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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2CO3-CO2-H2O 体系处理铬渣的热力学分析
刘伟，李斌，周秋生，齐天贵，彭志宏，刘桂华，李小斌
(中南大学 冶金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摘要：采用 Na2CO3-CO2-H2O 体系处理铬渣，分析该体系的反应热力学，并通过实验研究不同浸出剂对铬渣中
Cr(Ⅵ)浸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 75 ℃，当 6.6＜pH＜10.8 且 c(CO32−)＞1.55×10−6 mol/L 时，体系处于碳酸
钙的稳定区，铬酸钙、水榴石、水铝钙石及钙铁石可被分解而释放出其中的 Cr(Ⅵ)，而水滑石难以被分解；在温
度为 80 ℃，碳酸钠质量浓度为 120 g/L，液固比为 15，CO2 体积分数为 5%，时间为 24 h 的条件下处理铬渣，得
到的渣经湿磨后再用此体系二次浸出，最终铬渣中 Cr(Ⅵ)的质量分数降至 0.13%，Cr(Ⅵ)的浸出率达到 85%；毒
性实验浸出液中 Cr(Ⅵ)和总 Cr 质量浓度分别为 1.21 mg/L 和 1.51 mg/L，均远低于 HJ/T 301—2007 中规定的限值，
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的标准；含 Cr(Ⅵ)的主要物相钙铁石、水铝钙石的质量分数明显降低且没有铬酸钙生
成，这与热力学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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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dynamic analysis of chromite ore processing residue
treatment in Na2CO3-CO2-H2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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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ew system of Na2CO3-CO2-H2O was employed to leach Cr(Ⅵ) in the chromite ore processing residue
(COPR). The thermodynamic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effect of various leaching reagents on Cr(Ⅵ) leaching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is in the stability region of CaCO3 at 75 ℃ with pH in 6.6−10.8 and the CO32−
concentration above 1.55×10−6 mol/L, and thus CaCrO4, hydrogarnet, hydrocalumite and brownmillerite may be
decomposed, resulting in the release of Cr(Ⅵ), while hydrotalcite can hardly be decomposed. The content of Cr(Ⅵ) in
COPR treated by Na2CO3-CO2-H2O leaching followed by wet-grinding and then leaching, and the leaching efficiency of
Cr(Ⅵ) in COPR can reach 0.13% and 85% respectively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s of 80 ℃, liquid-solid ratio of 15,
CO2 concentration in the mixture of CO2 and air of 5%, Na2CO3 mass concentration of 120 g/L and leaching time of 24 h.
The Cr(Ⅵ) and total Cr mass concentrations in the leachate of toxicity characteristic leaching procedure of the COPR
treated under the above optimal conditions are 1.21 mg/L and 1.51 mg/L respectively, far below the regulatory limit and
meeting the landfill standard for common industrial solid waste in HJ/T 301—2007. The contents of brownmillerite and
hydrocalumite regarded as the main Cr(Ⅵ)-bearing phases reduce obviously and there are no apparent diffraction peaks
of CaCrO4, approximately in agreement with the thermodynamic calculation.
Key words: chromite ore processing residue (COPR); Cr(Ⅵ); leaching; thermodynamics

铬渣(COPR)是铬铁矿经高温焙烧、用水浸取铬酸

0.5%~2.0%(质量分数)的 Cr(Ⅵ)，被列为危险废物[1]。

钠后得到的废渣。传统有钙焙烧工艺产生的铬渣含有

目前，铬渣处理仍然以堆存为主，而铬渣堆存有 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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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问题：一是铬渣中 Cr(Ⅵ)随雨水源源不断地浸

反应计时。在反应过程中气体流量维持在 0.1 m3/h 左

出；二是铬渣的体积膨胀无法控制[2]。因此，对铬渣

右，以保证反应物料的搅拌效果不受影响。反应结束

进行解毒与综合利用势在必行。将铬渣中的 Cr(Ⅵ)转

后，进行固液分离并测定滤液的 pH，将处理后的铬渣

[3]

[4]

[4]

移至液相，主要有水化法 、酸溶法 和碱溶法 。水

充分洗涤后烘干、称质量，最后分析渣中 Cr(Ⅵ)的含

化法是用水作浸出剂，利用铁铝酸钙等的水化特性，

量并计算铬渣中 Cr(Ⅵ)的浸出率。

将铬渣中的水溶性和少部分酸溶性 Cr(Ⅵ)转移到溶液

1.3

分析方法

中。由于 Cr(Ⅵ)浸出不彻底，Geelhoed 等[5]否定了用

渣中 Cr(Ⅵ)的含量依据 GB 5085.3—2007《危险

此法来解毒铬渣。而酸溶法是用硫酸等强酸破坏铬渣

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中《附录 T：固体废

中含 Cr(Ⅵ)物质的结构，从而将渣中 Cr(Ⅵ)转移到液

物—六价铬分析的样品前处理—碱消解法》和 GB/T

相中。由于铬渣具有很强的 pH 缓冲能力，将其 pH 由

15555.4—1995《固体废物：六价铬的测定—二苯碳酰

[5]

12.0 调至 7.5 所需酸量较大，导致其解毒成本较高 。

二肼分光光度法》进行测定；溶液的 pH 用酸度计

考虑到铬渣中含有大量的碱性物质，以碱性体系处理

(PHS−25C Precision)测定；渣的物相组成采用 X 线衍

[6]

铬渣应该更加合理。景学森等 对铬渣中 Cr(Ⅵ)在不

射仪(D/MAX-RA)进行分析。

同盐溶液中的浸出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 Na2CO3 溶
液的浸出效果最好，Cr(Ⅵ)浸出率可达 77%；陈振林
等[7]用 CO2 处理铬渣，在常温常压下于水中处理 3 h，

2 结果与讨论

渣中 Cr(Ⅵ)的浸出率也可达 65%。目前，单独用 CO2
或 Na2CO3 处理铬渣均无法实现铬渣解毒，且其解毒

2.1

机理不清楚。为此，本文作者对采用 Na2CO3-CO2-H2O

2.1.1 铬渣中 Cr(Ⅵ)的存在形式

热力学计算与分析

体系处理铬渣进行热力学计算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铬渣的物相组成极其复杂，国内外学者综合运用

进行实验研究，以便寻找一种强化铬渣中含 Cr(Ⅵ)的

XRD(X 线衍射)，FT-IR(红外)，SEM-EDX(扫描电镜−

钙镁复杂化合物分解的方法，开发铬渣解毒新技术。

能谱)和 XRF(X 线荧光)对铬渣中 Cr(Ⅵ)的存在形式进
行了研究[8−11]，主要结果见表 2。物相中四水铬酸钠呈
水溶性，铬酸钙呈微溶性，而其他几种物质都是呈难

1 实验
1.1

溶性。
2.1.2 热力学参数及计算

实验原料
实验所用铬渣取自某铬渣堆场，其主要化学成分

(质量分数)见表 1。将铬渣在 50 ℃时烘干 12 h，然后，
磨细至过 75 µm 筛作为实验原料。所用碳酸钠为化学
纯，二氧化碳为工业纯。
表1

此未对其进行热力学分析，而主要对水榴石、水铝钙
石、水滑石及钙铁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的反
应行为进行热力学分析。
体系中相关离子及部分化合物的热力学参数可直
接从文献[12−13]查得，如表 3 所示。而 Ca4Al2Fe2O10

铬渣的主要化学组成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OPR

%

Fe2O3

SiO2

Al2O3

CaO

MgO

9.23

7.03

8.20

26.83

24.98

的热力学参数根据文献[13]求得：298 K 时的吉布斯自
Θ
由能 G298
为−5.172 70 MJ/mol，348 K 时的吉布斯自由
Θ
能 G348
为−5.195 41 MJ/mol；CaCrO4 的热力学参数根

K2O

Na2O

Cr(Ⅵ)

Cr(Ⅲ)

Θ
Θ
据文献[14−15]求得：G298
为−1.403 96 MJ/mol，G348
为

0.055

0.39

1.16

3.22

−1.412 20 MJ/mol；Mg6Al2(CO3)(OH)16·4H2O 的热力学

注：Cr(Ⅵ)和 Cr(Ⅲ)的质量分数均以 Cr2O3 计。

1.2

由表 2 可知：钙钒石中 Cr(Ⅵ)的含量极少。故在

实验步骤
将一定量铬渣置于直径×长度为 35 mm×315

mm 的玻璃管中，按液固比为 15 加入设定浓度的碳酸

Θ
参数根据文献[16]及表 3 求得： ∆ f G298
为−8.454 55
Θ
MJ/mol， ∆ f G348
为−8.289 02 MJ/mol。

铬渣处理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见表 4。根
据 公 式 ∆ r GTΘ = ∑ GTΘ生成物 − ∑ GTΘ反应物 或 ∆ r GTΘ =

∑ ∆ f GTΘ生成物 − ∑ ∆ f GTΘ反应物 计算各化学反应在 298 K

钠溶液(浓度以 Na2O 计)，混合均匀后在恒温水浴槽中

和 348 K 时的标准吉布斯自由能变化 ∆ r GTΘ ，计算所

保温一段时间，达到预定温度后，从溶液底部通入二

用热力学参数为表 3 和上述根据文献计算所得热力学

氧化碳与空气的混合气体(CO2 体积分数为 5%)并开始

参数。然后，由等温方程式 ∆ r GTΘ = − RT ln K TΘ 得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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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 K TΘ ，进而求出反应在温度

的 pH。为了便于分析，在此没有考虑 CO2 气体分压
对各物质分解的影响。

−

2−

T 下达到平衡时 ln c(CO3 )与 ln c(OH )的关系式。推
导浓度时均以溶液中离子浓度代替活度进行计算，并

由表 4 中 lg c(CO32−)−pH 关系式(1)~(5)绘制出

且 设 溶 液 中 c(Al(OH)4−)=0.1 mol/L ， c(CrO42−)=

25 ℃时水榴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的热力学平

+

衡图，同样可绘制出 75 ℃时的热力学平衡图，将两图

0.01 mol/L。最后，根据不同温度下溶液中 c(H )与
−

叠加得到图 1。依此方法，可由表 4 中关系式绘制水

c(OH )之间的关系，得到各化学反应达到平衡时的
2−

铝钙石、水滑石和钙铁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

lg c(CO3 )−pH 关系式，计算结果见表 4。
2.1.3 热力学平衡图的绘制及其分析

的热力学平衡图，分别如图 2~4 所示。
由图 1 可知：在 75 ℃下且 6.6＜pH＜10.8 时，体

2−

由于在酸性条件下 CO3 会转变为 H2CO3，研究
2−

CO3 对含 Cr(Ⅵ)物质的分解作用没有意义，因此，只

系中存在水榴石的稳定区且不会有 CaCrO4 生成；当

讨论体系在弱酸性到碱性条件下(6＜pH＜14)铬渣中

体 系 的 pH 满 足 此 条 件 并 且 c(CO32−) ＞ 3.16×10−7

各物质的反应行为，并且在此条件下 CrO42− 转变为

mol/L 时，水榴石将被分解而转变为 CaCO3 且稳定存

2−

2−

Cr2O7 的程度很弱，可以忽略 CrO4 浓度变化对热力

在。另外，从图 1 中不同温度下平衡线的走向可以看

学计算的影响。在 Na2CO3-CO2-H2O 处理体系中，由

出：降低温度后 CaCO3 的稳定区有所扩大，说明降低

−

2−

2−

于 CO3 参与分解反应并生成 OH ，导致 CO3 浓度下

温度有利于水榴石的分解。图 2 中各平衡线的走向与

降和碱度上升。但是，通入的 CO2 气体通过溶解反应

图 1 中的相似，在 75 ℃且 6.6＜pH＜12.2，c(CO32−)＞

CO2+H2O=H2CO3 及 中 和 反 应 2OH−+H2CO3=

2×10−4 mol/L 时，体系处于 CaCO3 的稳定区，水铝

CO32−+2H2O，可以维持 CO32−的浓度稳定并调节体系

钙石可被分解而转变为 CaCO3 且稳定存在。但从图 3

表 2 铬渣中 Cr(Ⅵ)的存在形式
Table 2 Existing forms of Cr(Ⅵ) in COPR
物相

Cr(Ⅵ)的相对含量[9]

Cr(Ⅵ)的存在形式和特点

四水铬酸钠(Na2CrO4·4H2O)

多

—

铬酸钙(CaCrO4)

少

—

水榴石(Ca3Al2(OH)12)

中等

OH−被 CrO42−取代[8]

钙铁石(Ca4Al2Fe2O10)

中等

包裹其他含有 CrO42−的物质[9]

水滑石(Mg6Al 2(CO3)(OH)16·4H2O)

中等

CrO42−存在于双羟基层状结构中，

水铝钙石(Ca4Al2(OH)14·6H2O)

中等

具有可交换性[10]

钙钒石(Ca6Al2(SO4)3(OH)12·26H2O)

微量

SO42−被 CrO42−取代[11]

表3

体系中相关物质的热力学参数

Table 3 Thermodynamic data of related substances in system
物质[12]
CO32−

Θ
/(MJ·mol−1)
G298

−0.672 90

−

OH

−0.233 12
−

Θ
/(MJ·mol−1)
G348

−0.670 03
−0.232 72

物质[13]

Θ
/(MJ·mol−1)
∆ f G298

Θ
/(MJ·mol−1)
∆ f G348

CO32−

−0.527 82

−0.500 31

−0.157 24

−0.144 14

OH

−
−

Al(OH)4

−1.531 93

−1.537 91

Al(OH)4

−1.305 32

−1.273 29

CrO4

2−

−0.908 59

−0.911 87

H2O

−0.237 18

−0.229 28

H2O

−0.306 68

−0.310 42

MgCO3

−1.029 72

−1.016 05

CaCO3

−1.233 53

−1.238 31

Mg(OH)2

−0.833 64

−0.818 70

Ca(OH)2

−1.011 07

−1.015 60

Al(OH)3

−1.154 02

−1.131 24

Fe2O3

−0.850 32

−0.855 12

Ca2Al2(OH)12

−5.625 11

−5.645 70

Ca4Al2(OH)14·6H2O

−8.503 55

−8.542 08

1212

第 42 卷

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表4

铬渣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反应及 lg c(CO32−)−pH 关系式(25 ℃时)

Table 4 Possible chemical reactions of COPR in Na2CO3-CO2-H2O system and lg c(CO32−)−pH relationships
序号

化学反应式

lg c(CO32−)−pH 关系式

(1)

CaCrO4+CO32−=CaCO3+CrO42−

lg c(CO32−)=−13.32

(2)

Ca(OH)2+CO32−=CaCO3+2OH−

lg c(CO32−)=2pH−30.77

(3)

Ca3Al2(OH)12+3CO32−=3CaCO3+2Al(OH)4−+4OH−

lg c(CO32−)=1.33pH−22.43

(4)

Ca3Al2(OH)12+2OH−=3Ca(OH)2+2Al(OH)4−

pH=12.50

(5)

−

−

−

Ca3Al2(OH)12+3CrO4 =3CaCrO4+2Al(OH)4 +4OH
−

pH=6.84

(6)

Ca4Al2(OH)14·6H2O+4CO3 =4CaCO3+2Al(OH)4 +6OH +6H2O

lg c(CO32−)=1.5pH−23.32

(7)

Ca4Al2(OH)14·6H2O+2OH−=4Ca(OH)2+2Al(OH)4−+6H2O

pH=14.89

(8)

2−

2−

−

−

−

Ca4Al2(OH)14·6H2O+4CrO4 =4CaCrO4+2Al(OH)4 +6OH +6H2O
2−

−

−

pH=6.67

(9)

Mg6Al2(CO3)(OH)16·4H2O+5CO3 =6MgCO3+2Al(OH)4 +8OH +4H2O

lg c(CO32−)=1.6pH−19.37

(10)

Mg6Al2(CO3)(OH)16·4H2O+4OH−=6Mg(OH)2+2Al(OH)4−+CO32−+4H2O

lg c(CO32−)=4pH−53.04

(11)

Mg(OH)2+CO32−=MgCO3+2OH−

lg c(CO32−)=2pH−24.98

(12)

Ca4Al2Fe2O10+4CO32−+7H2O=4CaCO3+2Al(OH)4−+Fe2O3+6OH−

lg c(CO32−)=1.5pH−31.83

(13)

Ca4Al2Fe2O10+4CrO42−+7H2O=4CaCrO4+2Al(OH)4−+Fe2O3+6OH−

pH = 12.35

注：c 为浓度，mol/L。

图 1 水榴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的热力学平衡图
Fig.1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diagram of hydrogarnet in
Na2CO3-CO2-H2O system

图 3 水滑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的热力学平衡图
Fig.3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diagram of hydrotalcite in
Na2CO3-CO2-H2O system

图 2 水铝钙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的热力学平衡图
Fig.2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diagram of hydrocalumite
in Na2CO3-CO2-H2O system

图 4 钙铁石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的热力学平衡图
Fig.4 Thermodynamic equilibrium diagram of brownmillerite
in Na2CO3-CO2-H2O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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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 75 ℃时，将水滑石分解而转变为 MgCO3
所 需 CO32− 的 浓 度 很 高 ， 需 要 满 足 c(CO32−) ＞ 6.3
mol/L，这实际上说明 CO32−不能分解水滑石。然而，
当体系中 pH＞12 时，水滑石可以被 OH−分解而转变
为 Mg(OH)2 稳定存在，且升高温度有利于水滑石的分
解。从钙铁石的热力学平衡图(图 4)可知：75 ℃时钙
铁石的稳定区很小，仅在 pH＞10.8 时稳定；当体系满
足 pH＜10.8 并且 c(CO32−)＞8.13×10−13 mol/L 时，钙
铁石将被分解而转变为 CaCO3，且其分解趋势很大。
上述分析表明：采用 Na2CO3-CO2-H2O 体系处理铬
渣以强化其中含 Cr(Ⅵ)的钙镁化合物的分解在热力学
上是可行的。在 75 ℃，6.6＜pH＜10.8，且 c(CO32−)＞
1.55×10−6 mol/L 时，铬酸钙、水榴石、水铝钙石及钙

A—H2O；B—CO2-H2O；C—Na2CO3-H2O；

铁石可被分解而转变为 CaCO3，但水滑石难以被分解。

D—Na2CO3-CO2-H2O

2.2

铬渣处理实验结果
为考察不同 pH 及 CO32−浓度的浸出剂处理铬渣的

图5

浸出剂对处理后渣中 Cr(Ⅵ)含量的影响

Fig.5 Effects of leaching reagents on mass fraction of Cr(Ⅵ)
in treated COPR

效 果 ， 分 别 用 H2O ， CO2-H2O ， Na2CO3-H2O 及
Na2CO3-CO2-H2O 4 种不同浸出剂处理铬渣。实验条件
如下：
反应温度为 80 ℃，
碳酸钠质量浓度为 120 g/L(以
Na2O 计)，反应时间为 6 h，液固比为 15。实验结果
如图 5 所示。
测得铬渣用浸出剂 A~D 处理后的溶液 pH 分别为
11.18，8.15，12.20 和 9.74。从图 5 可以看出：用 A~D
这 4 种浸出剂处理铬渣，处理后渣中 Cr(Ⅵ)的含量依
次降低；H2O 的处理效果最差，处理后渣中 Cr(VI)的
质量分数由原铬渣中的 1.16%(见表 1)降至 0.78%；
Na2CO3-CO2-H2O 的处理效果最好，处理后渣中 Cr(Ⅵ)
的含量降至 0.17%。对 H2O 处理渣、Na2CO3-CO2-H2O
处理渣及原铬渣进行 XRD 分析，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图 6(a)可以看出：原铬渣中存在水榴石、水铝

(a) 原铬渣；(b) H2O 处理渣；(c) Na2CO3-CO2-H2O 处理渣

钙石、水滑石及钙铁石这 4 种含 Cr(Ⅵ)的物质。铬渣

1—CaCO3(方解石)；2—MgO；3—Mg(OH)2；4—Ca(OH)2；

用水处理后这些物质的衍射峰没有明显变化(见图

5—Ca4Al2(OH)14·6H2O；6—Ca4Al2Fe2O10；7—SiO2；

2−

6(b))。这说明当反应体系中不存在 CO3 时，这些物
质不发生反应或者反应速度很慢[17]。然而，图 6(c)中
物质的衍射峰与图 6(b)中的相比有明显变化，这表明
在 Na2CO3-CO2-H2O 体系中铬渣中各物质发生了显著

8—Ca3Al2(OH)12；9—(Mg,Fe)(Cr,Al)2O4；
10—Mg6Al2(CO3)(OH)16·4H2O；11—CaCO3(文石)
图6

原铬渣和经不同浸出剂处理后渣的 XRD 图

Fig.6 XRD patterns of untreated COPR and COPR treated
with different leaching reagents

的化学反应；CaCO3 的衍射峰明显增强，钙铁石和
Ca(OH)2 的衍射峰明显减弱，水铝钙石的衍射峰彻底

在其他实验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将铬渣在

消失，且未见 CaCrO4 生成，这与热力学分析结果一

Na2CO3-CO2-H2O 体系中处理 24 h 以使反应进行得更

致。另外，Mg(OH)2 的衍射峰明显减弱，水滑石的衍

加彻底。为了消除反应生成的沉淀对铬渣中 Cr(Ⅵ)形

射峰略微增强，这与体系处于水滑石的稳定区(见图

成包裹所造成的影响，将处理后的铬渣用水湿磨，然

3)从而 Mg(OH)2 转变为水滑石相符合。然而，水榴石

后，用此体系进行二次处理，测得二次处理铬渣中

的衍射峰无明显变化，其原因可能是其被原铬渣中的

Cr(Ⅵ)的含量降至 0.13%，铬渣中 Cr(Ⅵ)的浸出率达到

钙铁石等包裹[9]，或者被新生成的 CaCO3 包裹，从而

85%。采用 HJ/T 299—2007《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

阻碍反应进行。

方法：硫酸硝酸法》对处理后的铬渣进行毒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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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浸出液中 Cr(Ⅵ)和总 Cr 质量浓度分别为 1.21

理[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35(8):
151−154.

mg/L 和 1.51 mg/L，均远低于 HJ/T 301—2007《铬渣

JING Xue-sen, YANG Ya-ti, CAI Mu-lin. Study on leaching

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中规定的限值。因此，

mechanism of hexavalent chromium leaching from chromium

可将处理后的铬渣送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进行

residue in salt solutions[J]. Journal of Northwest Agriculture &

填埋。

Forestry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7, 35(8):
151−154.
[7]

3 结论

陈振林, 黄志强. 二氧化碳常温浸提法回收铬渣中铬的研究
[J]. 无机盐工业, 2006, 38(8): 42−44.
CHEN Zhen-lin, HUANG Zhi-qiang. Study on the recovery of

(1) 在 75 ℃，Na2CO3-CO2-H2O 体系满足 6.6＜

Cr(Ⅵ) from chrome residue by extracting with carbon dioxide at
normal temperature[J]. Inorganic Chemicals Industry, 2006,

−6

2−

pH＜10.8 并且 c(CO3 )＞1.55×10 mol/L 时，铬渣中
含 Cr(Ⅵ)的物质铬酸钙、水榴石、水铝钙石及钙铁石
将被分解而转变为 CaCO3，且降低温度有利于这些物

38(8): 42−44.
[8]

Hillier S, Lumsdon D G, Brydson R, et al. Hydrogarnet: A host
phase for Cr(Ⅵ) in chromite ore processing residue (COPR) and

质的分解；水滑石难以被 CO32−分解，但在 75 ℃且当

other high pH wast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

体系中 pH＞12 时可被 OH 分解为 Mg(OH)2。

2007, 41(6): 1921−1927.

(2) 在温度为 80 ℃，液固比为 15，Na2CO3 质量
浓度为 120 g/L，CO2 体积分数为 5%的条件下，采用
Na2CO3-CO2-H2O 体系处理铬渣 24 h，再对处理后的
铬渣进行湿磨处理并且二次浸出，最终处理铬渣中

[9]

Hillier S, Roe M J, Geelhoed J S, et al. Role of quantitative
mineralogical analysi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sites contaminated
by chromite ore processing residue[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3, 308(1/3): 195−210.

[10] Chrysochoou M, Dermatas D. Application of the rietveld method

Cr(Ⅵ)的质量分数降至 0.13%，其毒性浸出液中 Cr(Ⅵ)

to assess chromium(Ⅵ) speciation in chromite ore processing

和总 Cr 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1.21 mg/L 和 1.51 mg/L，

residue[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7, 141(2):

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填埋的标准。

370−377.
[11] Palmer C D. Precipitates in a Cr(Ⅵ)-contaminated concrete[J].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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