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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汽车废尾气净化催化剂一次水溶液氯化浸出渣中铂族金属残留高达 １００～ １５０ ｇ ／ ｔ，研究渣中残留过

高的原因及二次浸出的工艺参数有较强的实际意义．采用正交实验法，开展了浸出渣的二次氯化浸出研究，考
察了硫酸浓度、盐酸浓度、氯酸钠用量及温度对 Ｐｔ、Ｐｄ、Ｒｈ 浸出率的影响．得到了优化的浸出条件，即氯化浸出

温度为 ７０ ℃ ，硫酸浓度为 ５ ｍｏｌ ／ Ｌ、盐酸浓度为 ５．５ ｍｏｌ ／ Ｌ 及氯酸钠用量为一次浸出渣量的 ３５％．在此工艺参数

条件下对汽车废催化剂进行二次氯化浸出时，铂、钯、铑的浸出率分别达到 ６３．８８％、１６．９２％和 １５．００％．一次浸

出渣的再浸出表明：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在催化净化过程及报废后的氯化浸出过程中，有较大比例的贵金属被

氧化成难溶的金属氧化物，这是导致一次浸出渣中铂、钯、铑残留过高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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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废尾气净化催化剂是铂族金属最重要的
二次资源［１－２］，从其中提取铂族金属首先必须对铂
族金属进行富集．作为提取工艺的核心和难点，汽
车废催化剂中铂族金属的富集一直是研究热点．铂
族金属的富集有众多的方法［２－７］，在这些方法中水
溶液氯化法由于具有流程短、设备相对简单，至今
仍是从堇青石载体汽车废催化剂中富集铂族金属
的主要方法之一［８－１０］ ．但目前该方法存在一个大的
不足，即浸出渣中的铂族金属残留过高（达 １００ ～
１５０ ｇ ／ ｔ），远远高于铂族金属矿中的金属品位，达
不到废弃的要求（通常认为是 １０－６级），导致应用
水溶液氯化法从汽车废催化剂中提取铂族金属的
厂家产生了大量的一次浸出渣，研究从一次氯化浸
出渣中提取贵金属仍有较强的实际意义．本文将开
展对一次氯化浸出渣的二次浸出研究，该研究一方
面可探索二次浸出的较佳工艺参数，另一方面，所
得结果对了解一次浸出渣中的铂族金属残留过高
的原因亦有帮益．

１　 实　 验

１．１　 实验原料与试剂　 实验所用原料为厂家提供

的堇青石载体汽车废催化剂一次水溶液氯化浸出

渣（粉体），内含有铂、钯、铑 ３ 种铂族金属元素，其
品位由昆明贵金属研究所采用火试金法进行检测，
Ｐｔ、Ｐｄ、Ｒｈ 的品位分别为 ５１．５，３２．５，６４ ｇ ／ ｔ．实验所

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　 实验方法及流程　 采用 ＨＣｌ－Ｈ２ＳＯ４ －ＮａＣｌＯ３

体系对一次氯化浸出渣进行氯化浸出实验，应用正

交实验法得出浸出的较佳工艺参数．在综合考虑各

因素的情况下，得到正交实验的各因素及水平如表

１．操作方法为：称取 ５０ ｇ 汽车废催化剂一次浸出渣

置于 ５００ ｍＬ 三口烧瓶中，按 ５ ∶ １ 的液固比加入所

需量的高纯水、浓硫酸、盐酸，用调温电热套加热及

调节温度，搅拌速度 ４００ ｒ ／ ｍｉｎ，浸出过程中不断滴

加一定浓度的氯酸钠溶液，滴加完成后继续反应

０．５ ｈ，整个浸出时间为 ５ ｈ．浸出结束后，过滤、洗
涤，滤饼干燥后分析二次浸出渣中 Ｐｔ、Ｐｄ、Ｒｈ 的品

位，计算 Ｐｔ、Ｐｄ、Ｒｈ 的浸出率，实验流程见图 １．
浸出率 γ＝ （１－二次浸出渣品位 ／一次浸出渣

品位）×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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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正交实验的因素及水平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水平

Ａ Ｂ Ｃ Ｄ

ｃ（Ｈ２ＳＯ４） ／

（ｍｏｌ·Ｌ－１）

ｃ（ＨＣｌ） ／
（ｍｏｌ·Ｌ－１）

ｍ（ＮａＣｌＯ３）

／ ｇ
ｔ ／ ℃

水平 １ ３ ２．５ １２．５ ５０

水平 ２ ４ ３．５ １５．０ ６０

水平 ３ ５ ４．５ １７．５ ７０

水平 ４ ６ ５．５ ２０．０ ８０ 图 １　 实验流程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２　 结果与讨论

根据所设计正交试验表进行浸出实验，所得

结果见表 ２．
根据表 ２ 得到正交实验结果分析见表 ３．
由表 ３ 可以看出：相比较而言 Ｐｔ 的浸出率最

高，Ｒｈ 的浸出率最低；铂、钯、铑 ３ 种元素比较看

来，实验条件对 Ｐｄ 的浸出率影响最大，对 Ｒｈ 的浸

出率影响最小．极差数据显示，盐酸浓度以及反应

温度对贵金属的浸出率影响较大，硫酸浓度及氯

酸钠用量两因素的影响较小．由于各因素对一次渣

中铂、钯、铑再次氯化浸出率的影响有所不同，由
此分别得到的最佳浸出条件也有所不同．为了得到

一个合适的浸出工艺条件，将在如下讨论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来予以确定．

表 ２　 正交实验分配及结果

Ｔａｂ．２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实验号 Ａ Ｂ Ｃ Ｄ γＰｔ ／ ％ γＰｄ ／ ％ γＲｈ ／ ％

１ ３ ２．５ １２．５ ６０ ５９．２２ ２９．８５ ４．６９

２ ３ ３．５ １５ ７０ ６２．９１ １４．１５ ７．１９

３ ３ ４．５ １７．５ ８０ ６６．４０ １８．４６ １２．５

４ ３ ５．５ ２０ ５０ ５９．２２ ２２．１５ ４．８４

５ ４ ２．５ １７．５ ５０ ５５．７３ １５．６９ ３．１３

６ ４ ３．５ ２０ ８０ ５９．２２ １８．１５ ７．５０

７ ４ ４．５ １２．５ ７０ ５９．２２ １４．７７ １１．５６

８ ４ ５．５ １５ ６０ ６４．０８ ２９．２３ １５．６３

９ ５ ２．５ ２０ ７０ ６０．３９ １３．２３ ７．１９

１０ ５ ３．５ １７．５ ６０ ５４．５６ １１．６９ ９．０６

１１ ５ ４．５ １５ ５０ ５６．８９ ２２．１５ ６．０９

１２ ５ ５．５ １２．５ ８０ ６５．２４ ２２．４６ １７．１９

１３ ６ ２．５ １５ ８０ ５６．８９ ８．３１０ ９．０６

１４ ６ ３．５ １２．５ ５０ ５６．８９ １０．４６ ８．４４

１５ ６ ４．５ ２０ ６０ ６４．０８ ３１．０８ １２．５

１６ ６ ５．５ １７．５ ７０ ６１．５５ ２４．００ １０．１６

　 　 表中 γＰｔ、γＰｄ、γＲｈ分别表示 Ｐｔ、Ｐｄ、Ｒｈ 的浸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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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正交实验结果分析

Ｔａｂ．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ｇ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项目 Ａ Ｂ Ｃ Ｄ

Ｐｔ

Ｋ１ ６１．９３８ ５８．０５７ ６０．１４２ ５７．１８２

Ｋ２ ５８．９３０ ５８．３９５ ５９．５６０ ５９．８５２

Ｋ３ ５９．２７０ ６１．６４７ ６０．１９２ ６１．６５０

Ｋ４ ６０．４８５ ６２．５２２ ６０．７２７ ６１．９３８

Ｒ ３．００８ ４．４６５ １．１６７ ４．７５６

重要性 Ｄ＞Ｂ＞Ａ＞Ｃ

Ｐｄ

Ｋ１ ２１．１５２ １６．７７０ １９．３８５ １７．６１２

Ｋ２ ２５．８４５ １３．６１２ ２４．８４５ ３１．８４８

Ｋ３ １９．７７０ ２１．６１５ ２１．１５２ １７．８４５

Ｋ４ １７．３８３ ３２．１５２ １８．７６７ １６．８４５

Ｒ ８．４６２ １８．５４０ ６．０７８ １５．００３

重要性 Ｂ＞Ｄ＞Ａ＞Ｃ

Ｒｈ

Ｋ１ ７．３０５ ６．０１８ １０．４７０ ５．６２５

Ｋ２ ８．０８７ ８．０４７ ８．１２５ １１．５６３

Ｋ３ ９．８８３ １０．６６３ １０．０８０ １０．３９３

Ｋ４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９５５ ８．００８ ９．１０３

Ｒ ４．１０３ ５．９３７ ２．４６２ ５．９３８

重要性 Ｄ＝Ｂ＞Ａ＞Ｃ

２．１　 盐酸浓度对浸出率的影响　 根据表 ３ 中盐酸

浓度不同水平下，Ｐｔ、Ｐｄ、Ｒｈ 浸出率的均值数据得

到盐酸浓度对再次氯化浸出率的影响关系曲线如

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见，铂、钯、铑的浸出率均随着盐酸浓

度的增加而增大，当盐酸浓度大于 ４．５ ｍｏｌ ／ Ｌ，铂、
钯的浸出率趋于稳定，近似维持不变，而铑的浸出

率则一直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不是很大．这是因

为酸度的增加使得 Ｈ＋浓度增加，促进了新生态 Ｃｌ２
的生成，从而加速了铂、钯、铑的浸出；当酸度和Ｃｌ－

浓度到达一定后，能被浸出的铂、钯、铑已被浸出，
此后更多的是副反应的发生，副产物的增多使得溶

液中离子浓度增大，黏度增加，抑制了催化剂的浸

出．由图综合考虑可知，较佳的盐酸浓度为 ４． ５
ｍｏｌ ／ Ｌ．
２．２　 反应温度对浸出率的影响　 根据表 ３ 中反应

温度不同水平下，Ｐｔ、Ｐｄ、Ｒｈ 浸出率的均值数据得

到反应温度对再次氯化浸出率的影响关系曲线如

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见，在实验研究的温度范围内，铂、

钯、铑的浸出率变化表现出随温度的升高先增加后

趋于稳定的趋势，这说明当反应温度在 ７０ ℃左右

时已能够满足对汽车废催中铂、钯、铑的浸出要求，
温度度过高，将造成能源的浪费．综合考虑铂、钯、
铑的浸出率以及经济成本，反应温度以 ７０ ℃为宜．
２．３　 硫酸浓度对浸出率的影响　 根据表 ３ 中硫酸

浓度不同水平下，Ｐｔ、Ｐｄ、Ｒｈ 浸出率的均值数据得

到硫酸浓度对再次氯化浸出率的影响关系曲线如

图 ４ 所示．
由图 ４ 可见，催化剂中铂的浸出率变化不大，

钯的浸出率随着硫酸浓度的增加呈现先增后减的

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在一定范围内，硫酸浓度的增

加可以使催化剂中钯的浸出增大，但硫酸浓度过

高，反应过于剧烈，增加了溶液温度，生成过多的硅

胶，造成浸出、分离困难，从而降低了浸出率［１１］；铑
则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铑在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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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盐酸浓度对浸出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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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反应温度对浸出率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使用过程中在高温条件下形成氧化铑，对浸出条件

比较苛刻的缘故．鉴于铂、铑的浸出率随硫酸浓度增

加而改变的幅度不大，为迁就铑的浸出率而大量增

加硫酸用量意义不大，反而使得钯的浸出率减小，成
本增大．综合考量，选择硫酸浓度 ５ ｍｏｌ ／ Ｌ 为宜．
２．４　 氯酸钠用量对浸出率的影响　 根据表 ３ 中氯

酸钠用量不同水平下，Ｐｔ、Ｐｄ、Ｒｈ 浸出率的均值数

据得到氯酸钠用量对再次氯化浸出率的影响曲线

如图 ５ 所示．
由图 ５ 可见，随着氯酸钠用量的增加，铂的浸

出率基本维持不变，钯的浸出率先增加然后下降，
而铑的浸出率则呈现相反的趋势，随着氯酸钠用量

的增加而缓慢的减小．出现这一现象，可能是高温、
强氧化剂条件下，Ｐｄ、Ｒｈ 形成了难溶氧化物如

ＰｄＯ、ＲｈＯ２ 导致的．正常情况下，溶液中氧化电位越

高，物质越容易溶解，不过氧化铑是高价氧化物，浸
出过程中可能存在下列化学平衡［１２］：

ＲｈＯ２＋４Ｈ
＋＋ｅ→Ｒｈ３＋＋２Ｈ２Ｏ

加入氯酸钠的量越大，溶液中的氧化电位越强，那
么溶液中的 Ｒｈ３＋可能会被氧化为更高价生成难溶

的 ＲｈＯ２，从而使得铑的浸出率下降．钯的浸出率下

降可能存在相似的机理．对于实验条件的选择，考
虑到综合效益，选择氯酸钠用量以 １７．５ ｇ 即一次浸

出渣量的 ３５％为宜．
以正交实验所得最佳工艺条件对一次浸出渣

进行再浸出试验， 铂、 钯、 铑的浸出率分别为

６３．８８％、１６．９２％和 １５．００％．

图 ４　 硫酸浓度对浸出率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图 ５　 氯酸钠用量对浸出率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ｃｈｌｏｒａｔｅ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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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　 论

采用 ＨＣｌ－Ｈ２ＳＯ４－ＮａＣｌＯ３ 体系，通过正交试验

法探讨了 ４ 种因素分别在相应的水平范围内对汽

车废催一次浸出渣中铂、钯、铑再浸出的影响，得到

了优化的浸出条件，即氯化浸出温度为 ７０ ℃，硫酸

浓度为 ５ ｍｏｌ ／ Ｌ、盐酸浓度为 ５．５ ｍｏｌ ／ Ｌ 以及氯酸钠

用量为一次浸出渣量的 ３５％．在此工艺参数条件下

对汽车废催进行二次氯化浸出时，铂、钯、铑的浸出

率分别达到 ６３．８８％、１６．９２％和 １５．００％．
一次浸出渣的再浸出表明：汽车尾气净化催化

剂在使用及报废后的氯化浸出过程中，有较大比例

的贵金属尤其是铑、钯被氧化成难溶的金属氧化

物，这是导致一次浸出渣中铂、钯、铑残留过高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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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ｙ ｌｅａｃｈ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ａ ｌａｒｇ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 ｍｅｔａｌｓ ａｒｅ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ｎｓｏｌｕｂｌｅ ｍｅｔａｌ ｏｘｉｄ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ｙｓ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ｐａｌｌａ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ｒｈｏｄｉ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ｌａ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ｎｔ ａｕ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ａｑｕｅｏｕｓ 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ｒｅ－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ｌａｔｉｎｕｍ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ｔ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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