浸出液与铜渣的液固质量比为6:1、浸出温度为60

℃、搅拌转速为150r/min、浸出时间为5h、调节终点pH为4.5，常压空气浸出后，经过真空抽

滤进行液固分离，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液中Ni2+、Cu2+、Fe2

+/Fe3+的含量分别为：Ni2+80.1g/L，Cu2+0.0095g/L，Fe2+/Fe3+0.0078g/L。将常压空气浸出后

的浸出渣加入硫酸溶液、通入氧气进行加压氧气浸出，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渣作为铜精

矿返回铜熔炼系统，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液返回常压空气浸出工序进行常压空气浸出，

加压氧气浸出的条件为：硫酸溶液与常压空气浸出后的浸出渣的液固质量比为6:1、浸出温

度为180℃、搅拌转速为200r/min、氧气分压为0.2MPa、通入氧气的反应时间为6h、停止通入

氧气后的反应时间为0.5h。加压氧气浸出后，采用真空抽滤进行液固分离，滤渣进行烘干，

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烘干后滤渣中镍、铜、钴的元素含量，得到镍、钴的浸出率分

别为98.1％、97.2％，加压氧气浸出后的浸出渣中铜的质量百分含量为58.1％，镍的质量百

分含量为2.3％，达到铜精矿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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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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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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