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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粒矿石提取和浓酸熟化-高铁淋滤浸出法

金锢庭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摘要

根据"要改变铀水冶的面貌，只有用粗粒矿石提取代替磨细矿石

浸出"的基本观点，总结评述了旨在改进薄层漫出法，最终发展并形

成浓酸熟化-高铁琳遮浸出法(简称 NGJ 法〉的一系列研究 o NGJ 法

的基本单元操作类似于薄层浸出法，只是高铁珞液代替水或酸化水

淋浸熟化矿石，从而有效地完成了薄层漫出过程中难以进行的"残余

漫出反应".这样，对中国绝大多数铀矿石而言，NGJ 法几乎与常规搅

拌步出法一样有效。由此提出，以 NGJ 法为基础的铀水冶流程同其

他粗粒矿石一起，应该成为中国铀矿加工的基本流程，即矿石的磨细

付业不再是中国铀矿加工的必不可少的单元操作。以 NGJ 法为基础

忖铀矿加工流程不再存在，由于矿石磨细操作所造成的一系列严重

问题，从而根本改变当今铀水冶的面貌。



EXTRACTION METALLURGY FOR COARSE PARTICLE
ORE AND ACID-CURING AND FERRIC-TRICKLE

LEACHI1喝G PROCESS

(In Chinese)

Jin Su吨ing

(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ETALLURGY)

ABSTRACT

h民d on the viewpoint that only if the ground fine ore leaching method is仲

placed by the extraction from co画rse particle ore. the face of uranium ore processing

can be changed.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summary of the studying of thin-layer

leaching (TLL) and developing a new process. acid-curing and ferric-trickle leach

ing (AFL) process <It is called NGJ proce臼 in China.). The operation of AFL

pr'回部s is similar to TLL meth叫. but the water or acidified water is replaced by

ferric solution for leaching-rising for cured ore. Fenic-trirkle leaching can effec

tively complete the leaching reaction for uranium mineral in "remaining I钮ching re

actionn that is hardly to be finished in the course of curing. For the most uranium

ores in China the AFL-pr，悦目s is competitive with the conventional leaching pre•
cess.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the AFL啊ocess and other extractive pr田倒es for

E佣rse particle should become basic extraction pr∞ess for uranium ore in China. In

other words the ore grinding is no more as an essential operation in uranium ore

processing in China. Thus. many serious problems cau民d by ore grinding method

in uranium ore processing can be solved and the uranium ore hydrometallurgy will

be significantly chan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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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十年代早期建设第一批铀矿加工厂以来.铀水冶流程基本上已经标准化，即由矿

石破碎、磨细，浸出，回液分离，富集纯化，产品沉淀、于燥、包装以及尾矿浆处置等六大工

序组成。当今的现状只是把新的设备装置和技术，应用于 30-40 年以前已经工业化的操

作所取得的结果而己.国外学者还认为，这一趋势还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下

去口，气尽管几十年来，铀水冶研究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简化流程、完善设备及其操作.但是

铀水冶能挺高、操作繁杂、环坡危害突出.这三个基本问题至今未能根本解决.

近年来，由于铀市场供大于求，铀价下跌，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矿石的磨细是铀水冶中

一系列问题的症结所在.地浸、堆浸技术受到高度重视，是这一发展趋势的象征.然而，就

技术的成熟程度而言.当前可逐步发展的地浸(又称黯液采矿〉还只限于地下水位以上的

氧化带以及地下水位线附近的次生富集的浅床矿床;~果部的原生带矿床的需液来矿，则是

更远的复杂技术问。因此，要根本改变铀水冶面貌.目前较现实的途径还在于研究克服堆

浸技术的不足.用堆浸技术改造铀水冶时，即由破碎后的租粒矿石直接提取，省去磨矿作

业，

1977 年，美国霍姆斯-纳维公司(Holmes &. Narver Inc. ; H &. N)公，市了薄层浸出技术
(Thin Layer Leaching 阶田:ess ， TLL 法}的专利[M]. 该法可看作为是英国原子能局发

展(7-1町、法国 PUK 公司率先工业化 [II叫的浓酸浸出法 (Strong Acid I..e3ehing :SAL 法)与

堆漫技术的结合.利用浓酸浸出的特点，克服常规堆浸技术之不足的"变形堆浸巾飞作者

认为 .TLL 法的问世是实现铀水冶上述变革的先兆。它表明，在铀水泊中省去磨矿、从租粒

矿石直接提取是可能的。进而于 1980 年研究确定了以 TLL 法为基础、以水循环为纽带

的，不夕阳F工艺流出液(废水)的"薄层浸出-三脂肪胶苯取"流程，简称无废水流程口气这

是一次试图突破现有铀水冶常规流程框框的尝试，证明了 TLL 法的潜在优势，

然而.尽管 TLL 法的研究者声称，该法同常规搅拌浸出法一样有效['"，但我们进一步

研究[11.圳发现 .TLL 法只是对某些特定结构的矿石才是有效的画因为 TLL 法的浸出作用.

实际上要在较短的(一天左右}浓股热化过程中完成，而占据该法浸出周期绝大部分的淋

滤操作，只是将热化过程中已变为可洁性的组分洗出而己。这对大多数铀矿石是不可能

的.即使可能.也不合理，因而也是不经济的.同时发现 .TLL 法实际上难以处理酸用量高

于 8%的矿石。我们的研究 [17 凹1表明，克服 TLL 法的上述不足的途径之一，是如何利用

TLL 法较长的淋滤周期，发挥高铁或细菌的浸出作用，从而进一步强化过程、降低阪稳.经

过多种典型矿石的试验研究 [IU-2叭终于将高铁搜出与浓酸熟化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

成了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粗粒矿石有效提取的新浸出体系，取名为"t:/i.酸热化-高铁淋滤漫

出"法.简称 NGJ' 法.

NOJl去由下述三个单元操作组成 z

(1)破碎后粒度为一 5--7mm 的矿石与」定浓度的酸及氧化剂的固相拌和，即拌酸

操作。

·系仅 jff拼音的缩写，取"椒、商、漫"三字双 i再挤闸的'母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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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酸液浸润的温矿石(又称拌酸物料，共含温量为 8-12%)，经过常温堆置或蒸汽

加温热化，即熟化操作.

(3)用高铁溶液洗涤并进一步浸出熟化物料.IlP高铁溶液辩滤漫出.

可见.NGJ 法在单元操作方面，几乎与TLL法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 TLL法是用酸

化水洗涤热化物料，将热化过程的巳浸组分溶出，达到与浸出渣分离的目的，故称为"淋滤

浴出飞而NGJ 法的淋撞过程还兼有进一步完成漫出的作用，故称为"狲滤浸出".因此，本

文就在 TLL 法的基础上叙述 NGJ 法，即着重叙述商铁淋滤过程，以及该法在铀水冶中的

地位。

l 祖粒矿石提取的意义及 TLL法的存在问题

1.1 矿石磨细是当前铀本冶存在问题的症结

矿石必须磨细到使矿石颗粒中的铀矿物具有足够的暴露程度，只有这样的矿石颗粒

与漫出介质接触时，嵌布于矿石颗粒中的铀矿物才会与浸出剂(酸或碱及氧化剂)充分反

应，使铀尽可能地转入溶液，达到有效提取的目的.矿E的磨细作业是当前铀水冶流程的

前提操作.对于这一点.自铀水冶问世以来，从未动摇过.然而，矿石的磨细作业却给铀水

冶流程带来了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的严重问题z

(1)能耗高.国内外的数据表明，矿石破、磨的电辑约占整个选冶厂电麓的5/6 以

上「町，而其中 70%-90%为磨细操作所消耗，因此，当前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新型细碎设

备，塌力提倡"多破少磨".

(2)固液分离困难.固液分离是整个湿法冶金领域内的老大难问题.无论是投资还是

经营费，都是总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z投资费达 15%-35%;经营费占 10%-20%.

而且由于不能完全洗净已浸出的铀.损失铀的价值就可能达到富集纯化、玩淀等固液分离

后续操作的全部生产费用的总和【22]. 矿E磨得越细，固液分离越困难，磨矿操作增加了铀

水冶操作的复杂性。

(3)用水量大。流程用水量主要决定于固液分离方式，通常是2-4 时It 矿。这不仅使

得罄个工序设备庞大、动力消耗高，而且也加剧了铀水冶的环填危害.通常铀矿水冶每处

理 It 矿石.要排出l. J-I.2t尾渣.这是核燃料系统天然u放射性荆量的主要来霄之一。

若再加上 4-6 时放射性废水即成为固含量为 15%-20%的尾矿浆，使得尾矿浆处置成

为铀水冶厂十分沉重的负担.即使水泊厂退役.仍需花大钱治理尾矿设施(flP尾矿坝).

总之.当前铀水冶能耗商、操作繁杂、环境危害突出等这些基本问题.究其根源都是矿

石磨细操作的直接或间接结果.因此，实现以租粒矿石提取代替磨细矿石的浸出，无疑将

是恼水冶领域内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

1. 2 薄居理由洼的问理手回=足

TLL法是由 SAL 法演变而来的，Tll法的存在问题实际上是这一演变尚不完善的标

志， up由于法唐细的粉状物料变为破碎后的租植物料所引起的问题.TLL 法让人们看到了

租粒矿石直接提取的可能性，同时也要求人们更注意粗粒矿石提取过程的特殊性.

1.2.1 租粒矿石漫出过穆的特殊性

浸出过程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多位级异相反应过程，粗粒矿石的提取就更增加了该

体系的主杂性.如果用固1 表示一个假想的矿石颗粒，则浸出过程(如浓酸熟化过程〉中，



图 1 假想的矿石'顶撞

(1)直接暴露于浸出剂中，如图中矿物1. 5、 10 、 22 等，这些矿物品位处于矿石颗位的

外麦丽E

(2)通过矿石颗桂内微孔(裂〉隙与浸出剂接触，如固中矿物 2 、 6 、9 、 15 等，这些矿物处

于微孔〈裂〉隙面上或端头(UP内表面h

(3)被那些可与浸出剂反应的围岩矿物(如方解岩等}所覆孟.如回中矿物 3、 11 等.只

有当这些围岩被侵蚀后，才会与浸出剂接触E

(4)嵌布于惰性围岩矿物之中，如图中矿物 7 、 8 等，这些铀矿物与颗控内徽孔隙无关，

在浸出过程中不可能与浸出剂接触，因而会残留在漫出尾渣中，成为攫出损失.

应该说，情况(1)-(3)所占比例，就是该矿石颗粒可浸性的量度.显然.上述四种情况

的具体分布.既决定于矿石颗桂微孔〈裂}隙的组成分布和铀矿物的嵌布形式， Up矿石特

性.同时也与矿石破碎操作以及破碎位度密切有关.对于一般的粗粒矿石而言，以情况

(2).(3)为主，粒度越小，(l)所占比例就越大.这就是矿石磨细的根本原因.因此，粗粒矿

石浸出过程的特殊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z浸出过程寓于颗粒微孔隙的毛细过程之中，制

约提取过程的主要因素是颗粒的微孔隙组成以及铀矿物的嵌布形态.

1.2.2 TLL法的问题幸怀足

(1)TLL法对绝大多敷铀矿石并不是有效的提取方法

TLL法是为避开矿石干磨所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继续保持SAL法突出优点的新浸

出体系.然而，对于SAL法，由于拌酸物料的粒度约为1 mm 的磨细矿粉，有价矿物的暴露

程度相当高，所以浸出率很高.但是，当矿石粒度增加到5-7mm，通过表面侵蚀及颗植微

孔隙扩散才得以浸出的矿物比例相当高，在SAL 法同样的拌酸热化条件下，势必有相当

一部分本来属于可浸范围〈即属情况(幻、(3川的铀矿物，未能与漫出知l相接触.把这部分

在浓酸熟化过程中未能完成的浸出反应.称之为"残余漫出反应".显然，它是漫出方法有

放性的标志，只有有效地完成残余漫出反应，粗粒矿石的直接提取才是有意义的.

遗憾的是TLL法的研究者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因而11..L法的适用范围是很有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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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硫酸钙的析出制约了 ηL法的适用性

方解石是铀矿石常见的有害脉石之一，硫酸钙的析出自然是酸浸工艺的必然现象之

一.然而，只有在浓酸熟化浸出过程中，才有可能成为影响浸出过程的因素.众所周知，如

果在漫出过程中伴有生成固体产物的不可逆结晶时，浸出过程就将大大复杂化.在搅拌浸

出体系中，固体产物的结晶析出，会因矿物(如方解石〉浸出的初始速度、漫出荆组成、固体

产物〈如CaSO.)的榕解度及真形成过饱和榕液的倾向等等条件的不同，结晶过程可能在

远离被浸出矿物处进行， I!P在整个榕液中进行s也可在其附近，即在被浸出矿物麦丽形成

一层薄膜.对于浓睡熟化浸出过程，只有后者一种可能，其结果是产物薄膜覆盖反应表面、

堵塞毛细孔隙，阻止反应和扩散过程的进行.

醺踉度 (Yo>

80

40

.用量(Yo 】

图 2 毒品位与融用量及股浓度的关系

1-一固寇檀固比条件下的醺用量试'量，

1-固定醺用量条件下的醺橡皮试弛，

1-固定醺浓度【60%)条件下的醺用量试验τ

困 2 是某铀矿石浸出结果与酸用量的关系[叫，曲线I 、 E 出现了极值点.说明随着酸

浓度的增加，漫出过程会出现阻碍浸出的因素.从矿石组成以及硫酸浸出过程肴，这一阻

碍因素最有可能是硫酸钙的析出.硫酸分解方解石的反应为s

臼C03+H:zSO.一-→也SO.+H20+∞d

显然，硫酸钙析出的条件，就是硫酸榕液中硫酸钙的禧解度条件.由该体系的槽解度关系

可知，当 H2SO. 浓度>41%<重量)时，对应的固相是半水硫酸钙.在硫酸分解磷钙石粉的

工艺研究中，已经发现透过性差的硫酸钙薄膜是中等硫酸浓度下析出的半水硫酸钙[23J

图 2 所示备试验浸出渣的X 射线结构分析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因2 曲线 1 、 E 之

极值点正是由于该拌酸条件F易形成透过性莹的硫醺钙薄膊，阻碍了程出反应的进一步

进行.该试验结果指出.当拌酸操作的起始阪浓度>60%<重量)，漫出渣铀品位急剧上升.

由于适直的拌酸液固比约为O. I ，所以当矿石酸用量>8%(以矿石重量计)，贝~该矿石的

拌酶操作在工程上难以实现。这就是TLL法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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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酸热化物料的高铁溶液淋滤

TLL 法的存在问题与钮位矿石提取过程的特殊性密切相连.它说明，对于大多数品位

不很高的铀矿石.粗粒矿石的浓酸熟化过程不可能完成全部可浸有价矿物的浸出反应过

程，残余浸出反应是必然存在的现象.残余浸出作用在整个浸出过程中的地位.因矿石的

结构特征及浓酸熟化条件而异.因此，要解决Tll.法的有效性，就必须创造条件，以便在

熟化物料的淋滤过程中有效地完成残余漫出反应.对此，高铁溶液淋滤是有效途径之一.

2.1 残余漫出展应的特点和富铁漫出过酣q应用

2. 1. 1 残余漫出E应的特殊性

根据上述粗位矿石提取过程的特殊性，残余浸出反应的特点可归结为 g

(l)残余浸出反应多半都是发生在矿石颗位毛细孔隙的深部，过程强烈地受毛细扩散

过程控制.

(2)残余浸出反应多半发生在新生的浸蚀面上.浸出过程显著地为氧化条件所控制.

(3)残余浸出反应的条件多半都很弱，在反应点上的浸出剂浓度很低，这是毛细扩散

控制过程的又一方面.

由此，为促使残余浸出反应的充分进行，除了根据浸出反应的特殊需要，选用合适的

淋滤液组成外，还应提供充分的反应时间，即淋滤周期.对于铀矿石的浸出，显然应该选用

能够氧化四价铀的氧化淋滤漫出剂.至于淋滤周期.这是决定于矿石结构特性及应度组成

的参数.致密的或粒度较粗的矿石，淋滤周期就要长些，反之就可短些.

2. 1. 2 高铁漫出作用的应用

早在 60 年代初期，我国科学家杨承宗教授就提出了高铁离子可能的浸出作用，并大

力推崇认真研究之.当前已经公认.铀矿物的酸法浸出的化学过程可表示为g

- 酸性榕液
Uo.+2Fe3+一一一一一一→ UC革++2FeH (2)

氧化剂
2FeZ+-一--→2Fe3+ (3)

浸出反应的实质是作为氧化剂的高铁离子将四价铀氧化成可溶于酸性活液的六价铀，生

成的亚铁再被体系存在的其他氧化剂氧化成高铁.铁离子在整个过程中起着电子转移作

用。现已查明，能够直接氧化四价铀氧化物的氧化剂，只有Fe3\H2O.以及过氧硫酸

(盐)[2.].由反应(2) 、 (3)所示的化学机理可知，浸出过程的酸用量主要是为创造可浸金属

离子的活解环绕利亚铁离子氧化过程的需要，对于高铁离子榕液的最佳漫出pH值为 1.5

~2. O. 有人认为[目].电活性最高的高铁离子是FeSOt'.

根据反应(2)的化学反应机理以及残余漫出反应的特殊性，选用高铁离子作为熟化矿

石的淋滤浸出剂，就为淋滤过程中进一步完成尚未完成的残余浸出反应，提供了必要条

件。团 3 给出了某火山岩(玻璃质基质流纹岩〉矿石浓酸熟化后高铁及酸化水淋滤的结

果[皿](为使酸化水淋滤顺利进行，故两体系的pH 均控制为1.0 左右λ 该结果虽不是最佳

条件的反映，但清楚地表明，即使像这样高度致密而脆的火山岩矿石，高铁活液淋拢的确

可以有效地将残余浸出反应进行完全，说明对其他微孔隙较发育、较疏松的矿石.高铁梅

液淋滤浸出作用将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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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高铁淋迪是水循环的必然结果

直接从租位矿石提取铀的潜在优哉之一.是可以较方便地控制过程的用水量，并实现

工艺流出液的循环使用.有可能使铺水冶成为"无流出液(废水〉排放体系飞应该强调指

出.水循环本来是铀水拍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只是因为在常规搅拌攫出班程中实现，困难

很大。然而.如果实现了租位矿石的直接提取.则基本上排除了水循环的障碍.因此，铀水

冶流程中富集纯化工序的流出液(如萃余水相〉返回漫出工序作为熟化物料的淋滤液是很

自然的安排.况且，铁是铀矿理出液的常量组分，在水帽环条件下必然积罩到一定水平，只

是在价态组成方面不能满足淋撞攫出的要求，若在流出液返回攫出前添加一个氧化操作

(化学或微生物氧化)，就是合乎要求的氧化淋滤体系.而且Fe3+ /Fel-f-体系是只受氧化汪

原条件影响的稳定体系，一旦高铁量过剩，还可在下一?循环中起作用，这→点相对于

Hz岛和 HzSOs体系，尤为优越.因此，高铁溶液淋滤是较真他氧化淋滤体系更为经济合理

的选择.

2.2 高铁淋洁的特殊作用

实验发现(11.1叭高铁溶液淋滤对淋滤流出液pH 的变化.有很强的"缓冲川作用.某铀

矿石TLL法处理的适宜酸用量为13-14%，当拌酸操作加入的酸量小于此值.pH句1.0

1.5 的融化水淋植时，流出液国很快达到3.0 以上，完全世失了淋撞播出的能力.但是，

即使拌酸时酸的加入量仅为9-10%，若用同样pH 的高铁梅液(10-20 g/L Felη淋踵，

现出液 pH 仍为 2. 。左右，既可将己浸出的六价铀顺利禧出，还可有敢地将残余浸出反应

进行完全，从而降低了浸出酸辑.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某矿'且斑岩矿石的程出结果(茬 l 所示)(时.读研究结果表

明， NGJ 法处理该矿石的股用量仅为常规搅拌浸出法的 50%左右.究且根本原因，省酸的

作用只可能来自高铁淋滤，因为就化学反应原理而言，浓酸熟住过程要比搅拌浸出过程更

耗醒.仔细分析这过程.可能有来自两方面的因素 g

(1)尽管融化水和高铁槽液 pH 值相同，但两个体系中酸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反应

'这里的 F剂'缓冲作用，同分析化学 t的缓柿槽糟的幌念不完全-囊，但费观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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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也备不相同.

寝 E 篡哥「煌疆岩铀矿忘不同澄出方法的漫出蜡果比ft

序号
H，SO. 用E 撞排搜出f!: 撒罐'且他·高tl麟撼'也~

(Yo) 植度。nm) 渣品位(Yo) 搜出事<Yo> 植厦(nvn> I it品位(Yo> 提出事(~>

I E -1.0 也 0259 81.5 -3. 0 。‘ 0188 86.6

，‘~ 8 3. 0 。‘ 0155 88. 9

3 ' -1.0 0. 0232 83. 4

4 13 -1.0 0. 0216 U6

5 16 -1.0 也 0166 88. 1

(2)矿否中各种挺酸矿物与酸的作用条件并不相同.像方解石.只要有酸就会起反应s

像绿泥石这佯一类能酸矿物，则需要在一定的酸浓度下才参与槌酸反应，它们在高铁淋遣

的 pH 条件下.几乎是酸惰性物质.当漫出过程中酸用量足够.所有徒酿矿物均会与破相

互作用 z反之.像绿泥石这佯的"弱"能醒矿物，则难以与碳酸钙这样的耗酸鞠质相竟争.因

此.虽然拌酸操作的酸用量"不足"，剩下的主要是或泥石这样一类在高铁割草液淋滤条件

下.不再耗酸的能酸矿物.所以高铁榕液淋滤流出液的 PH 变化不大.仍可保持最佳的铀

浸出的 pH 值.

高铁活液淋滤的这一特点使得 NGJt去成为一个既强化又弱化的奇特组合过程.即浓

酸熟化和高铁淋滤对铀的浸出过程是双重强化浸出体系 E而~t子像绿泥石、菱铁矿等.则

又是弱化浸出体系.只要适当控制拌酸操作的酸用量.就可应制它们的耗酸反应.这种既

强化又弱化的巧妙组合.是 NGJ 法的础到之处.

2.3 高铁淋埠过程的流体力学特征

高铁j株滤的根本任务在于f先出浓酸热化过程中己浸组分的同时.尽可能完成浓酸熟

化过程中未完成的浸出反应.因此.该淋撑体系的流体力学条件必须由残余浸出作用强烈

地受颗粒内扩散过程控制这一动力学机制决定.

堆浸工艺的有关研究已经指出.保证稽液与矿石的充分而良好的接触，是堆垣操作的

核心.如上可述.对于高铁淋滤过程而言，必顽在此前提下，保证淋滤液与熟化物料足够的

接触时间。这两点是确定该淋滤过程流体力学条件的根本依据.由此决定了高铁淋滤必拥

在尽可能小的流量条件下.保持足够快的淋滤时间.

然而.从简化浸出后续工序操作、简化水循环和降低佬瞟消挺考虑，应该尽可能减小

淋滤强度(I!~单位淋滤吻料的淋滤液量.m3/t). 这样，对多数矿石势必就产生了淋滤周期

要足够tι而淋滤液量又要尽可能小的矛盾.因为在目前的淋滤布液设备条件下.耐小淋

滤液流量是很有限度的.我们的研究发现间，间歇淋滤·是一种既经济而操作又简便的淋

捷作业制度.表2 的数据证明.1同歇淋撞作业制度(~~淋、停时间比).不影响浸出过程.因

而可以根据具体操作环境方便地选择.并可随时调整.

• ~.n"向l瞅淋白'是插在董个IIIf周期内.四串If愤 fA';梅续啧淋.而是·啧摒←停廓"循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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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2 神#停比到it出结果'嘱楠·

.i停时间比 14/34 14/自2… 连结，.

精...Ll地矿 2.Q6 1.03 I.OS aω

攫出渣品位 t'" 也 0133 伍。132 Q. om 也 0127

攫出事.Yo 83. 7 83. 8 84.4 84. 4

相对健羞.. .Yo(渣品位} 2.50 1.73 -2. J2 -2. 12

'A他固定的鹏It每件为=摒褪周1lII 24d(包括停癖时间 h

辩撑四E斑量 1 2. 7νmZ-h ..

• .将各实撞撞品位帽为同一真值的测定值.各宴噩值与平均值的相对偏差.

• • .卒费 4 组试验为两年中两次试Ii.冀中该组试'量矗重复试'量.

简言之.高铁淋滤的流体力学特征可归结为一句话z在确定的淋iJ!周期内，高铁溶液

在尽可能低的流量条件下.间断地淋滤浓酸熟化矿石.

3 榷酸熟化-高铁淋谑浸出法在我国铀水泊中的远景地位

上文已在TtL法的基础上分析讨论了高铁淋露过程.说明浓酸熟化与高铁浸出相结

合.既保留了 Tll法的优点.又可有效地完成英残余浸出反应.克服该法提取率不高的严

重不足，因而成为一种新的浸出体系，即浓酸'也化-高铁淋滤浸出 (NGJ)法.

3.1 NGJ)幸的适应性E英主要优点

根据粗粒矿石提取过程的特殊性.有理由认为，矿石颗拉问徽孔〈裂〉隙的组成以及铀

矿物的嵌布形态.是决定矿石~~.浸性的主要因素.这是分析讨论NGJ 法对我国铀矿石适

应性，即提取的有效性.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另外.还考虑了轴品位，高的富矿石的提取.因

为经典的粗粒矿石提取法〈如堆浸)，对富矿不那么有效.表3 给出了就上述三方面因素而

言.几乎覆盖了当前我国已发现铀矿床的可能变化范围.是较为典型的四种铀矿石的浸出

结果.出表3 可看到z

(l )NGJ 法不论是对铀矿物呈高度细分散(铀主要以吸ia分散状存在〉的某沉积岩铀

矿石.还是高度致密、坚硬而脆的某火山岩铀矿石，都能达到与搅拌浸出法大致相当的浸

出结果。这说明.该法对铀在矿石中的存在形态和颗粒微孔隙组成.并不十分敏感.只要适

当调整淋i1t周期.都能比较有效的提取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

(2)表列两种富矿的提取率极佳.而且这两种矿石的铀矿物嵌布形态，也是相当典型

的 z菜花岗岩矿石铀呈网状、网脉状嵌布，是极有利的铀矿物嵌布形态，而某石英岩铀矿物

赋存形式则可以视为最不利于提取的存在形态，但两者都达到了几乎与搅拌浸出法相当

的浸出率.有力地说明，NOJ法对富矿石的有效性要比贫矿更好，完全不存在堆浸法的局

限性.

总之，根据租粒矿的提取饥制.由表所列出的结果可以推断，NGJ 法对我国大多数铀

矿石均为有效的握取方法，说明NOJ法既保留了Tll法的全部优点，又成功地克服了它

的不足.是一项可与搅拌浸出法相竞争的粗植矿石提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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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 s 我国典型铀矿石 NGI法漫出结果与愤拌漫出洼的比披

矿 石 阳』法 搅拌漫出法

类型 主要特性
触品位 主要操作 渣晶位 幢出事 主要撮作 温品位 搜出事

(Yo) 条件 (Yo) (Yo) 条件 (Yo) <Yo)

(I)肢结状砂砾岩矿石.砾石不
植度 槌度a

积岩沉
舍铀 s

-5.Omm, 。.0ω~ 90.- 。.5mm， 0. 0ω~ 90.-
(2)铀的存在主要以吸酣分散 也 126

状.次之是越显徽状，显徽状
HzSO.. 且由10 91. H:.SO.. 且 010 91.0

少见.
9-10% 13-1-1%

相火山且《 (1)矿石坚硬.素密性跪.遭水性 越度g
植度z

'萨·91

差， 0. ω86-、
- O.

-由l1/li， 89.4内 0.009- 注s原

流纹岩} (2)怕多呈量翻状‘t);之为越显
队O8H

0.0105 87.1
25四回H

O.OHo 旷品位F句SO<.

徽状.星点状产于基岩中. 15-2%
H:.SO..

0. 1%)
5-6Yo

(I】角砾状硅化花岗岩 e
植度 z 位度z

(2)铀以脉状.纲脉状而青铀矿
-5II1/II, 。.0112- 。.5nvn ， 。.002- 98.-

0.56 98. 0

存在.
H,sQ.. 0. 0115 H:.SO.. 0. 010 98. 5

5-侨% 6-9Yo

位度 z 植度 s

-5.Omm 0.008- 8. 0- 一 1. \lmm 也 005- 2.0-
0.10

【J)中细越似斑状结构.变f\'结 H,sQ.: 0.010 92.0 H,SO" 0.008 95.0

石英辑
构石英岩{片岩〉矿石e 5% 1%

(2)铀主要以分散吸附状相樊质

同象存在，饮之为脉状，四块 桂度s 植厦，

状矿物集体形式. -3mm, 血。H- -血 32mm， ~. 0172-
0.43

H,sQ.. 0.014 96.7 H，虫)" 0.0102 9ιD

5% 5-6%

3.2 NGJ~'晴唐水流程

水循环是铀水冶所追求的、但常规流程难以实现的目标之一，是作者研究和攻进TLL

法的出发点. 1981 年建成的前南斯拉夫斯洛维尼亚共和国卢布亚那铀厂可谓当今世界上

第→个不排废水的铀水冶厂间，其班程如固4 所示.这是在流程中加进了工艺流出液处

理工序.从而实现循环使用的常规流程，流程操作更为复杂了.然而作者认为，如果实现了

租粒矿石提取.就可基本上排除工艺流出液循环使用的障碍.某矿以NOJ法为基础、以水

循环为纽带的浸出一萃取流程的研究成功(17.1叭就是有力的证明.由固5 所示工艺流程可

且，该流程实现了工艺洒出液〈即萃余水相}直接循环使用.因此，浓酸熟化-高铁淋擅攫出

-三脂肪腊萃取流程就成为不捐瞰废水的铀水冶流程，故简称为无废水流程.

与常规流程相比，无废水梳理具有以下的优点s

CD简化了流程，即省去了膺矿‘固被分离操作，且大大简化了槽荆萃取和尾矿处置工

序，因而大幅度地降低了铀水泊成本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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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出撞

{去愿矿处置>@

图 4 南斯拉夫卢布亚那铀厂流程示意图

①一一搅拌搜出， ②一-回攘分离-

®--一富集鲍化， ⑥一一产品沉淀.干爆

⑤一-废水处理{循环水处理)，

⑤--尾矿处置.

〈的班程电耗仅为常规流程的 1/3-1/41

(b)流程用水量只是常规班程的 1/10-1/20;

(c)流程的直接操作费仅为常规流程的 50%左右.

(2)明显的环境和社会放应z

(a)不排工艺废水，唯一排出厂外的是理含量为 12-18%浸出渣z

(b)利用淋混过程实现了萃余水相微量腊等有机物的自净化，基本消除了萃取操作对

环境的危害s

(c)可做到变废物为有用，盟尾渣可作为来矿回填料，从而大大减小或消除尾矿坝工

程，省去了退役尾矿坝治理.

总之，上述两方面的优点说明了以 NGJ t去为基础的铀水冶流程，改变了当今铀水冶

基本丽貌，表明 NGJ 括在铀水冶中的突出地位.

4 结i~

(I)浓酸熟化，高铁淋撑漫出(NGJ)法是在薄层漫出(咀.L)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

既保留了 TLL法的优势，又克服了该法的严重不足，可以认为是一种更强化的堆漫操作.

NGJ 法对我国铀矿石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是一种可与常规搅拌漫出法相竞争的粗位矿E

提取铀的新浸出体系.

(2)以 NGJ 法为基础的铀矿加工班穗，成功地实现了工艺班出液的描环使用，从根本

上克服了现有流程能籍高、操作繁朵这两个基本问题，并大幅度降低了铀水冶环境危害，

将从根本上改变铀水冶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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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某矿NOJ 格三脂肪.!Ii牟取流惶{而惊无废水流程}示意图

①一一搜出(NO]法>J

②一一回穰分离{预备性保障捕施)，

⑤一~脂肪胶苯取、反萃取，

④-产品沉淀、干姆，

⑤-循环水氧化，

⑥-尾矿处置.

。)NGJ 法对我国大多数铀矿石具有普遍意义，该法同其他租植矿石提取技术一起，

将可成为我国新一代铀水泊的基本流程之一，即矿石的磨细作业将不再是我国铀水冶中

不可缺少的基本操作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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