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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法浸出氧化锌烟尘制取活性氧化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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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冶锌废渣中锌资源的再利用，以商洛炼锌厂冶锌过程中产生的氧化锌烟尘为原料，采用氨法浸出－微波

蒸氨－火法焙解工艺制得粒度分布均匀的球状活性氧化锌．对锌的浸出工艺及氧化锌前驱体的热解工艺进行研究，并利

用 ＴＧ ／ ＤＴＡ、ＸＲＤ、ＳＥＭ 等测试手段对产品进行结构及物相表征．研究表明，氨法浸出过程中总氨浓度为 ８ ｍｏｌ ／ Ｌ、ｐＨ 为

１０．０、液固比为 ４∶ １、浸出温度为 ４０ ℃时，锌的浸出率最高可达 ９２．０５％．浸出液经两段净化除杂后，８０ ℃下蒸氨 ２５ ｍｉｎ
时，制得前驱体碱式碳酸锌．在 ４００ ℃焙解 １２０ ｍｉｎ 制得平均粒径约为 ３ μｍ，六方晶系的球状活性氧化锌．此法对设备要

求不高，生产成本低，工艺流程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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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镀锌及锌合金用量日益

增大，而锌矿的储量却逐年下降．同时，锌尾矿及

固体含锌废渣在环境中堆存量却呈几何级数增

加，不仅危及周边环境，更造成了大量锌资源的浪

费［１－２］ ．因此，湿法炼锌矿渣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

化处理成为当前的研究主题．含锌固体废料做为

锌源在锌市场的应用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工业

废渣氧化锌烟尘［３］ 因含有大量的锌、镉、铅等有

价元素，其作为二次锌资源的再利用也成为研究

的热点［４－９］ ．诸荣孙［１０］ 等将转炉产生的含锌烟尘

作为原料，以硫酸浸出工艺回收锌，锌的浸出率超



过了 ９６％，并得到了高纯的硫酸锌浸出液．吕传

涛［１１］等以含锌废催化剂为原料，采用盐酸浸出工

艺回收锌，碎的浸出率可以达到 ９３％．胡慧萍［１２］

等釆用氛氧化钠溶液浸出含锌废催化剂，锌的浸

出率可达 ９０％，浸出液经净化后加入硫化钠溶液

沉降，最终制得硫化锌产品．酸法浸出时，铅、镉、
铜等元素都会进入到浸出液中，造成后续净化负

担重，工艺流程复杂；用盐酸时，会产生大量含氯

废水，污染环境．强碱浸出时，腐蚀性强，对设备要

求较高，形成的氢氧化锌前驱体分解温度较高，产
品易团聚．微波辐射［１３］ 作为一种新型热解技术，
热效率高，热损失小，加热均匀，微波场中温度梯

度极小，解决了传统方法加热无法解决的“冷中

心”问题，应用于热处理时，加热速率显著加快，
大大缩短热解时间，降低了能耗，本身也不产生任

何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本文以商洛炼锌厂

火法炼锌过程中产生的氧化锌烟尘为原料，通过氨

法浸出－微波蒸氨－火法焙解的工艺制备活性氧化

锌［１４－１５］，在有限范围内可缓解冶锌废渣对环境的

压力，更为锌资源的二次利用提供了新途径［１６－１７］ ．

１　 实　 验

１．１　 试剂与仪器

试剂：氧化锌烟尘（商洛炼锌厂），过硫酸铵

（南京盛庆和化工有限公司），氨水（上海埃彼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碳酸氢铵（西安化学试剂厂），冰
醋酸（南京盛庆和化工有限公司），锌粉（西安化学

试剂厂），盐酸（南京盛庆和化工有限公司），无水

乙醇（天津市天力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所有试剂

均为分析纯，蒸馏水为实验室自制二次蒸馏水．
仪器：ＸＨ－８０００ 型多用途微波化学合成仪（北

京祥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ＤＦ－１０１Ｓ 集热式恒温

加热磁力搅拌器（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

司），ＡＡ７００２Ａ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北京东西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ＩＣＰ－ＯＥＳ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

射光 谱 仪 （ 美 国 安 捷 伦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Ｘ′Ｐｅｒｔ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ＲＯ 型 Ｘ 射线衍射仪（荷兰帕纳科

公司），ＳＴＡ ４４９ Ｆ３ 同步热分析仪（ＤＳＣ ／ ＤＴＡ－ＴＧ）
（德国耐驰公司），ＪＳＭ－６５１０ＬＶ 扫描电子显微镜

（日本电子公司（ＪＥＯＬ）），ＤＨＧ－９０７０Ａ 型电热恒温

鼓风干燥箱（上海齐欣科技有限公司），ＦＡ１００４ 电

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等．
１．２　 实验过程

１．２．１　 锌的氨法浸出

本文采用氨－碳酸氢铵法浸出氧化锌烟尘中

的锌，其工艺流程如图 １ 所示．

氨水-碳酸氢铵 氧化锌烟尘 蒸馏水

圆底烧瓶

浸出

一次过滤

滤液

二次过滤

过硫酸铵

锌粉

除去Fe、As

除去Cd、Pb、Cu
二次滤液

三次过滤

锌氨滤液

图 １　 氧化锌烟尘中锌的氨法浸出工艺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ｚｉｎｃ ｆｒｏｍ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ｄｕｓｔ

１）浸出过程

称取氧化锌烟尘 ３ ｇ 置于 １００ ｍＬ 圆底烧瓶中，
分别加入 ４０ ｍＬ 蒸馏水、１２ ｍＬ 氨－碳酸氢氨溶液

（总氨浓度为 ８ ｍｏｌ ／ Ｌ），在 ４０ ℃、ｐＨ 值为１０．０、液固

比 ４ ∶ １、搅拌速度为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条件下反应 １．５ ｈ，减
压抽滤，以蒸馏水洗涤滤饼 ３ 次，将滤液转入 １００ ｍＬ
容量瓶定容．取锌氨浸出液 ２０ ｍＬ，以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测定锌离子的浓度并计算锌的浸出率．
２）净化除杂

净化除杂分两步进行：一次净化与浸出过程

相结合，在浸出开始 ３０ ｍｉｎ 后加入过硫酸铵除去

铁、砷等；过滤后开始二次净化除杂，取 ８０ ｍＬ 氨

浸液，缓慢加入足量的锌粉，在 ４０ ℃ 条件下，以
２００ ｒ ／ ｍｉｎ 搅拌 １ ｈ，减压抽滤，除去 Ｃｄ、Ｐｂ、Ｃｕ
等，得到净化液．采用 ＩＣＰ －ＯＥＳ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测定净化液中的 Ｆｅ２＋、Ｃｕ２＋、Ｐｂ２＋、
Ｃｄ２＋等杂质的含量，分析净化效果．
１．２．２　 微波蒸氨－火法焙解制备氧化锌

蒸氨、焙解过程工艺流程图如图 ２ 所示．
１）蒸氨过程

量取 ４０ ｍＬ 上述净化后的锌氨溶液于三口烧

瓶中，在 ８０ ℃恒温下用微波蒸氨．蒸氨完毕，陈化

１０ ｍｉｎ，过滤，加入无水乙醇多次洗涤滤饼，得到

前驱体样品．在 １００ ℃恒温干燥箱烘干，得到前驱

体粉末，准确称取质量，计算前躯体的产率．
２）焙解过程

将盛有前驱体样品的瓷坩埚置于电阻炉中，
在 ４００ ℃下焙解 ６０ ｍｉｎ．焙解完毕，取出产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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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坩埚盖，于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准确称量，计
算产品产率．将制得的活性氧化锌样品密封于塑

料容器中，留待后续分析表征．

净化后的锌氨液

微波蒸氨

前驱体

洗涤

干燥

粉碎 焙解

无水乙醇

碱式碳酸锌 活性氧化锌

图 ２　 活性氧化锌合成工艺流程图

Ｆｉｇ．２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１．３　 分析指标

１．３．１　 锌浸出率的测定

采用火焰原子吸收法对浸出液中锌的含量进

行测定，浸出率计算公式为

ｘ ＝ ｃＶ
ωｍ

× １００％． （１）

式中：ｘ 为锌在氨－碳酸氢铵溶液中的浸出率，％；
ｃ 为浸出液中锌离子的浓度，ｍｏｌ ／ Ｌ；Ｖ 为浸出液体

积，Ｌ；ω 为浸出前渣中锌的含量，％；ｍ 为浸出前

加入的渣总量，ｇ．
１．３．２　 活性氧化锌纯度检测

按照国家标准 （ ＧＢ ／ Ｔ １９５８９ － ２００４），采用

ＥＤＴＡ 络合滴定法（二甲酚橙为指示剂）对制备的

活性氧化锌进行含量滴定．
１．３．３　 表征测试

１）ＴＧ－ＤＴＡ 分析

采用德国耐驰公司出产的 ＳＴＡ４４９Ｆ３ 同步热

分析仪对前驱体样品进行热失重分析，测试条件：
升温速率为 １０ ℃ ／ ｍｉｎ，气氛条件为 Ｎ２气氛，样品

重量 ０．８１６ ｇ．
２）ＸＲＤ 分析

采用荷兰帕纳科公司的 Ｘ′Ｐｅｒｔ Ｐｏｗｄｅｒ ＰＲＯ
型 Ｘ 射线衍射仪对氧化锌粉体的物相及结晶性

能进行表征． 测试条件： ＣｕＫα 靶， 扫描管电流

５０ ｍＡ，管电压 ４０ ｋＶ，扫描速度 ０．０２° ／ ｓ，测定范

围 ８° ～７５°．
３）ＳＥＭ 分析

采用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 ＪＥＯＬ） 的 ＪＳＭ －

６５１０ＬＶ 型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氧化锌粉体的形

貌特征．测定条件：加速电压 ２０ ｋＶ，物距 １１ ｍｍ，
束斑 ４０ ｍｍ，喷铂金 ４０ ｓ．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浸出液 ｐＨ值及温度对锌离子浸出率的影响

依据单因素变量法，控制氧化锌烟尘的用量

３．０ ｇ，总氨浓度 ８ ｍｏｌ ／ Ｌ、液固比为 ４ ∶ １，在恒温

水浴中以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搅拌 ９０ ｍｉｎ，研究浸出液

ｐＨ（９．０～１２．０）和浸出温度（３０ ～ ７０ ℃）对氧化锌

烟尘中锌浸出率的影响，测定结果如图 ３ 所示．

95

90

85

80

75

70
9 10 11 12

100

90

80

70

60
30 40 50 60 70

温度/℃

初始pH值

浸
出
率
/%

浸
出
率
/%

(a)

(b)

图 ３　 浸出液 ｐＨ值（ａ）和浸出温度（ｂ）对锌浸出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Ｈ ｖａｌｕｅ（ａ）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ｂ）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ｚｉｎｃ

由图 ３（ ａ）可知，锌离子浸出率随 ｐＨ 值的

增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当浸出 ｐＨ 值小

于 １０．０ 时，锌浸出率随着 ｐＨ 值的增大而增大，
当浸出 ｐＨ 值大于 １０．０ 时，锌浸出率逐渐降低．
当浸出液初始 ｐＨ 值为 １０．０ 时，锌浸出率达最大

值９０．３２％．这是因为浸出液的 ｐＨ 值较低时不利

于锌氨络合物的形成，难以溶出；ｐＨ 值过高又

会生成氢氧化锌沉淀，溶出的锌难以完全转化

为锌氨溶液．因此，本实验将浸出液初始 ｐＨ 值

控制在 １０．０．
由图 ３（ｂ）可知，锌离子浸出率随温度的增大

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浸出温度从 ３０ ℃升高

·０７·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艺　 　 　 　 　 　 　 　 　 　 　 　 　 　 　 第 ２５ 卷　



到 ４０ ℃时，随着浸出温度的升高，锌浸出率增大；
浸出温度从 ４０ ℃升高到 ７０ ℃时，随浸出温度的

升高，锌浸出率减小．这是由于初期温度升高有利

于锌氨络合反应的进行，浸出率呈增大趋势；随着

浸出温度的升高，浸出锌离子的水解反应速率增

大，使溶液中与氨配合的锌离子的浓度又呈下降

趋势．因此，本实验选择浸出温度为 ４０ ℃，此时锌

的浸出率最高可达 ９２．３５％．
２．２　 总氨浓度和液固比对锌离子浸出率的影响

控制氧化锌烟尘的用量 ３．０ ｇ，浸出液 ｐＨ 为

１０．０，在 ４０ ℃ 恒温水浴中以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搅拌

９０ ｍｉｎ，分别考察总氨浓度（６、７、８、９、１０ ｍｏｌ ／ Ｌ）
和液固比（３ ∶ １、４ ∶ １、５ ∶ １、６ ∶ １、７ ∶ １）对氧化锌烟尘

中锌离子浸出率的影响，测定结果如图 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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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总氨浓度（ａ）和液固比（ｂ）对锌浸出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ａｎｄ ｌｉｑｕｉｄ⁃

ｓｏｌｉｄ ｒａｔｉｏ（ｂ）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ｚｉｎｃ

由图 ４（ａ）可知，总氨浓度在 ８ ｍｏｌ ／ Ｌ 时浸出

率为 ９２．０８％；小于 ８ ｍｏｌ ／ Ｌ 时，随着总氨浓度的

增加，浸出率增大；总氨浓度过大时，反而增强氨

与杂质金属离子的络合，不利于锌氨主络合反应

的进行． 综合考虑， 本 实 验 采 用 总 氨 浓 度 为

８ ｍｏｌ ／ Ｌ较为适宜．由图 ４（ ｂ）可知，随液固比增

加，锌浸出率变化较小．当液固比为 ４ ∶ １ 时，锌浸

出率为 ９１．７２％．锌的溶出过程中，增加液固比会

使浸出液中锌离子浓度相对减小，锌离子的浓度

较低时将直接影响锌氨的络合，会造成氨的大量

挥发，不利于氨的循环利用．因此，液固比为 ４ ∶ １
较为适宜．
２．３　 浸出液净化及工艺优化

浸出液首先用理论量 １． ２ 倍的过硫酸铵除

Ｆｅ、Ａｓ，后加入理论量 ２．８ 倍的锌粉置换除去 Ｃｄ、
Ｐｂ、Ｃｕ 等杂质．除杂前后的各离子含量如表 １ 所

示．以氧化锌烟尘为原料，氨水与碳酸氢铵混合溶

液作浸出剂，按照单因素分析的最佳工艺条件

（总氨浓度为 ８ ｍｏｌ ／ Ｌ、液固比 ４ ∶ １、浸出温度

４０ ℃、浸出 ｐＨ 值为 １０．０）进行浸出，平行 ３ 组实

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１　 净化前后浸出液中各离子质量浓度

Ｔａｂ．１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ｇ－１·Ｌ）

过程 Ｃｄ Ｆｅ Ｃｕ Ｍｇ Ｐｂ Ａｓ

除杂前 １０．７９ ０．５８６ ０．１４７ ０．１０１ ３５．５８ ２．０８４

除杂后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８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９

表 ２　 浸出工艺优化结果（ｘ ／ ％）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ｘ ／ ％）

分析指标 第 １ 组 第 ２ 组 第 ３ 组

浸出率 ９２．３５ ９２．０８ ９１．７２

平均值 　 ９２．０５

由表 １ 数据可知，净化后的浸出液中杂质离

子质量浓度均小于 ０．１ ｍｇ ／ Ｌ，说明得到的锌氨溶

液较为纯净．由表 ２ 可知，较佳条件组合试验的实

验结果与单因素实验结果大致相同，氧化锌烟尘

中锌的浸出率平均值为 ９２．０５％，达到预期效果．
２．４　 蒸氨时间对前驱体产率的影响

量取 ４０ ｍＬ 净化后的锌氨溶液于微波蒸氨特

定容器中，在微波恒温 ８０ ℃分别蒸氨 １０、１５、２０、
２５、３０ ｍｉｎ，陈化 １０ ｍｉｎ 条件下，考察蒸氨时间对

前驱体产率的影响，结果见图 ５．
由图 ５ 可知，随着蒸氨时间的延长，锌氨络离

子不断分解生成碱式碳酸锌，碱式碳酸锌的产率

随蒸氨时间的延长而提高． 当蒸氨时间超过

２５ ｍｉｎ后，锌氨络离子的分解速度减小，碱式碳酸

锌产率的增加也随之变缓．当蒸氨时间由 ２５ ｍｉｎ
增至 ３０ ｍｉｎ，碱式碳酸锌的产率基本没有变化．因
此，当蒸氨时间超过 ２５ ｍｉｎ 后，除耗电量明显增

大外，碱式碳酸锌的产量增加并不明显．因此，选
择蒸氨 ２５ ｍｉｎ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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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蒸氨时间对前驱体产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ｙｉｅｌｄ

２．５　 焙解温度的选择

为了研究氧化锌前驱体的热解工艺，本实验

采用同步热分析仪对前驱体样品进行热失重分

析，测定结果如图 ６ 所示．由图 ６ 的 ＤＴＡ 曲线可以

发现，前驱体的热分解过程是吸热过程，在 １１０ ℃
出现一个强烈的吸热峰，对应结晶水的挥发过程；
在 ２００～２７０ ℃内出现一个吸热带，在 ２６０ ℃出现

一个强吸热峰，对应前驱体分解生成 ＺｎＯ 的过程．
由 ＴＧ 曲线可知，９０ ～ １１０ ℃有一定的质量损失，
为样品表面的吸附水、结晶水及乙醇的脱附过程，
在 １１０ ℃处有一强的吸热峰对应脱附结晶水及乙

醇的汽化挥发过程；１６０ ℃ 时前驱体开始分解，
２６０ ℃有一吸热峰，对应碱式碳酸锌分解生成

ＺｎＯ 的吸热峰，大约至 ３８０ ℃时前驱体完全分解，
在此热分解区间内，失重率为 ２５．２６％，与碱式碳

酸锌理论失重率 ２５．８７％十分接近．达到 ４００ ℃
后，前驱体失重率基本不变，说明前驱体碱式碳酸

锌已基本分解完全．因此，火法焙解前驱体碱式碳

酸锌时焙解温度选择 ４００ ℃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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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前驱体的热失重分析图

Ｆｉｇ．６　 ＴＧ⁃Ｄ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２．６　 焙解时间对氧化锌结晶性能的影响

碱式碳酸锌的焙解温度与时间将会影响产品

的质量与活性［１８］ ．焙解的温度过高，时间过长，易
使产品烧结，影响产品的活性；温度太低，时间过

短，又不能使其完全分解，因此，应控制合理的焙

解温度与时间．在 ４００ ℃条件下，利用 ＸＲＤ 研究

了焙解时间（６０、９０、１２０ ｍｉｎ）氧化锌结晶性能的

影响，结果如图 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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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不同焙解时间下的活性氧化锌 ＸＲＤ 谱图

Ｆｉｇ．７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ｃｉ⁃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 （ａ） ６０ ｍｉｎ； （ｂ） ９０ ｍｉｎ； （ｃ） １２０ ｍｉｎ

图 ７ 分别为焙解 ６０、９０、１２０ ｍｉｎ 时所得样品的

ＸＲＤ 谱 图， 与 纯 氧 化 锌 标 准 物 相 卡 片

（０１－０７９－２２０５）的 ＸＲＤ 谱中特征衍射峰完全相符．
对照可知，制得的氧化锌晶型属六方晶系，谱图中

几乎不存在杂质峰，说明纯度较高．氧化锌特征衍

射峰明显，随着焙解时间的延长，峰型变尖，强度增

强，说明氧化锌晶型趋于完整．因此，热解工艺中前

驱体碱式碳酸锌的焙解时间以 １２０ ｍｉｎ 为宜．
２．７　 氧化锌形貌表征及纯度测定

为了观察氧化锌样品的微观形貌，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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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 测定，所得不同放大倍数的 ＳＥＭ 形貌见图 ８．
由图 ８（ａ）、（ｂ）可知，制得的活性氧化锌颗粒呈

近球形，分散性较好，只有少部分发生了团聚，粒
度分布较均匀，平均粒径为 ３ μｍ．

(a)

(b)

图 ８　 不同放大倍数活性氧化锌的 ＳＥＭ 图

Ｆｉｇ．８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ｇｎ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按照 ＧＢ ／ Ｔ １９５８９—２００４，采用 ＥＤＴＡ 络合滴

定法（二甲酚橙为指示剂）对氧化锌样品进行纯

度分析，采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对氧化锌中存

在的杂质离子进行测定，并将其化学成分与化工

行业质量标准（ＨＧ ／ Ｔ２５７２－９）进行对比，结果如

表 ３ 所示．由表 ３ 可知，本文制得的氧化锌符合化

工行业活性氧化锌的质量标准．

表 ３　 活性氧化锌的化学成分

Ｔａｂ．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ω（Ｂ） ／ ％）

样品 ＺｎＯ ＣｄＯ ＰｂＯ ＣｕＯ

氧化锌样品 ９６．５２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８

ＨＧ ／ Ｔ２５７２－９ ９５～９８ ≤ ０．００５ ≤ 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３　 结　 论

本文采用氨浸法对商洛炼锌厂冶锌过程中产

生的氧化锌烟尘进行处理，经过蒸氨、焙解制得了

纯度较高的活性氧化锌．
１）总氨浓度控制在 ８ ｍｏｌ ／ Ｌ、液固比为 ４ ∶ １、

浸出温度是 ４０ ℃、浸出 ｐＨ 值约 １０．０ 时，氧化锌

烟尘中锌的浸出率可达 ９２．０５％．
２）两段净化除杂后，浸出液中 Ｃｄ、Ｐｂ、Ａｓ、

Ｆｅ、Ｃｕ、Ｍｇ 各杂质离子质量浓度均小于０．１ ｍｇ ／ Ｌ，
说明净化效果较好，为氧化锌的制备提供了干净

的锌源．
３）锌氨净化液经微波蒸氨 ２５ ｍｉｎ，在 ４００ ℃

焙解 １２０ ｍｉｎ，即可制得目标产物氧化锌．
４）通过氨法浸出－微波蒸氨－热解处理后，制

得纯度为 ９６．５２％、平均粒径为 ３ μｍ、六方晶系结

构的球形活性氧化锌，可广泛应用于橡胶工业，实
现含锌废料的高附加值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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