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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硫酸高铁浸出剂对中国湖南省南部某铀矿进行了浸出研究，

该矿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试验证明，高铁离子浸出比常规硫酸浸

由省醺35-40% ，矿物杂质浸出量减少15-20%. 借助铁氧化细菌将

FeS+浸出剂循环使用. 6次循环浸出结果证明，铀的浸出效果未发生不

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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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process USiDg tbe ferric sulphate solutioa as a leachiDI ageat to tbe

uraaiam ore "hich "as exploited ia the soath part or H..a. proyiace ".s

studied. The ore maiDly contaias uraaiaite. Co.parial witb the cODYeGtio..1

sulphuric acid Icscbiag .eth。也 tbis prqcess reduced tbe acid cODsa.plioD

.bo.t 30......40惕. a.d dissolved solids 15-20". The. furic leachinl acellt ca.

. .cyclie-lIy be .sed by the ferrous osida.t bact町t·· ， From the re"』tsof shz

.cycles, it indicated that the ferric leachillg alent does lIot iaterrere the 'eachiDg

resalts of araa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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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盲

在幢矿m 工中.j.;.部分 ilk矿是用疏最冒出的，浸出过程中还要加入氧化剂，以便将.

氧化为便于溶解的六价状态.常用的氧化剂有MaO，. J< MaO&.NaCIO , .HNO，.H.O.等.

这些氧缸荆的作用不是直接将四价销氧化，而是首先将冒出时生成的FeH氧化为Fe忡，通过

1'.，.再使uo·氧化，比如以MaO.为氧化剂的磺酸量出过踵的反应为

2Fe·++M.Oz+4H·一呻2ie..+ tI..·++2H.O (I)

UO.+2Fea.一→UOI++2Fe·· (2)

在反应中. Fe并不消框，只是起到传递电子的作用，如果挺有Fe存在，除HIOI之外的上述

氧化剂都不能直接苟统地氧住四价锁.幸好在铀矿浸出过理中总是有Fe存在，这些铁可能是

矿石中原有的，也可能是矿石破碎研磨过程中带入的.有耐究者认为1-2r./L的Ere"即可满

足反应要求，但也有人认为高浓度的Fea •对氧化浸出反应更有利.

UO.氧化反应的电位应大于400mV. 加氧化剂的日的在于维持浸出环境的氧化电缸，由

简化的能斯特方程 (Ec=-:!97~0.J984Tlo~[Fe'+]/[ )o'e'·] )可知，环珑的电位取决于

[Fel+]/[Fe"] 的比itt. 当比植大于1时，副可发生上述氧化反应.

可设想如果一开始就加入反应所必须的Fe' •.副主主他氧化荆就不需要了.但反应所生庭

的Fe··还必须再氧化为Fel\ 否则环挠的氧化电位将随(Fe"]精加丽下降.为维挎量也环境

勘电缸，蝴须加入其它氧化剂或情其官方接将反应生成的Fe'·不断再咀化为Fez-，所采用由。氧

化方捷必须是经济可行的，而且对循环使用Fe"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现在认为比桂布前途的

方法是细菌氧化诠.

细菌氧化所用的菌种为氧化铁疏抨菌，这.~一种佳能自券菌，它在铀矿浸出环境中可U

生存.细菌氧化Fe'·反应为

4Fe Z++4H·+0.-→4Fe··+拙.0 (3)

此反应可在常温下进行，所以氧化操作费用靠在低.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结合细菌氧仲.作用前

Fe"浸出剂是一种很有前途的金属矿物提出剂.

197b年James报道南非的-个铀工广将50锡澄清浸出浓经细菌氧化后再返回提出工序，结

果使工厂的氧仕剂挺直减少了SC". 19丁7竿英国的Darry报道，利用细菌氧化盹tilItVe" 浸

出剂大大改善了英国}铀水抬1一的经销放益.198C年R. J. Ri圃，利用Fe" 浸出剂对敷种i澳大利

亚.铀矿进行提出'H-究证明，高铁司出剂比常规段祺出节省硫酸20-40畴，并汀，可以少浸I.iH 、

139串的矿物杂质.可见南铁曰~IU州在许多方iii.比通常酷程出有更多优越性.

然而在许多高跌撞出研究的文章中，尚缺少从工艺角度出发的FeS.对铺浸出影响的定量

翻究，尤典是?当多次循环使用Felo时对锦提出的影响.本文介绍利用高铁浸出俩对湖南省

南部某铀矿漫出的研究结果，读矿铀矿物主费为剖膏铀矿，具中四价锦含趾约占锦且量'如

"OIJ.

1 矿石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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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试验所用的铀矿石属于沉震聋属矿，矿石主要庭分为最厦石英击. SiO，含量在10.‘"

上.幢矿输以哑酣状牵fQ细分量拔辜的面青铀矿为主.伴生酶盒属矿主要为黄铁矿厦少量魔

化锢矿.矿梓3c;位缓组成 it化学分析结果如囊1 、 2所示.

.1 矿镰…..

-40+&::1 -50+_ -1D+IZl -12a+11O -110+萃" -210

w.. ~! %1.& 3r.1 42.' iiO .S St.' 100.0

.z 矿........

• 9' U F* II• ..\I ca 11& P s SiO
"失'

含量.~ 0.013 3.U 0." 2.10 0.13 '.15 0.'4 !.to 15.2. 3..

2 试验程序

提出试验在键环申进行.水银触点温度计控割提出温度，电砸疆掉，用雷苯电极为，比

电植以测定量出迫程的电位及 pH 值.用撞撞宵节穰度并记录.挺.以‘革噩南铁的形式加入

:r.t..提出结束时，分离量出液初霞出撞，取样分析霞血液中的幢厦~'e离子橡皮，理出撞

揽子后用M;量捷帽寇渣产率和植申幢含量.

霸环试验每次用矿100饨，按条件试量确定的，最进行摆出，过撞出昆曲薇，用叙膏弱雌

性阴离子交换树'旨将浸出攘中蛐间收，吸附尾撞经细菌氧化再生后再用于量也额的铀矿石，到

此完成-~宿坏.共作6武循环量出，测定每武循环申锚的屋出卒.酸事f.固体溶解量及集宫

，油勘组分的溶解量，

3 试验结果

3.1 .由翻Fe" 擅鹰....

浸出荆Fea.浓度对输提出的影响如回I. 2所示.由试蛙结果可以暑蜀，搜出电缸髓'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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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人量曲·.面提高.与此胃时蛐曲理由率也踵之提高.但当Fe'·被It这到loc/LJa上时，撞

的摆出率菌Fea•浓度jj加变缸不明显，诅明4ω.Vtt上的电位已可满足铀矿铀的氧化条件.

漫出踵篝瞌Fe'·浓度'加而下降，矿石中铁及其官杂属的曼出量也匾Fe'·浓度精加丽下降

1.2 ...鹰...

浸出酷度对高铁浸出鞠常提酿量出的'巨响关系剧团3所示.高铁离子画出租窜缉'是画出的

."蛐量出率翻酷提均幢量出撞度精细菌畏高.在同样量出瞌皮条件下，高'民浸溢的销量出事略

4 高于窜缉岳出，同时高铁浸出的最硬要比常规醺量出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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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漫出黯度对铀漫出率和戴，毛的影响

.高'量提出 I [Fe峙】 -10&/1.. ./II-Z/I. T-451:. '-0.
O常想..， [1"0,] -z.. 穰/.-2/1. T-4151:. '-4Ia.

z.'1.1..5

'.1 ...凰...

提出温度对铺浸出的影响见国4~ 5. 由圈4. 5 叮以雹局，漫出温度低，醒跪也低，在同

样温度条件下，高铁量出的酷挺低于常规程出.由于冒出温度高，常规量出的初始疆出遭度

比商银冒出快-些，徊，随精浸出时间精加，高候曾出速度加快，在411后达到常规霞出相同的

疆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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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漫出温度对醺毙的影响

.寓"混血 I ，H- I. I-I.2. 穰/田-2/1 ， [F.峙]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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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出温度对撞湿出辜的影响

.也备停帽...

4z

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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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菌镰量圃...量lilt撞

襄3. 4列出了两种理出方挂的浸出工艺条件相量出结果.由对比试验结果可以署真二在

同挥霞出事情况下，高铁迈出比窜规在出节省最30-40惕. 'E童出温度比常规岳出伍的3G~.

自襄4啬出，高铁提出中族及其宫JUII主要杂盾的蓓'事量都少于窜规量出.

'事商银.1iI…..It篝

寓...出霞a...
ICIIIL [F"']2. [11.0,]i. [11.0,1"it氯

402-捕。筐. .v‘ c5"15度.t温

1:%01.200.10度.，H•
4.0'.51.0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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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3.'31.2..血事..

4.2ft.1'.5...血事..

.4 停盒晕.....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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筐，擅自时间为位.

寓'配置E也出'•a...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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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13.1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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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0.510.17CaHII

0.200. :10.2i)F

O.T%。...A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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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瞌.
囊5列出e在霸环试量结息，由3在量结果可以暑出，在e汰僵环撞出试验申，窜..细菌.1ttl:

m糖F.U漫出葡反复使胞，对撞撞出最惠未产生不祠.响，浸出电位变化不大，浸出2使中总

镰.a英宫一些属于浓度在锺环申晴寄上舟，恒上升幅度不大..5 .霉事._a

.霉! • a • ' 定. IlL

"俨 ••••
次· U II. I 50.- Ica叫 ' .1. •••

E |-zi I4.S '.112 G.I ,.. '.14 .... 4.1 ..1 4.2

2 rS.2 ..- ".1 ••• '.15 "7 .... .... 4.2

' ..m II.' '.111 ".1 '.fτ '.=1 "I c., ..7 4.1

4 0.110 15.4 ..… e.! '.51 ..口' - s.. ••• 4.'

s o.m Eτ.0 0.54 0.11 每Z s.. ..1 ".1

• 0.213 17.3 0." I 45.1 0.51 0.1' 451 4.0 17.3 4.'

4 讨论和结论

由阻止试验结果可阻噩菊，在相同怕逼出率情况下，高'民霞出比'坦量出节省醺30

..co..这除了因为高铁量出比常规量出所需温度能以外，还因为高雄度的Fe'·在一定程度上"

翻了矿石中'庭的冒出，丽且当量也剂雷环使用时，提出剂中英-g杂属离子的舰'也对相应元章

的禧出起到拇翻作用，高'民霞出的圄体禧出量比同条件下的常规窜出黯少了10-15..而且踵

萄循环lk蠢的细细，矿物杂质的蓓出量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这些矿物II眉正是J£霞的主要原

J圃，所阻高'民离子最出要比常规漫由省融.

此外，在提出过程中氧缸，UO.并不需要融[反应式{约].而为维持理出过程所雷电缸，

将反应中产生的Fe:.在断地再氧化为Fe'·周要精提醒.常规理由要靠所加氧化剂MaO.完成这

-氧化过程[反应式(I月，每氧化IklFc" 需要1.78ke幢幢.而高铁离子屋出是借助候.佐细

菌完成此任务[反应式(3月，每氧化Ik~F.JI仅需0.7ike硫酸.如按以上试验条件，处理每吨

铀矿石雷氧化5klFe" .嗣高铁浸出法处理每吨矿石咱于氧化Feu的醺提要比常规使出桂少

of .4kl. 当然此原因所省的醺仅占全部节省融的-小部分.

由循环试验结果可以雷到，借助缺氧缸细菌对 'e'·的氧化~用，将 'e
10
量出搁在画出中

反量使用，在工艺上是可行的.经 e武循环使用后，铀的浸出事未提生不莉变化，也提膏雷到一

些"属元..属于在漫出剂中过多很攘的理 a. 典中It离子等有捕加的趋势，但随着循环武戴

帽加，属于飘禀增长的幅度撞来越小.可撞捕，在着干武循环以后，变位膏可障趋于平衡.

铀矿石的高铁离于黠出过程中，矿百牵屑溜出量和窜出融f!均圃霞出荆 F.J·浓度精细而

r陪.对所试验的日沥青铀矿为主的铀矿，高'民离于越出比常规漫出矿石 if周播出量础少

10-15.画，量出融事E降低30-40..

'助缺氧化细菌对，."的氧化作用， ~鲁南铁离子理由荆氧化再生后在量出申反量使用-

a经过8~循环漫出，铀的漫出拿来发生不良变化'展及真他 a晨.属于在漫出擅巾的现凰耀佳幅

- ·7 .•



度..环lt量槽"画V陪.

Jf细菌1{住过噩在生产主申应用崎理宴佳U提高.离于量出刺在'是蝠'董事使用申对王艺

量瞿产生曲-量.响~.还S进行疆佳'回试量研究，尤真是在幢大规植的斌'量中庄"目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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