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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了从铀矿石浸出液中回收铀的化学沉淀法。该法主要包括

石灰沉淀铁、氢氧化铁浆体预处理和H202 沉淀铀。浸出液用石灰乳

中和至 pH3. 7 ，沉淀氢氧化铁，此沉淀物经絮凝、沉降之后，在高压

釜内于 170"C温度下预处理。用 HzOz 从除铁浸出液中沉淀铀，用

MgO 浆体调节铀沉淀过程的pH 值至 3. 5 ，沉铀尾液可用于洗涤浸出

尾渣的滤饼。氢氧化铁沉淀浆体，预处理后返回浸出工序回收铀，这

不仅省去了氢氧化铁浆体的过滤工序，而且还使铁沉淀物不再溶解，

马因而浸出液中铁浓度不增加。研究结果表明:用石灰、H202 和 MgO

三种主要试剂就能从浸出液中获得铀含量高于65%的过氧化铀产

品，上述化学试剂均不污染环境，按浸出液中铀含量计，化学试剂

H20 2 (30%) 和 MgO 的耗量分别为 0.95 kg/kgU 和 0.169 kg/kg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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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OF URANIUM PEROXIDE FROM

THE LEACH LIQUOR OF URANIUl\'1 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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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METALLURGY)

ABSTRACT

A chemical precipitation pr∞ess of recovering uranium from the leach liquor of

uranium ores was investigated. The pr∞ess primarily includes the precipitation of

iron with lime , the preprocessing of the slurry of iron hydroxides and the precipita

tion of uranium with HzOz• The leach liquor is neutralized by lime milk to pH 3.7

to precipitate the iron hydroxides which after floculation and settle is separated out

and preprocessed at 170'C in an autoclave. HzOz is then used to precipitate uranium

in the leach liquor free of iron , and the pH of process for uranium precipitation ad

justed by adding MgO slurry to 3. 5. The barren solution can be used to wash the

filter cakes of leach tailing. The precipitated slurry of iron hydroxides after being

preprocessed is recycled to leaching processes for recovering uranium in it. This

treatment can not only avoid the filtering of the slurry of iron hydroxides,but also pre

vent the iron precipitate from redissolving and consequently the increase of iron

concetration in the leach liquor.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dicate that lime ,
H 20 z ?!"d MgO are the main chemical reagents used to obtain the uranium peroxide

product containing over 65 % uranium from the leach liquor , and they also do not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ranium content in the

liquor , the consumption of chemical reagent for I-IzOz (30 %) and MgO are O. 95

kg/kgU and 0.169 kg/kgU , respectively.

2



-主左- ->

目U 吕

铀的地质品位为0.5%的含铀硅酸盐矿，其水冶加工的特点是1 酸耗低，铀容易浸出，

浸出矿浆过滤性能较好.

由于矿石品位较高，从现有工艺考虑，采用萃取法较离子交换法经济合理。但从保护

环境考虑，萃取法因有机物污染问题不易解决，而离子交换法用于处理较高品位矿石时，解

吸再生频繁，并且也存在废水污染以及氯根对产品质量影响等问题。因而开展了化学沉淀

法从矿石浸出液中回收铀的研究。

从矿石浸出液中沉淀铀，曾是60 年代以前法国铀工业中提取铀的主要方法之一[1.气两

步石灰沉淀法，试剂费用低，废水量少，但所得浓缩物铀含量仅为20%，-.，， 30% ，若采用先

沉淀出钙盐浓缩物再用碳酸铀进行精制，虽然最终化学浓缩物含铀量可达65%'-"'67%，但

试剂耗量高。

铀的过氧化氢沉淀法曾在铀工业的早期用于铀浓缩物的精制，)}.、纯化的酸性溶液(淋

洗液或反萃取液〉中沉淀过氧化铀，在工业上也已得到了推广[N]，而从铀矿石的浸出液中

沉淀过氧化铀，至今未见工业应用的报道。

1 原理与方法简介

在酸性铀溶液中加人 H，O，洁液，可生成不洁性的水合过氧化铀沉淀，反应如下 z

VO;+ + H20 2+ xH20 = VO, . xH20 •+ 2H+

由反应式可知， H，O，沉淀铀，沉淀产物不是通过碱性活液对告 II溶液进行中和生成的，加入

H202 会降低溶液的 pH 值。增加 pH 值会促使钳i沉淀完全。

在通常沉淀过氧化铀的程序中，都是将含铀榕液预先调整到一定的 pH 值。然后缓慢地

加入过氧化氢溶液。同时加入适量的碱以中和沉淀反应过程中所生成的酸，使 pH 值维持在

所要求的最佳范围内。为使铀的回收率最高，杂质污染最小，沉淀的最终 pH 值应略低于初

始的 pH 值。因而与氨水沉淀或氢氧化的沉淀比较，过氧化氢沉淀铀的 pH 值低，选择性高.

表 1 主要金属氢氧化物沉淀的 pIl值

氢氧化物 |沉淀的 pH {j且

Fe (OH), I 2.5-3.5

Al (OH), I 4.0-6.0

VO, (OH), I 3.8-6.0

Fe (OH), I 8. O-g. 0

Mn (OB) , I B. 6-10. 0

Ca (OH), I >10.0

Mg (011), I >10.0

矿石经酸浸之后所得的浸出液，除制IJ外还含有大量杂质(主要有Fe ， AI , Si , Mn , Ca

和 Mg 等〉。但沉淀过氧化铀的最终 pH 值若为 3.5 ，则由金属氢氧化物沉淀的 pH 值(由表

1)可知，只有三价铁的氢氧化物能同过氧化铀一同沉淀。除此之外，铁的危害还表现在 Fe2+

能很容易被 H凡20αz 氧化为 Fe3+勺，以及 Fe3忡+又会对 H凡zρOα2 按下述反应起催化分解作用[∞6ω]

Fe2++ H20 2-==兰Fe3忡++OH-+·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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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HzOz 一→HzO+H02'

HO; +HzOz -一→Oz+HzO+ ·OH

Fe3+ +HO; -一→Fe%++H++Oz

因此，从浸出液中沉淀过氧化铀，铁离子是最有害的杂质，必须在沉淀铀之前预先充

分除去。从酸性浸出液中沉淀过氧化铀的流程，可分为石灰沉淀铁和HzOz 沉淀铀两步进

行。

氢氧化铁沉淀法是除铁最有效的方法.但此法的缺点是，其沉淀产物体积量大，过滤

与洗涤比较困难。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对石灰沉淀出的氢氧化铁浆体进行絮凝沉降，并

对浓浆体进行加压预处理，处理后的浆体同浸出矿浆一同浸出、过滤和洗涤。

为了避免提出液中沉淀铀时试剂对环境的可能污染，沉淀过氧化铀时，用MgO浆体调

节沉淀过程的pH值。为节约用水量，将过氧化铀沉淀母液用于浸出矿浆的滤饼洗涤，并考

查了废水回用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2 矿样

矿石中的铀主要以沥青铀矿形式存在，伴生金属矿物有黄铁矿、磁黄铁矿、闪钵矿。脉

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绢云母、白云石、少量绿泥石和方解石等。试验矿样的化学分

析结果列于表2.

表 z 试验矿样的化学分析结果

组分 I U SiO, Fe,O, AhO, CaO MgO K,O 陆ρ TiO, S co, P
含量/% I 0.370 70.76 2.40 13.71 1.20 0.35 2.92 3.40 0.148 2.40' 1.54 0.028

3 试验结果与讨论

从矿石浸出液中沉淀过氧化铀的流程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见图1): (1)浸出-固液分离 p

(2) 石灰沉淀铁-浆体预处理 I (3) HzOz 沉淀铀。

3. 1 浸出-固液分离

磨细矿样在单槽内进行搅拌浸出，浸出液固比为 1 I 1 ，采用分次加酸浸出，温度 35'C ，

时间 10 h. 用软锺矿作氧化剂，其用量应使浸出过程中溶解的 Fez+充分氧化为 Fe3\ 最后

将浸出矿浆进行过滤和淋洗，所得含铀?窑液量为 3 m3/t 矿石。

3.2 石灰沉淀铁-铁浆预处理

上述含铀溶液在室温下用石灰乳(10%) 进行分段中和除铁:第一段pH 为 2， 4; 第二

段 pH 为 3.0; 第三段 pH 为 3.7. 总沉铁时间为3 h，沉钦时间结束后加入除铁絮凝剂

9 g/t 矿石，氢氧化铁浆体即可快速絮凝沉降。由铁渣组成〈见表 3) 可知，铁渣中铀含量比

矿石含铀量高得多，回收这部分铀，一般都需要将铁渣过滤出，并返回到原矿提出工序处

理。为了说明铁渣直接返回浸出所产生的影响，将石灰沉淀所得的氢氧化快浆体，按当量

(单位矿量所产生的铁浆量〉同原矿一起浸出，所得结果列于表 4.

表 3 石灰沉淀铁的铁洼组成<%)

组分

Fe
中初的最终 pH 值

3.7

4.0

u
-叫
叫

曰:'

55.7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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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出-固液分离 石灰沉淀铁-浆体预处理 HtO:沉淀铀

矿石 3.0 m:/t 矿 石灰乳(CIlOIO%>

VO‘. 2日to

<lOO'C干燥〉

H:O: 沉淀铀

pH3.5 , 20 'C .2h

旅伴

170 'C .lh

石灰沉淀铁

pH3. 7.20 'C .3h

过泌

lit洗

il! j夜+洗水

图 1 从铀矿石浸出液中沉淀过氧化铀的流程

表 4 氢氧化铁浆体直接返回对原矿混出的影响

矿样1Ii:
浸出条件 Ii出液

浸出谊含铀量

E150%‘用量浆体加入量 pH 值
Fe Al %g ml gIL gIL

100 4.5 朱加 1.63 5.34 0.200 0.006

100 4.5 25 2.28 5.84 0.450 0.009

100 5.0 25 2.17 7.84 0.325 0.008

100 6.0 25 1.58 8.35 0.340 0.006

由表 4 可知，与原矿单独浸出结果比较，氢氧化铁浆体不经处理直接同原矿一起浸出，

不仅会使浸出液铁浓度增高，而且还会增加浸出过程的酸耗，否则浸出尾渣含铀量升高。

根据含金黄铁矿在温度 170·C 以上进行加压氧化时，其铁的水解产物不溶于酸的事

实[7] ，将石灰沉淀所得的氢氧化铁浆体在高压釜内进行加压预处理，处理温度 170·C ，时间

1 h ，不通氧气，也不外加化学试剂。经处理后的浆体为深红色。按当量同原矿一起浸出，浸

出条件同前，所得结果列于表 5 。

5



表 5 预处理铁浆返回对原矿漫出的影响

浸出条件 浸出液
浸出渣含铀量

矿佯ill: H，SO‘用量预处理铁浆浸出时间
pH 值

Fe %g % h giL

100 5.5 未加 1.23 5.84 0.006

100 5.5 7 1.38 5.10 0.007

100 5.5 4 1.35 5.26 0.007

100 5.5 2 1.29 5.26 0.007

100 5.5 1 1.29 5.39 0.007

由表 5 结果可知，与原矿单独浸出结果比较，氢氧化铁浆体经加压预处理后，同原矿

一同浸出时，不论浸出时间长短，均不增加浸出过程的酸耗和浸出液中铁的浓度。因此，对

浸出渣含铀盘影响极小。

综上所述，加压预处理是改变氢氧化铁沉淀酸溶性的有效方法。因而克服了石灰沉淀

铁谊返回浸出工序处理时浸出液中铁的积累问题。试验结果表明，加压预处理温度不能低

于 150'C ，否则不能抑制钦的活解。

除快过程中虽然要消梧大量石灰(以CaO 汁，每吨矿约加10 kg 石灰〉。但采用萃取流

程或离子交换流程时，萃余液或吸附尾液的中和，需要的石灰盘还会更多。

3.3 日102 沉淀铀

上述絮挺沉降(或浓密〉后的上前液(除铁铀溶液)，经控制过滤除去残留的悬浑物，

然后在室温 (20'C左右).条件下用H202 (3%) 沉淀铀，用MgO浆体 00%) 控制 pH 值。

过氧化铀沉淀经100'C烘干后，变为稳定的二水合物(Va， • 2H20) 。由表 6 可知，在

沉铁 pH 值较高的条件下，产品含铀量高达 69.35%以上，说明用 H202 从除铁浸出液中沉

淀铀的选择性高。此外还可以看出，从铀浓度仅为 1.4 giL 左右的溶液中进行沉淀时，其

H202 用量较化学计算盘过量约 I 倍时，铀的回收率可达 99.8%左右。

表 6 II ，O，沉淀铀的结果

序 号 1 z

沉淀 体职IL 2.6 4.2

原液
U tll皮Ig/L 1.38 1‘ 48

pH 值 4.26 4.05

H，O，过量1% 98.8 95.7

沉淀母液含铀量Img/L 1. 75 3.44

产品含销量i% 69.80 69.35

怕回收$1% 99.82 99.77

3.4 闭路循环试验

为了考查杂质积累对浸出过程和产品质量的影响，按图l 流程进行了闭路循环试验，即

氢氧化铁浆体经预处理后返回浸出工序同原矿一同浸出，每批浸出矿样1.5 kg，原矿浸出

时间 10 h ，预处理浆体浸出时间 2 h ，然后过滤矿浆，滤饼用过氧化铀沉淀母液(预先用硫

酸将 pH 调至1. 9 左右)进行盘上淋洗。所得浸出液和洗液合并为含铀溶液，接着进行除铁



和过氧化铀沉淀。循环试验进行过程中主要组分在含铀洁液中的积累以及对尾渣铀含量和

产品质量的影响分别列于表 7 和表 8.

表 7 闭路据环试验中含铀溶液组成和尾渣铀含量的变化

循环
含铀溶液

尾渣含铀量

序号 pH 值
U Mn Fe

gM/Lg
S04

%giL r~/L giL giL

。 2.02 1.33 1.45 1.00 0.42 11.5 。.0052

1 1.82 1.45 2.10 1.13 0.45 16.7 0.0056

z 1.94 1.45 2.30 1.09 0.45 18.0 0.0049

3 1.65 1.49 3.00 1.22 0.42 21.5 0.0067

4 1.72 1.45 3.50 1.00 0.48 22.1 0.0077

5 1.74 1.47 3.50 1.08 0.70 23.0 。.0052

表 8 闭路循环试验中过氧化铀产品分析结果<%)

循序号环 Mn Mg Fe AI F SiD. mi- 四i- U

。 0.006 0.013 0.056 0.24 0.02 0.19 <0.1 <0.1 67.2

0.095 0.010 0.038 0.32 66.8

2 0.004 。.028 0.082 0.35 。.02 0.45 0.11 <0.1 66.8

3 0.007 0.029 0.046 0.49 66.9

4 0.013 。.024 0.051 1.13 0.04 0.50 <0.1 <0.1 65.6

5 0.038 0.145 1.02 66.1

由表 7 结果可得，预处理铁浆多次返回浸出，并未使含铀?在液〈或浸出液〉中铁浓度

增加，从而解决了以往化学沉淀中铁渣返回原矿浸出时铁积累的问题。此外，过氧化铀沉

淀过程中虽然用MgO控制 pH 值，但沉铀母液多次返回矿浆滤饼洗涤，含铀溶液中锐的积

累并不明显，除与MgO 实际用量较少 (0.169 kg/kgU) 外，其他原因不详.

由表 8 结果可得，用H202 从除铁浸出液中沉淀铀，所得产品铀含量高、纯度寓。

过氧化铀沉淀过程中， H202 用虽较化学计算盘过盐1 倍 • (按提出液中铀含量计为

O. 95 kg/kgU) ，沉淀母液中铀浓度变化为 1.6-8.6 mg/L ，曾发现滤液中有过氧化铀微粒

穿滤，将滤液重新过滤后铀浓度降低。未进行品种返回试验。

4 结论

(1)从矿石浸出液中沉淀过氧化铀的工艺中，铁是最有害的杂质。采用石灰沉淀铁，对

氢氧化铁浆体进行加压预处理，克服了氢氧化铁沉淀返回浸出工序处理时酸花增加和浸出

液中铁积累的问题。加压预处理除供热外，不需任何化学试剂，操作简单。

(2) 采用石灰沉淀铁-过氧化氢沉淀铀的两步化学沉淀法，可从矿石浸出液中直接制取

铀含量高和纯度高的黄饼产品。与萃取流程和离子交换流程比较，所用试剂材料主要为过

氧化氢和氧化镜。并且做到了试剂用量少、不污染环境。

·校浸出液中铀含量计为 O. 95 kg/k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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