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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钼矿冶炼渣酸浸液的萃取净化及氧化亚镍的制备
楚广，赵思佳，杨天足
(中南大学 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摘要：用溶剂萃取的方法从镍钼矿冶炼渣酸浸液中回收镍并制备氧化亚镍粉末。研究结果表明：有机相中萃取剂
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基酯(PC−88A)的添加量、相比(即水与油的体积比)、萃取时间、料液的 pH 对镍萃取
有显著的影响，温度对镍的萃取影响很小。最佳萃取工艺条件如下：萃取剂(PC−88A)体积分数为 30%，相比为
3:1，料液的 pH 为 6.7，萃取时间为 3 min，萃取温度为 30 ℃，在此最佳条件下进行二级错流萃取，镍的萃取率
为 99.6%。反萃的最佳条件如下：相比为 1:3，盐酸的浓度为 2 mol/L，反萃时间为 3 min，在此最佳条件下，一级
镍的反萃率为 99.3%。用反萃得到氯化镍先制备草酸镍，然后煅烧，得到纯度达 99 %氧化亚镍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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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vent extraction and purification of acid leach liquor of metalliferous
black shale smelter slag and preparation of NiO powder
CHU Guang, ZHAO Si-jia, YANG Tian-zu
(School of Metallur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Nickel was recovered by solvent extraction from the acid leach liquor of metalliferous black shale smelter slag
and NiO powder was produced from nickel oxalate prepa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dition amount of the extractant
(PC−88A), phase ratio volume ratio of water to oil, extraction time, pH of the feed solu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nickel extraction and extraction temperature has a marginal effect on nickel extraction. Optimum process operating
parameters are as follows: volume fraction of addition PC−88A of 30%, volume ratio of water to oil of 3:1, pH of feed
solution 6.7 for 3 min at 30 ℃. Under the optimum condition, the two-step cross-current extraction is carried out to
extract nickel and the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of nickel is 99.6%. The nickel stripping efficiencies in the examined
conditions are about 99.3% under conditions of phase ratio of 1:3, hydrochloric acid 2 mol/L for 3 min. Then, the purged
nickel chloride is used to produce nickel oxalate and NiO powder with purity of above 99% is obtained.
Key words: solvent extraction; stripping; PC-88A; nickel recovery

镍是位居元素周期表第Ⅷ族的金属元素，被称为

不断减少，以及工业和生活的含镍废品的不断增加，

“钢铁工业的维生素”，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国防、

从含镍的废料以及废液中回收镍以及其他有价金属十

[1]

冶金、机械、电镀、电子、电池、建材等行业 。镍

分必要。而含镍废料的浸出液或废液中镍的含量低，

也广泛用于制备耐热合金、磁性材料、电子及电气材

若采用浓缩蒸馏，则费用较高。此外，镍钼矿经过焙

料、触媒、储氢金属、形态记忆合金、颜料及染料等

烧脱硫−碳酸钠焙烧回收钼后，镍钼矿冶炼渣中钠离

[2]

功能材料 。随着镍中高品位硫化矿物、氧化矿物的

子含量高，酸浸后得到的溶液中钠离子质量浓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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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L 以上，而镍离子质量浓度仅为 3 g/L 左右，故实

Zn，Mg，Ca，Pb 和 Cu 等。针对此溶液的特点，选

验选择溶剂萃取方法从高钠溶液中回收镍。对镍钼矿

择了氧化中和水解 2 步除铁、硫化钠沉淀除铅铜、氟

的冶炼和资源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溶剂萃

化钠沉淀除钙镁、萃取法除锌的净化工艺。

取用于无机物的分离、富集始于 19 世纪中叶。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金属的溶剂萃取才得到迅速发

表1

展。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金属溶剂萃取技术在核

浸出液中金属质量浓度

Mass concentration of leach liquor

Table 1

g/L

燃料、有色金属、稀土、稀有金属以及贵金属的提取、

Ni

Fe

Ca

Mg

Zn

Cu

Pb

分离等方面得到工业应用[3]，特别是在稀土以及铜、

3.782

20.101

1.030

1.226

0.432

0.226

0.314

镍、钴、贵金属、稀散金属的分离和提纯中均得到工
业化应用[4−7]。PC−88A 的性质稳定，萃取效果好，其

(1) 氧化中和水解除铁。部分金属氢氧化物沉淀

在硫酸介质中萃取金属能力基本上与 P204 的类似，

的 pH 如表 2 所示[13]。要去除镍溶液中的铁，就需要

[8−9]

，因此，工业上

将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从而形成氢氧化铁沉淀。氧化

研究了制备草酸镍粉

中和水解的优点是除铁效果好，除铁后溶液中铁质量

末时的形状以及粒度的控制，并对草酸镍形貌和粒度

浓度小于 3 mg/L。但若浸出液中铁的质量浓度高，则

控制在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得到针状、球状、片状的

沉淀过滤速度慢，渣量大。在浸出液中加入一定量的

但钴镍萃取曲线之间的距离大一些
主要用于分离钴镍。童长钿等

[11]

草酸镍粉末。Liu 等

[10]

用草酸盐沉淀−焙烧方法制备氧

pH=3.5~4.0 的乙酸−乙酸钠缓冲液，滴加一定量的 30%

化亚镍粉末，此工艺简单易控制。邓祥义等[12]用氨水

H2O2, 用氢氧化钠调节溶液的 pH=3.0~3.5，在 90 ℃水

单相沉淀法制备得到纳米氧化亚镍，此工艺操作简单，

解 2 h，搅拌速度为 700 r/min，过滤后得到的溶液铁

易于实现工业化。在此，本文作者对用 PC−88A 从镍

质量浓度小于 6 mg/L，同时也可以附带除去一部分

钼矿冶炼渣硫酸浸出液中回收镍的萃取工艺进行研

硅。反应如下：

究，并制备氧化亚镍粉末。

Fe 2+ − e → Fe3+
Fe +3H 2 O=Fe(OH)3 ↓ +3H +

(1)
(2)

3+

1

实验

表2

25 ℃时部分金属氢氧化物沉淀的最低 pH

Table 2 The lowest pH of some metals hydroxides

1.1

precipitation at 25 ℃

主要实验原料与仪器
(1) 原料与试剂：镍钼矿冶炼渣硫酸浸出的含镍

溶液(镍钼矿冶炼渣来自湖南省张家界市)；PC−88A(上

Fe(OH)3

Ni(OH)3

Fe(OH)2

Ni(OH)2

2.2

4.0

5.8

7.4

海莱雅仕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煤油，均为试剂级产品；
硫酸与氢氧化钠以及氨水，均为分析纯。
(2) 仪器：IRIS INTREPID ⅡXSP 型等离子发射
光谱仪(美国 Thermo Electron 公司制造)；WFX120 型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北京瑞丽公司制造)；
JSM−6360LV 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电子株式会社制
造)；X 线衍射仪(日本 Rigaku 公司制造)；DF−Ⅱ集热

(2) 硫化物除铜铅。根据金属元素 Ni，Cu 和 Pb
硫化物的溶解度的差异，将 pH 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铜、铅以硫化物的形式沉淀出来，而镍仍然保留在溶
液中。铜、铅、镍硫化物的溶度积以及 pH 见表 3 与
表 4。由于浸出液中镍的浓度约为 0.06 mol/L，所以，
控制溶液的 pH 为 3.0 左右，搅拌速度为 700 r/min，
在 85 ℃反应 1.5 h。硫化钠的添加量为理论量的 4 倍。

式磁力加热搅拌器；125 mL 分液漏斗；DELTA−320

铜、铅与硫化钠反应生成不溶黑色沉淀，过滤得到的

型 pH 计。

溶液铜、铅的脱除率大于 99.9%。

将镍钼矿冶炼渣浸出液以及将其净化得到的溶液

用硫化物除铜，铅的反应如下：

进行等离子发射光谱分析。此外，在萃取实验中，溶

Cu2++S2−=CuS↓

(3)

液的镍含量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进行分析。
1.2 实验原理

Pb2++S2−=PbS↓

(4)

1.2.1 含镍浸出液净化

(3) 氟化钠法除钙、镁。根据热力学数据，CaF2
和 MgF2 的溶度积(Ksp)都较小，而 NiF2 的溶解度较大，

含镍浸出液净化处理前溶液中金属离子质量浓度

所以，氟化物是一种很好的脱除钙、镁的沉淀剂。实

见表 1。由表 1 可知：含镍浸出液的主要杂质为 Fe，

验条件如下：pH=4.5，搅拌速度为 700 r/min，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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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步骤，因此，必须研究各因素对镍萃取以及反萃

18~25 ℃时铜、铅、镍的硫化物的溶度积

表3

Solubility product of copper sulphide, lead sulphide

Table 3

Cu2S

PbS

6.3×
10−36

2.5×
10−48

8.0×
10−28

NiS(α 相) NiS(β 相) NiS(γ 相)
3.2×
10−19

1.0×
10−24

2.0×
10−26

c(Me )/(mol·L )
1
−4

10

2.1

萃取

液的 pH 调整为 6.0，萃取时间为 3 min。萃取剂 PC−88A

pH

−1

进行单因素实验，实验结果如图 1~8 所示。

萃取条件如下：相比为 3:1，取 60 mL 料液，料

Table 4 Balance pH of sulfide formation at 25 ℃
n+

有：反萃剂的浓度、相比和反萃时间等。分别对它们

2.1.1 萃取剂体积分数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25 ℃时硫化物形成的平衡 pH

表4

的影响。影响萃取的因素有：萃取剂的添加量、相比、
料液的 pH、萃取时间和萃取温度等。影响反萃的因素

and nickel sulphide at 18−25 ℃
CuS

1197

CuS

Cu2S

PbS

NiS

−6.55

−12.35

−2.85

1.24

−4.55

−8.35

−0.85

3.24

的添加量对镍的萃取的影响如图 1 所示。

85 ℃，反应 1.5 h，静置 4 h。其中氟化物的添加量为
理论量的 6 倍，钙镁的净化率达 95%以上。
Ca2++2F−=CaF2↓
2+

−

Mg +2F =MgF2↓

Ksp=2.7×10−11

(5)

−9

(6)

Ksp=6.5×10

(4) 萃取法除锌。在 pH=3.5 条件下，按体积比添
加 20%的 PC−88A，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净化液与有
机相以相比(即水与油的体积比)3:1 在室温下混合，摇
3 min，静置 0.5 min 分层。一级萃取锌的净化率为
99.8%。含镍浸出液净化后金属离子质量浓度见表 5。
1—一级萃取；2—二级萃取
表5

图1

净化液中金属质量浓度
mg/L

Fig.1 Effect of addition amount of PC−88A

Cu

Pb

on nickel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0.010

0.017

Table 5

Mass concentration of purged liquor

Ni

Fe

3 275.800

Ca

Mg

Zn

0.848 23.059 25.355 2.013

PC−88A 的添加量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由图 1 可知：随着萃取剂 PC−88A 的添加量的增
1.2.2 萃取和反萃原理

加 ， 镍的 一级 萃 取率 呈逐 渐 上升 趋势 ； 当萃 取剂

在实验中选取 PC−88A 为萃取剂，磺化煤油为稀

PC−88A 的体积分数小于 30%时，镍的二级萃取率随

释剂。PC−88A 的皂化率一般控制在 70%~75%为宜，

着 PC−88A 的体积分数的增加不断增加；当萃取剂

金属过高会导致黏度过大；负荷过低，则萃取剂利用

PC−88A 的体积分数大于 30%时，镍的二级萃取率基

率太低[13]。由于含镍净化液中含有少量锌，用 PC−88A
萃取除锌，然后，用二级错流萃取回收镍。

含量低会使得有机相中负载的镍离子含量小。当有机

有机磷酸萃取镍的总反应式可以写为：
Ni

2+

+ nH 2 A 2(O) = NiA 2 ⋅ (n − 1)H 2 A 2(O) + 2H

本保持不变，可达 99.5%。这是因为有机相中 PC−88A
相中 PC−88A 体积分数太大时，不仅不会促进镍萃取

+

(7)

镍的反萃反应式可以写为：

率提高，而且会消耗过多的萃取剂；所以，选取有机
相中 PC−88A 的体积分数为 30%。
2.1.2 相比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NiA 2 ⋅ (n − 1)H 2 A 2(O) + 2HCl = NiCl 2 + nH 2 A 2(O) (8)

萃取条件为：
有机相中 PC−88A 的添加量为 30%，
料液的 pH 调整为 6.0，萃取时间为 3 min。萃取时相

2

结果与讨论

比对镍的萃取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以看出：随着料液与有机相的相比的增
加，镍的一级萃取率呈逐渐下降趋势；当料液与有机

萃取和反萃是决定氯化镍质量以及镍的回收率的

相的相比大于 3:1 时，镍的二级萃取率随着相比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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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不断减少；当料液与有机相的相比小于 3:1 时，

增加，有机相从料液中萃取镍越接近平衡；当萃取时

镍的二级萃取率基本保持不变，可达 99.2%。这是因

间大于 3 min 时，镍的萃取率基本保持不变。

为当有机相体积不变时，增加料液的体积后，镍离子
含量增加，萃取剂总量不变，使得镍的萃取率下降；
减少料液的体积后，料液中镍离子含量减少，使得镍
的萃取率增加。所以，后续实验选取料液与有机相的
相比为 3:1。

1—一级萃取；2—二级萃取
图3

萃取料液的 pH 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pH of feed solution on
nickel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1—一级萃取；2—二级萃取
图2

萃取相比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phase ratio of aqueous phase to organic phases
on nickel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2.1.3 溶液 pH 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萃取条件如下：有机相中 PC−88A 的体积分数为
30%，取 60 mL 料液，料液与有机相的相比为 3:1，平
衡时间为 3 min。萃取时料液的 pH 对镍的萃取的影响
如图 3 所示。从图 3 可以看出：随着料液的 pH 的增
加，镍的一级萃取率呈逐渐增加，并在 pH=6.7 时达

1—一级萃取；2—二级萃取

到最大值 86.7%；随着料液的 pH 的增加，镍的二级

图4

萃取率逐渐增加，并在 pH=6.7 时达到最大值 99.4%。

Fig.4 Effect of extraction time on

这是因为萃取剂 PC−88A 在较高的 pH 下对镍的萃取

nickel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萃取时间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能力最强。所以，后续实验选取料液的 pH 为 6.7。
2.1.4 萃取时间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2.1.5 温度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萃取条件如下：有机相中 PC−88A 的体积分数为

萃取条件如下：有机相中 PC−88A 的体积分数为

30%，取 60 mL 料液，料液与有机相的相比为 3:1，料

30%，取 60 mL 料液，料液与有机相的相比为 3:1，料

液的 pH 调整为 6.7。萃取时间对镍的萃取率的影响如

液的 pH 调整为 6.7，萃取时间为 3 min。萃取温度对

图 4 所示。从图 4 可以看出：当萃取时间为 10 s 时镍

镍的萃取的影响如图 5 所示。

的一级萃取率为 43.6%，二级萃取率为 89.3%；随着

从图 5 可以看出：随着萃取温度的升高，镍的一

萃取时间的增加，镍的一、二级萃取率逐渐增加并在

级萃取率从 30 ℃到 40 ℃有略微升高后便随着温度的

3 min 时镍的一级萃取率最大值可达 83.7%。镍的二级

升高二逐渐减低；镍的二级萃取率从 99.6%(30 ℃)逐

萃取率最大值可达 99.6%。这是因为随着萃取时间的

渐减低到 95.8%(70 ℃)，可以看出温度对镍的萃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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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较小。故选取萃取温度为 25~30 ℃。

1199

本不变，此时镍的反萃率可达 99.3%。
2.2.2 相比对镍反萃取率的影响
反萃条件为：在常温(25 ℃)下，用 2.0 mol/L 盐酸
反萃取含镍有机相，反萃 3 min，静置 2 min，反萃相
比对镍反萃率的影响如图 7 所示。

1—一级萃取；2—二级萃取
图5

萃取温度对镍萃取率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extraction temperature on
nickel extraction efficiencies

2.2

图7

有机相与盐酸溶液的相比对镍反萃率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ratio of hydrochloric acid-organic phase

反萃

2.2.1 反萃剂浓度对镍反萃取率的影响
反萃条件如下：在常温(25 ℃)时，反萃时间为 3
min，有机相与盐酸的相比为 4:1，静置 2 min。采用
盐酸作为镍的反萃剂。盐酸的浓度对镍反萃率的影响
如图 6 所示。

on nickel stripping efficiencies

由图 7 可知：在反萃相比 2:1 到 6:1 的范围内，
随着反萃相比的增加，反萃率下降很大。这是因为有
机相中镍的含量也很大，而盐酸含量较低，不能将有
机相中的镍完全反萃，导致反萃率下降。
2.2.3 反萃时间对镍反萃取率的影响
反萃条件如下：在常温(25 ℃)下，用 2.0 mol/L 的
盐酸反萃取含镍有机相，有机相与盐酸的相比为 3:1，
静置 2 min。相比对镍反萃率的影响如图 8 所示。

图6

盐酸的浓度对镍反萃率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f hydrochloric acid
on nickel stripping efficiencies

由图 6 可知：当盐酸的浓度小于 2.0 mol/L 时，随
着盐酸的浓度的增加镍的反萃率不断增加。这是因为
当体积不变时，随着盐酸浓度的增加，反萃剂中氢离
子总量增加，对有机相中镍的反萃取能力不断增强；
当盐酸的浓度等于或大于 2.0 mol/L 时，镍的反萃率基

图8

反萃时间对镍反萃率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time of reverse extraction
on nickel stripping effici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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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8 可知：盐酸对镍的反萃取率高，且萃取时

滤、洗涤、干燥。
由上述 2 种方法制备得到的草酸镍粉末形貌如图

间短；当反萃时间为 10 s 时，镍的反萃取率为 91.7%；
随着反萃时间的增加，镍的反萃率也不断增加，反萃

9 所示。由图 9 可知：草酸以液体的形式加入到氨镍

3 min 时，镍的反萃率为 99.2%，这是因为反萃时间越

络合溶液中，当氨镍络合溶液初始 pH 小于 8.0 时，得

长，盐酸与有机相接触时间越长，两相反应越充分。

到球形或类球形团聚颗粒；当氨镍络合溶液初始 pH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镍的反萃率增加很缓慢。

大于 8.0 时，得到纤维状颗粒。温度增加有利于颗粒

2.3

草酸镍的制备
反萃得到的氯化镍溶液中镍质量浓度约 32 g/L。

长大；加料速度快时，颗粒团聚加重。
2.4

氧化亚镍的制备

用活性炭除去氯化镍溶液中的有机物，取该溶液 60

将制备得到的蓝色草酸镍(图 9(d))在 700 ℃焙烧

mL。实验中使用的是饱和的草酸溶液，并用氨水、氢

4 h，得到灰绿色的氧化亚镍。X 线衍射分析结果如图

氧化钠调节溶液的 pH。

10 所示。对照 PDF(Powder diffraction file)卡片可
[10]

草酸镍的制备方法分为 2 种

：

知：得到的颗粒是 2 种晶型结构不同的氧化亚镍混合

(1) 将氯化镍溶液与氨水以及适量的氢氧化钠混

物。图 11 所示为制备得到的片状氧化亚镍 SEM

合制备成氨镍络合物溶液，在水浴中加热到一定温度，

图，颗粒度都小于 3 µm。制备的氧化亚镍符合国家一

保持一定的搅拌速度，把室温下饱和的草酸溶液缓慢

级品指标，其化学成分(质量分数)如表 6 所示。

滴加到溶液中。恒温反应一段时间后，停止滴加草酸，
继续保温陈化一段时间。

表6

(2) 将氯化镍溶液与氨水以及适量的氢氧化钠混
合制备成氨镍络合溶液，再将一定量的草酸溶液与氨
镍络合溶液混合均匀，保持一定搅拌速度，从室温下

氧化亚镍成分(质量分数)

Table 6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nickel monoxide
Ni

Co

Cu

Fe

Zn

S

Ca, Mg 和 Na 含量之和

76.0 0.30 0.10 0.15 0.10 0.01

开始升温到一定温度后，保温陈化一段时间，最后过

(a) 反应温度 35 ℃，pH=7.5，加料速度为 3 mL/min，保温 20 min；
(b) 反应温度 70 ℃，pH=7.5，加料速度为 3 mL/min，
保温 20 min；(c) 反应温度 70 ℃，pH=9.5，加料速度为 1 mL/min，保温 20 min；
(d) 反应温度 80 ℃，pH=2.5，保温 20 min；
(e) 反应温度 70 ℃，pH=9.5，保温 20 min
图9

不同条件下制备的草酸镍粉末的 SEM 形貌

Fig.9 SEM images of nickel oxalate particle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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