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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铜冶炼渣中砷、铅的经济有效去除是其无害化的关键，而去除效果受限于铁橄榄石结构的影响 .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 NaOH/Na2CO3 碱

共解聚耦合酸浸去除铜冶炼渣中砷、铅的环境友好策略，系统优化了影响碱共解聚过程及酸浸过程金属浸出效果的工艺参数，评估了处理后
残渣的环境风险，同时通过多项表征手段研究了 NaOH/Na2CO3 对铜冶炼渣的共解聚机制 . 结果表明，在碱共解聚最佳条件下，砷浸出率为
62.66%，铅几乎没有浸出；在酸浸过程中 33.57% 的砷和 96.55% 的铅被进一步浸出；最终，砷、铅的总浸出率分别达到 96.23% 和 96.55%. 处理后

铜冶炼渣中砷和铅的含量分别从 1002.5 mg·kg-1 和 5343.1 mg·kg-1 大幅降低到 112.1 mg·kg-1 和 170.2 mg·kg-1，同时，处理后残渣的浸出毒性低于

标准限值 .XRD、SEM-EDS mapping、FTIR 表征结果表明，铜冶炼渣的铁橄榄石相被分解，并暴露出有害成分，经碱共解聚后转化为酸溶形式，
促进了后续酸浸效果 . 碳酸钠的存在拓展了铁橄榄石的解聚途径，为砷和铅提供了新的去除方法，本研究可为铁橄榄石类炉渣的无害化处理
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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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removal of As and Pb from copper smelting slags was crucial to its harmless disposal，and the removal
efficiency was limited by the fayalite structure. In this work，an eco-friendly strategy for effective removal of As and Pb from copper smelting slags was

proposed based on NaOH/Na2CO3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coupled with acid leaching，the process parameters that affect metal leaching efficiency of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and acid leaching process were systematically optimized，the environmental risks of the treated residues were evaluated，and
the co-disaggregation mechanism of copper smelting slags by NaOH/Na 2CO3 was studied through multiple characterization. Under optimal conditions of

alkali co-disaggregation，62.66% of As but almost no Pb was leached out. Then during the acid leaching，33.57% of As and 96.55% of Pb were further

leached out of copper smelting slags. Finally，the total leaching efficiency of As and Pb reached up to 96.23% and 96.55%，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the content of As and Pb in the copper smelting slags was drastically reduced from 1002.5 mg·kg-1 and 5343.1 mg·kg-1 to 112.1 mg·kg-1 and
170.2 mg·kg-1，respectively. Moreover，the leaching toxicity of the treated residues was below the standard limit. XRD，SEM-EDS mapping，FTI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ayalite in copper smelting slags was decomposed，exposing the harmful ingredients which were converted into acid-soluble forms

after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to promote subsequent acid leaching efficiency. The existence of Na2CO3 expanded the disaggregation pathway of faya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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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ovided a new removal approach for As and Pb. This work inspired the harmless treatment of fayalite-containing slags.
Keywords：copper smelting slags；co-disaggregation；NaOH/Na2CO3；heavy metals

1

引言（Introduction）
铜是重要的有色金属之一，2016 年全球铜产量约为 2300 万 t，其中约 80% 产生于火法冶金工艺（Sarfo et

al.，2017；Wen et al.，2019）. 据估算，每生产 1 t 金属铜将产生 2~3 t 铜冶炼渣（Ku et al.，2020）. 铜冶炼渣

（Copper Smelting Slags，CSS）作为一种具有毒性的固体废物，不仅含有有害成分（如砷、铅），还含有有价金属

（如铜、锌、铁、钴）
（ Shanmuganathan et al.，2008；Guo et al.，2018b）. 同时，全球 80% 的铜冶炼渣仅进行堆存

而没有进行有效处理（Gorai et al.，2003），这将导致潜在的环境风险、有价资源浪费及大规模土地侵占

（Kierczak et al.，2013；Li et al.，2021）. 因此，对铜冶炼渣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理迫在眉睫 .

目前，铜冶炼渣的处理方法可分为火法冶金和湿法浸出 . 其中，火法冶金主要以分离提取铁和铜为目的

（Guo et al.，2018b；Zhang et al.，2020）；湿法浸出是将有价金属由不溶物转化为可溶物的过程（Yang et al.，
2010；Guo et al.，2020），其有利于克服来自高能耗和污染方面的挑战 . 然而，国内外研究学者大多关注有价

金属的回收，而忽略了铜冶炼渣中有害成分的去除 . 近年来，有关铜冶炼渣中有害组分去除的研究逐渐受到

关注 . 选择性还原-磁选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工艺，在最佳条件下镍、铜、铁的回收率分别为 87.15%、79.68%、
68.96%，同时，磁选尾渣中有害组分含量均低于 0.012%（Guo et al.，2018b）. 上述结果表明该工艺在实现了铜

冶炼渣中有价金属回收的同时，去除了有害元素 . 前期研究表明，碱解处理能有效破坏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
相 的 Fe—O—Si 键 ，进 而 促 进 金 属 元 素 的 提 取 ，在 优 化 条 件 下 ，砷、铅、锌、铜 和 铁 的 总 浸 出 率 分 别 达 到

99.7%、99.1%、62.5%、99.9% 和 41.5%（Zhang et al.，2021）. 如果在碱解的过程中引入环境友好型碱式盐，
则有可能在较温和的条件下实现铜冶炼渣中有害组分的去除及无害化，并进一步降低所产生的碱性废液的
环境风险，从而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 .

因此，本文提出一种通过 NaOH/Na2CO3 碱共解聚耦合酸浸从铜冶炼渣中有效去除有害金属的策略 .

首先，系统研究影响碱共解聚过程及酸浸过程金属浸出效果的工艺参数；进而，通过 ICP-OES 检测有害成分
的去除效果，并进行浸出毒性实验，以评估经耦合工艺处理后的铜冶炼渣的环境风险；最后，通过多种表征
手段研究 NaOH/Na2CO3 对铜冶炼渣的共解聚机制 .

2
2.1

材料与方法（Materials and methods）
材料

本文所用铜冶炼渣来源于云南省某铜冶炼厂，原始矿渣为黑色大块状，利用颚式破碎机对其进行破碎

处理后在 105 ℃的干燥箱中干燥 12 h. 随后，使用行星
球磨机将其进一步磨成粉末并用 200 目筛网筛分 . 通

过 电 感 耦 合 等 离 子 体 发 射 光 谱 仪（ICP-OES，730，
Agilent，USA）测定得到铜冶炼渣主要含有铁和硅，同
时还含有一定量的砷、铅有害组分（表 1）. 通过 X 射线

衍射仪分析得到铜冶炼渣主要物相为铁橄榄石和
磁铁矿（图 1）. 此外，本实验所用试剂，如碳酸钠、氢氧

化 钠 、硝 酸 和 双 氧 水 均 为 分 析 纯 . 所 有 实 验 均 采 用
去离子水，实验均重复 3 次．
2.2

2.2.1

实验方法

碱共解聚实验

碱共解聚实验在课题组自行

设计的固液两相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器结构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具体细节发表在本课题组之前的工作中（Li
et al.，2020）.

图1
Fig.1

铜冶炼渣的主要物相
Main composition of 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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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Fe

化学组成

40.25%

百分含量

铜冶炼渣主要化学组成

Table 1

Si

Main composition of CSS
Zn

13.66%

2.11%

Cu

1.72%

As

0.10%

Pb

0.53%

图 2 反应器结构示意图
Fig.2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reactor

将 30.0 g 碱和 200 mL 去离子水放入反应器中，打开加热装置和循环冷却水，当温度达到设定值（90、

100、110、120 和 130 ℃）时，称取 20.0 g 铜冶炼渣于反应器中并开始搅拌，收集反应 6 h 后的浸出液，经过滤、
离心固液分离后用 ICP-OES 测试金属浓度 . 本文将 NaOH/Na2CO3 复合比设定为 1：2、3：4、1：1、5：4、3：2，反应
时间设定为 0.25、0.5、1、2、3、4、5、6 h，液固比设定为 6：1、8：1、10：1、12：1、14：1 mL·g-1. 反应结束后，收集
碱解残渣，洗涤 3 次后干燥备用 . 金属离子的浸出率计算方法见式（1）.
η=

1000c 1V
× 100%
c0 m

（1）

式中，η 为金属元素浸出率，c1 为浸出液中的金属元素浓度（mg·L-1），V 为浸出液体积（L），c0 为铜冶炼渣中
金属元素含量（mg·kg-1），m 为铜冶炼渣粉末投加量（g）.
2.2.2

酸浸实验

酸浸实验在三颈烧瓶中进行，将碱解残渣、硝酸、双氧水依次加入到烧瓶中，在特定的

温度（25、45、65 和 85 ℃）下反应一段时间（5、10、15、30、60、90 和 120 min）. 研究了硝酸浓度（0.8、1.0、1.2、1.4、
1.6 mol·L-1）对酸浸效果的影响 . 此外，液固比、搅拌速度和双氧水浓度设定为固定值（分别为 10 mL·g-1、300
r·min-1、0.4 mol·L-1）. 收集酸浸出液及处理后的残渣用于分析测试 .
2.2.3

浸出毒性实验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固体废物 浸出毒性浸出方法 硫酸硝酸法》
（HJ/T 299-

2007）设计开展酸浸残渣的浸出毒性评估试验 . 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将质量比为 2：1 的优级纯浓硫酸和浓硝

酸混合均匀，滴加硫酸硝酸混合液到去离子水中并调整 pH 值在 3.20±0.05 范围内，所得溶液记为萃取剂 .

然后，称取 10.0 g 的固体样品加入聚丙烯瓶中，以 10：1 的液固比量取相应体积的萃取剂加入其中并加盖，
在（23±2）℃下以（30±2）r·min-1 的转速反应（18±2）h. 最后，浸出液经微孔滤膜过滤并收集，通过 ICP-OES
检测浸出液中有害组分的含量 .
2.3

表征分析

采用 ICP-OES 测定浸出液中金属离子浓度 . 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FEI，America）获取铜冶炼渣的

表观形貌 . 采用 XRD 分析铜冶炼渣处理前后的物相变化 . 使用 Nicolet iS50 红外光谱仪在 400~4000 cm-1 范围
内记录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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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碱解聚剂的筛选

前期研究表明，铜冶炼渣酸浸效果并不理想，而碱解处理能增强酸浸效果（Zhang et al.，2021）. 本文首先

对比了碳酸钠、氢氧化钠及碳酸钠与氢氧化钠混合物对从铜冶炼渣中提取砷、铅效果的影响（图 3）. 根据
先前的研究，在碱/矿渣质量比为 1.5：1 的情况下，使用
氢氧化钠对铜冶炼渣进行碱解处理结合后续酸浸，砷
和铅的总浸出率最佳（Zhang et al.，2021）. 因此，在碱

解聚剂的筛选实验中，碳酸钠、氢氧化钠及其混合物
（NaOH/Na2CO3 复合比为 1：1）的添加量分别设为 30.0、
15.0、30.0 g. 如图 3a 所示，与仅添加氢氧化钠相比，仅

添加碳酸钠对铜冶炼渣中砷、铅的总浸出率相对较低

（砷 ：73.58%，铅 ：39.91%）. 为 了 增 强 铁 橄 榄 石 相 的

分解，尝试添加氢氧化钠和碳酸钠的混合物 . 从图 3b
中可明显看出，NaOH/Na2CO3 复合添加剂对砷和铅的
浸出效果比氢氧化钠更好，浸出率分别为 92.92% 和

图3

实现铜冶炼渣中有害组分去除的一种更经济、环境风

Fig.3

86.02%. 如上所述，用碳酸钠部分替代氢氧化钠可能是
险更低的方法 . 因此，下文对 NaOH/Na2CO3 复合添加剂
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 .
3.2

碳酸钠（a）、氢氧化钠和碳酸钠混合物（b）及氢氧化钠（c）
对铜冶炼渣中砷和铅的提取效果
The extraction effect of Na2CO3（a），mixture of NaOH and
Na2CO3（b）and NaOH（c）on As and Pb from CSS

碱共解聚过程优化

为了确定 NaOH/Na2CO3 碱共解聚过程的最优操作条件，本文考察了反应温度、NaOH/Na2CO3 复合比、

反应时间、液固比对铜冶炼渣铁橄榄石碱共解聚效果的影响 .
首先，反应条件设定为 NaOH/Na2CO3 复合比 1：1，反应时间 6 h，液固比 10：1 mL·g-1. 如图 4a 所示，随着

反应温度的升高，砷的浸出率同步增加，并在 130 ℃时获得最大浸出率 56.49%. 与砷浸出率的变化趋势相反，
铅在 90 ℃时的最大浸出效率为 16.95%，之后急剧地降低并最终保持在 0.01% 以下 . 这可能是由于随着温度

升高到 90 ℃以上，铅-羟基配合物受热分解产生含铅沉淀物所致（Xie et al.，2019）. 铅在碱性条件下主要以

不溶性化合物的形式存在，而在酸性条件下铅能被转化为可溶性离子而转移到溶液中（Yu et al.，2019）.
因此，为了达到铜冶炼渣中砷的最大浸出率，选择 130 ℃作为后续实验的最佳反应温度 .

NaOH/Na2CO3 复合比对碱共解聚效果的影响如图 4b 所示，反应条件设定为反应温度 130 ℃，反应时间为
6 h，液固比为 10：1 mL·g-1. 随着 NaOH/Na2CO3 复合比从 1：2 增加到 5：4，砷的浸出率提高了约 4%，进一步增加

NaOH/Na2CO3 复合比并不能提高砷的浸出率，反而具有不利影响（降低至 51.52%）. 在质量相同的情况下，
氢氧化钠比碳酸钠含有更多的钠，而高浓度的钠离子可能会抑制砷的溶解（Han et al.，2017）. 另外，NaOH/

Na2CO3 复合添加剂和铁橄榄石反应生成的硅酸钠具有高强度的内聚力，这将抑制铜冶炼渣中砷的浸出效果 .
因此，选择 NaOH/Na2CO3 复合比为 5：4 进行后续实验 .
在反应温度为 130 ℃，NaOH/Na2CO3 复合比为 5：4，液固比为 10：1 mL·g-1 的条件下，研究了反应时间对碱

共解聚效果的影响 . 如图 4c 所示，砷的浸出率曲线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反应时间会显著影响铜冶
炼渣中砷的浸出率 . 随着反应时间从 0.5 h 延长至 2 h，砷的浸出率提高至 44.79%，上升速率较大，而后浸出率
增速趋于平缓，进一步延长反应时间对砷的浸出没有益处 . 因此，为了保证砷的最大化浸出，确定反应过程
的最佳反应时间为 5 h.

液固比对碱共解聚效果的影响如图 4d 所示，反应条件设定为反应温度为 130 ℃，NaOH/Na2CO3 复合比为
5：4，反应时间为 5 h. 由图可知，砷的浸出率在液固比为 6：1 时为 56.49%，随着液固比的增加，砷的浸出率以
较低的增速提升并逐渐平缓，并在液固比为 12：1 的条件下获得 59.95% 的最大砷浸出率 . 这是由于随着液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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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增加，反应体系的流动性增加，粘度降低，促进了分子间的扩散过程，从而提高浸出效率（Gu et al.，
2019）. 因此，选择液固比为 12：1 作为碱共解聚过程的最优条件 .

图4
Fig.4

3.3

反应时间（a）、NaOH/Na2CO3 复合比（b）、反应时间（c）及液固比（d）对碱解渣酸浸效果的影响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a），NaOH/Na2CO3 composite ratio（b），reaction time（c）and L/S ratio（d）on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of CSS

酸浸效果优化
为了确认碱共解聚效果，使用硝酸浸出碱解渣以释放砷、铅到溶液中，依次研究了反应时间、硝酸浓度

和温度对碱解渣酸浸效果的影响 . 首先，硝酸浓度和反应温度分别设定为 1 mol·L-1 和 25 ℃，如图 5a 所示，随

着反应时间的增加，砷和铅的浸出率呈现出一致的下降趋势 . 进一步延长反应时间能够提高砷和铅的浸出

率，但其增长速率较为平缓 . 对比可知，反应时间从 5 min 增加到 120 min，砷和铅的浸出率没有明显提高 .
因此，从节能降耗的角度出发，选择 5 min 的反应时间作为后续实验的最佳条件 .

硝酸浓度对酸浸效果的影响如图 5b 所示，反应条件设定为反应时间 5 min，反应温度 25 ℃. 当硝酸浓度

增 加 到 0.6 mol·L-1 以 上 时 ，砷 的 浸 出 率 不 再 有 明 显 变 化 . 不 同 于 砷 浸 出 率 的 变 化 幅 度 ，当 硝 酸 浓 度 从

0.4 mol·L-1 增加到 0.8 mol·L-1，铅的浸出率显著提高至 87.58%，而后浸出率的增加速度放缓 . 当硝酸浓度高于

1.2 mol·L-1 时，砷和铅的浸出率均有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铝水方解石的形成与较高硝酸浓度下砷和铅的吸附
之间的关系所致（Du et al.，2020）. 因此，为获得最大的砷、铅浸出率，选择硝酸浓度 1.2 mol·L-1 作为酸浸过程
的最佳工艺参数 .

图 5c 显示了不同反应温度下砷、铅的酸浸效果，反应时间和硝酸浓度分别设定为 5 min 和 1.2 mol·L-1. 随

着反应温度的升高，砷的浸出率逐步增加，在 85 ℃时达到最大浸出率 30.90%. 与砷浸出率的变化趋势相反，
铅的浸出率持续下降，在 85 ℃处的浸出率为 85.02%，在其他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Kim et al.，2017）.
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
（GB 5085.6-2007），若固体废物中砷酸钠含量超过 0.1%，则将

其视为危险废物 . 也就是说，较高的砷浸出率有利于使处理后的残渣的砷酸钠含量低于国家标准限值，从而

实现铜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 . 因此，本研究选择反应温度 85 ℃为酸浸过程的最佳工艺条件 . 值得指出的是，
在优选出的最优条件下，根据实验结果，酸浸反应后，溶液的 pH 值为 0.4. 在溶液体积不变的前提下，计算可
知，碱解渣的耗酸量为 0.529 mL·g-1（浓硝酸/碱解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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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时间（a）、硝酸浓度（b）及反应温度（c）对酸浸效果的影响

The effect of reaction time（a），nitric acid concentration（b）and temperature（c）on acid leaching of CSS

最优条件验证及浸出毒性评估
为了评估碱共解聚和酸浸过程对铜冶炼渣中砷、铅浸出的总体效果及其他金属的浸出情况，在优选出

的最佳条件下进行了验证实验，结果如图 6 所示 . 在碱共解聚过程中（反应温度为 130 ℃，NaOH/Na2CO3 复合
比为 5：4，反应时间为 5 h，液固比为 12：1 mL·g-1），由
于 两 性 氧 化 物 在 碱 性 条 件 下 能 够 部 分 溶 解（Guo et

al.，2016），砷和锌的浸出率分别为 62.66% 和 2.60%，
其他金属（如铅、铁、铜）因其以难溶性物质存在而几
乎不能被浸出（浸出率远低于 0.01%）. 在酸浸过程中

（反应时间为 5 min，硝酸浓度为 1.2 mol·L-1，反应温度

为 85 ℃），铅、铁、铜在 5 min 内快速浸出，浸出率分别
为 96.55%、24.17% 和 31.81%，这是由于铅、铁、铜的不
溶性化合物向可溶性硝酸盐转化，从而释放铅、铁、铜

到溶液中 . 与此同时，其他金属（如砷和锌）被进一步

浸出 . 总体而言，有害组分砷和铅的总浸出率分别达
到 96.23% 和 96.55%，并且与原渣对比，其在酸浸残留

物中的含量大大降低（砷含量从 1002.5 mg·kg-1 降低至

112.1 mg·kg-1，铅 含 量 从 5343.1 mg·kg-1 降 低 至 170.2
mg·kg ）. 同时，酸浸残留物中砷酸盐含量（由砷的含量
-1

图6

碱共解聚和酸浸过程对铜冶炼渣中金属浸出的总体效果

Fig.6

The overall effect of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and acid
leaching on metal leaching from CSS

换算得到）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GB 5085.6-2007）.

为确定酸浸残留物的环境风险，开展了浸出毒性实验，结果列于表 2 中 . 由表 2 可知，砷和铅的浸出浓度

远低于国家标准限值（GB 5085.3-2007），且锌和铜的浸出浓度也未超过标准限值 . 这表明本文所提出的耦合
工艺能够实现铜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后的铜冶炼渣至少可按第 II 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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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Na2CO3 对铜冶炼渣的共解聚机理

Table 2

前期研究表明，铜冶炼渣中的铁橄榄石与氢氧
化钠反应后，将逐渐分解并最终转化为氧化亚铁和
硅酸钠（Zhang et al.，2021）. 同时，碳酸钠溶液被证

明能够促进硅酸盐矿物的分解并产生氢氧化钠
（Sun et al.，2015）. 为了明晰 NaOH/Na2CO3 对铜冶炼

元素
As
Pb
Zn

Cu

表2

酸浸残留物的浸出毒性

The leaching toxicity of the acid leaching residue

标准限值/（mg·L-1）

浸出液/（mg·L-1）

5

0.02

5

100
100

0.02
20.8
50.7

渣的共解聚机理，进行了多项表征测试（在优选出的
碱共解聚最优条件下进行实验）.
3.5.1

XRD 分析

为了明确 NaOH/Na2CO3 与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及有害组分反应产生的新物相及其相转

变，首先进行了 XRD 分析 . 所用样品在碱共解聚反应时间分别为 30、120 及 300 min 时采集获得 . 由图 7b 及

图 1 可知，反应前的铜冶炼渣的衍射图谱与铁橄榄石（Fe2SiO4，JCPDS 96-900-0470）和磁铁矿（Fe3O4，JCPDS
96-101-0370）的衍射图谱几乎一致，这表明铜冶炼渣的主要矿相为铁橄榄石和磁铁矿 . 随着反应时间的

延长，铁橄榄石在 35.91°处的峰强度减弱并最终消失，并且与铁橄榄石相对应的其他衍射峰也发生了变化

图7
Fig.7

碱共解聚过程不同反应时间的铜冶炼渣的 XRD 图谱

XRD patterns of CSS taken from different times during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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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a、7b），这意味着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发生部分分解 . 碱共解聚反应 300 min 后，铜冶炼渣中磁铁矿的

针状特征衍射峰在 35.49°处变得更加尖锐（图 7c）. 如图 7d 所示，在 43.14°处检测到与砷酸铅（Pb4As2O9，
JCPDS 00-022-0383）的特征峰相对应的衍射峰，并且此峰随着反应的进行峰强度逐渐降低，直至消失，这表

明含砷物相经过共解聚反应被暴露出来并进一步发生相转变而后进入溶液 . 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对应于

碱式硫酸铅（Pb5O4SO4，JCPDS 00-006-0283）在 27.42°处的特征衍射峰峰强度显著减小（图 7e）. 同时，在 34.88°
处出现了碳酸铅（PbCO3，JCPDS 00-001-0541）的特征峰并略有偏移（图 7f）. 结合铜冶炼渣中碱式硫酸铅和
碳酸铅峰强度的变化，可以推断出碱式硫酸铅在碱共解聚过程中向碳酸铅转化 . 碳酸铅在强碱性环境中会

自发地转化为氢氧化铅（Yang et al.，2020），氢氧化铅在热力学上不稳定而会分解为氧化铅（Meng et al.，
2017）. 由于生成的氧化铅的特征峰与铁橄榄石的特征峰重叠，故未能在 XRD 图谱中区分出氧化铅，但在
FTIR 光谱中发现了氧化铅，对此将在后文中进行讨论 . 另外，硅酸钠（Na2SiO3）和砷酸钠（Na3AsO4）可溶于
碱性溶液，所以在 XRD 图谱中未检测到其特征峰 .
3.5.2

SEM-EDS mapping 分析

如图 8a 所示，反应前的铜冶炼渣呈现块状光滑的表面形态，铁、硅、氧的元

素分布高度重合，表明铜冶炼渣具有规律、整齐的铁橄榄石结构，这与 XRD 的结果一致（图 1）. 同时，观察到

铜冶炼渣中有害组分砷和铅均匀地分布在铁橄榄石中，这表明砷、铅包埋于铁橄榄石的结构中 . 从图 8b 可以

看出，碱共解聚反应后的铜冶炼渣的 SEM 图像发生了明显变化，铁、硅、氧元素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其中一部
分硅和氧元素重叠，说明铁橄榄石的规整结构发生改变，而砷和铅在局部区域出现亮点，这说明砷、铅暴露

在处理过的铜冶炼渣表面 . 比较图 8a 和 8b 及相对应的元素分布图可以看出，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在碱共解
聚反应后被部分分解并释放出有害组分，这为后续酸浸阶段有害组分的高效浸出提供了条件 .

图8
Fig.8

3.5.3

铜冶炼渣碱共解聚前（a）后（b）的 SEM-EDS mapping 图谱

SEM images and corresponding EDS elemental mappings of CSS before（a）and after（b）alkali co-disaggregation

FTIR 分析

为了进一步阐明碱共解聚过程中铜冶炼渣的变化，通过 FTIR 进行分析 . 如图 9 所示，在

500~1000 cm 处观察到的吸收峰证实了铁橄榄石的存在（Wang et al.，2014；Song et al.，2020）.825 cm-1 和
-1

876 cm-1 处的吸收峰随着反应时间的延长峰强度变弱直至几乎消失，同时铁橄榄石的其他峰则略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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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铁橄榄石发生不完全分解，这与 XRD（图 7b）和 SEM-mapping（图 8）的结果一致 . 位于 465 cm-1 处的吸收

峰来源于氧化铅，随着反应时间的增加，峰强逐渐增加，表明氧化铅含量增加（Alagar et al.，2012）. 另外，位于

1434 cm-1 处的峰来源于碳酸铅（Kovala-Demertzi et al.，2012；Liang et al.，2018），并且该峰先增加后减少，
表明碱共解聚过程中铅物相发生转变，这与 XRD 的结果一致（图 7e、7f）.

图9
Fig.9

3.5.4

碱共解聚机理

碱共解聚过程不同反应时间的铜冶炼渣的 FTIR 图谱

FTIR spectra of CSS taken from different times during alkali co-disaggregation

经上述分析，可以将 NaOH/Na2CO3 对铜冶炼渣的共解聚机理概括为以下两阶段 .

阶段一：如式（2）~（5）所示，铜冶炼渣中的铁橄榄石首先与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反应生成氢氧化亚铁和

碳酸亚铁，导致铁橄榄石致密结构的部分分解 . 其中，碳酸钠与铁橄榄石反应时，以水解的方式产生了氢氧
化钠，进一步增强铁橄榄石的解聚反应（Sun et al.，2015）. 当溶液的 pH 高于 12.5 时，碳酸亚铁会以氢氧化亚
铁的形式再沉淀（Narasimhan et al.，2002）. 氢氧化亚铁在热力学上不稳定，当温度高于 85 ℃时会迅速分解成
氧化亚铁（Beverskog et al.，1996）. 氧化亚铁的特征峰因被铁橄榄石的特征峰所掩盖而无法在 XRD 图谱中
鉴别 . 铁橄榄石分解后，砷和铅等有害组分暴露在铜冶炼渣的表面 .

( )

Fe 2 SiO 4 + 2NaOH +H 2 O → 2Fe OH

2

+ Na 2 SiO 3

Fe 2 SiO 4 + 2Na 2 CO 3 +2H 2 O → 2FeCO 3 + Na 2 SiO 3 + 2NaOH

( )

FeCO 3 + 2NaOH → Fe OH

( )

Fe OH

2

2

+ Na 2 CO 3

→ FeO + H 2 O

（2）
（3）
（4）
（5）

阶段二：如式（6）~（11）所述，铅物相从碱式硫酸铅转变为碳酸铅，最后以氧化铅的形式存在 . 与此同时，

在与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反应后，一部分以砷酸铅形式存在的砷转化为砷酸钠、氢氧化铅和碳酸钠 . 而源自
砷酸铅的碳酸铅会自发地转变为氢氧化铅并经脱水后以氧化铅的形式存在 .
Pb 5 O 4 SO 4 + 2NaOH → 4PbO + Pb (OH) 2 + Na 2 SO 4

Pb 5 O 4 SO 4 + Na 2 CO 3 → 4PbO + PbCO 3 + Na 2 SO 4

Pb 4 As 2 O 9 + 6NaOH → 3Pb (OH) 2 + 2Na 3 AsO 4 + PbO

Pb 4 As 2 O 9 + 3Na 2 CO 3 → 3PbCO 3 + 2Na 3 AsO 4 + PbO

( )

PbCO 3 + 2NaOH → Na 2 CO 3 + Pb OH
Pb (OH) 2 → PbO + H 2 O

2

（6）
（7）
（8）
（9）
（10）
（11）

经过碱共解聚反应，可溶性的砷酸盐被转移到碱性溶液中，同时不溶性含铅物相被转化为可被酸浸出

的形式，这为后续的酸浸提供了有利条件 . 铜冶炼渣与 NaOH/Na2CO3 的共解聚机理可用图 10 直观地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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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Na2CO3 对铜冶炼渣的共解聚机理示意图

Co-disaggregation mechanism of CSS by NaOH and Na2CO3

讨论
工艺应用所带来的潜在环境风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倾向于采用更加绿色、节能

的处理工艺（Fan et al.，2018；Guo et al.，2018a）. 本文提出一种新颖的碱共解聚耦合酸浸策略，成功实现
铜冶炼渣中有害组分的去除并达到无害化 . 值得指出的是，在药剂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与仅使用氢氧化钠

（市价 1800~2400 元·t-1，工业级）相比，用相对便宜的碳酸钠（市价 1200~1500 元·t-1，工业级）部分取代氢氧化

钠会降低工艺药剂投加成本 . 同时，在最优条件下，由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形成的溶液碱度低于同等质量的
氢氧化钠溶液，这意味着所提出的策略对设备的要求更低，操作环境更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降低
工艺投入成本 . 换言之，本文对铜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是在低环境风险和经济友好条件下实现的 .

由于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结构复杂、含量高，人们对铁橄榄石在火法冶金或湿法浸出过程中的反应机

理进行了大量研究 .Ku 等（2020）提出在 1200 ℃下通过氧化钙和铁橄榄石的相互扩散将 Ca 掺入铁橄榄石的
结构中，在较低的还原温度和较低的粘度下促进了铁橄榄石的分解和铁的回收 . 无定形的 FeO-SiO2 炉渣在

高温下与酸反应后会形成非晶态的二氧化硅钝化层，这将抑制镍、钴、铜等金属离子从炉渣浸出到溶液中
（Perederiy et al.，2017）. 然而，前期的研究表明，氢氧化钠可以有效地破坏 Fe—O—Si 键，从而导致铁橄榄石
的分解并提高金属的回收效率（Zhang et al.，2021）. 本文针对 NaOH/Na2CO3 共解聚铜冶炼渣机理的研究表

明，碳酸钠不仅通过与铁橄榄石反应产生碱的方式增强其分解，而且以产生中间产物碳酸铅的方式促进了
砷酸铅和碱式硫酸铅的转化 . 与氢氧化钠碱解聚相比，碳酸钠的引入拓展了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的分解途
径，并为有害组分砷和铅的转化提供了一条新的转化路径，这丰富了铁橄榄石类冶炼渣共解聚的作用机制 .

虽然本文实现了铜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但仍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关注：①根据实验结果，共解聚

反应后溶液的 pH 值比之前略高，这可能是由于反应消耗水（式（2）、式（3））和蒸发失水的综合影响（Li et al.，
2020）. 因此，可以考虑添加一定量的水到碱性废液中，调节溶液 pH 到反应前的水平后将其用于碱共解聚工

艺，以期实现碱性废液在工艺内部循环 .②碱共解聚和酸浸过程产生的碱性废液和酸性废液具有一定的环境
风险，不能直接排放 . 研究表明，通过严格地控制反应体系的 pH 值，酸性溶液中的砷能以 FeAsO4∙2H2O 沉积

物的形式被除去（Zheng et al.，2021）. 因此，可以考虑使用碱性废液来调节酸性废液的 pH，使得废液中的砷、
铅等有害元素被去除 .③铁含量高、结构稳定的铁橄榄石相普遍存在于钒渣（Ji et al.，2017）、镍冶炼渣

（Huang et al.，2015）、铅冶炼渣（Pan et al.，2019）等渣中 . 本研究中的相关操作可能会对其它渣中铁橄榄石
解聚和重金属去除产生有利结果 .④应估算使用本文所提策略处理 1 t 铜冶炼渣所需的全部成本，包括药剂
成本、设备运行成本、处理污染物 NOx 的成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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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Conclusions）
本文通过碱共解聚耦合酸浸工艺实现了铜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 . 在碱共解聚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

130 ℃、NaOH/Na2CO3 复合比 5：4、反应时间 5 h、液固比 12：1 mL·g-1，酸浸反应条件为反应时间 5 min、硝酸浓

度 1.2 mol·L-1、反应温度 85 ℃时，砷、铅的总浸出率分别达到 96.23% 和 96.55%. 此外，砷、铅在酸浸残留物中

的含量急剧减少 . 同时，酸浸残留物的浸出毒性低于标准限值 . 通过多种分析手段研究了 NaOH/Na2CO3 对

铜冶炼渣铁橄榄石的共解聚机理 . 结果表明，铜冶炼渣共解聚过程可分为铁橄榄石解聚和有害组分相转变

两阶段 . 与氢氧化钠碱解相比，碳酸钠的引入拓展了铜冶炼渣中铁橄榄石的解聚途径和有害组分的转化路
径 . 本研究为铜冶炼渣的无害化处理提供了一种更环保的策略，对研究处理其它铁橄榄石类冶炼渣具有
启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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