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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

连续生产系统及其工艺，所述的连续生产系统包

括沉淀反应釜、外置加热器、循环泵、离心机及连

接管道，反应釜出口料液经循环泵进入外置加热

器，保证反应釜浆体的温度稳定；通过控制循环

泵频率，保证反应釜由上至下分为澄清区、晶体

生长区、晶体陈化区；沉淀用液碱、金属混合液、

络合剂、还原剂、保护气体等均在进入导流筒前

加入，在导流筒中形成过饱和溶液，进入反应釜

后与晶体生长区悬浮的晶核接触并在晶核上生

长；晶体颗粒达到要求后，在重力的作用下进入

晶体陈化区，陈化完成后固液分离、烘干、除磁、

筛分得到合格产品。本发明具有控制工艺参数

少、自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稳定等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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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续生产系统包括反

应釜（1）、外置加热器（2）、循环泵（3）、离心机（8）及连接管道；所述的反应釜（1）设有溢流口

（4）、料液出口（5）、浆体出口（6）、导流筒（7）；反应釜料液出口（5）经循环泵（3）与外置加热

器（2）进口相连，外置加热器（2）的出口与反应釜导流筒（7）连接；反应釜导流筒（7）位于反

应釜中心轴位置，导流筒（7）下端距反应釜底部20cm～50cm，所述循环泵（3）装有变频器，通

过调整变频器调整循环流量，通过控制循环泵频率，保证反应釜由上至下分为澄清区、晶体

生长区、晶体陈化区；反应釜（1）设有溢流口（4），溢流口（4）位于料液出口（5）上方；反应釜

（1）底端设有浆体出口（6），接通离心机（8）；外置加热器（2）两端设有蒸汽进口（11）和冷凝

液出口（12）；连接反应釜导流筒（7）和加热器（2）出口的管道上设有料液进口（9）和保护气

进口（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釜（1）容积为10m³～

100m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釜（1）容积为40m³～70m

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釜（1）设有料液出口

（4），料液出口与加热器（2）进口连通。

5.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连续生产系统生产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工艺，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向反应釜中加入0.2～0.8mol/L氨水溶液至料液出口，开启循环泵和外置加热器，

将反应釜内溶液加热至40oC～70oC，然后加入还原剂和保护气体；

（b）将镍钴锰三种金属离子总浓度为1.0～2.0mol/L的金属溶液、4.0～8.0mol/L氢氧

化钠溶液、5.0～10.0mol/L氨水溶液同时加入反应釜内进行造核反应，所述金属溶液中镍、

钴、锰的摩尔占比分别为30%~90%、5%~30%、5%~40%，控制金属溶液流量为1～50L/h，控制反

应釜内混合溶液的pH值范围为10.0～12.0、总氨浓度为0.2～0.8mol/L，调整循环泵变频器

频率，保持反应釜液面10～50cm内为清液；

（c）检测反应釜出料口晶体D50，至达到要求后开始出料至离心机进行过滤、洗涤、干

燥，得到镍钴锰氢氧化物，反应釜溢流与离心机滤液合并后送入废水处理工序；

（d）保持反应釜内浆体料液温度为40oC～70oC、pH值范围为10.0～12.0、澄清液面高度

为10～50cm，进行不间断进料、出料，实现连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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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系统及其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材料湿法合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系

统及其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制备一般单反应釜沉淀，间歇或连续操作。间歇操作

工艺，三元氢氧化物的成核、长大、陈化等均在同一个反应釜内完成，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

能耗高、生产效率低、粒度分布宽、批次之间质量不稳定等问题。

[0003] ZL201520948647.7、ZL201510196055.9公开了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生产装

置和生产工艺：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造核在一个体积较小的反应釜内进行，造核后晶核

集中在一个反应釜中，再连续加入到生长釜中，生长釜进行晶核的长大。造核为间歇式生

产，晶核的加入、小颗粒生长均为连续生产，颗粒生长完成后溢流至陈化釜，本装置实现了

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半连续生产。ZL201520250444.0、ZL201510830563.8公开了一种低

磁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反应装置和生产工艺，将晶核生成、初级生长反应、优化生长

反应、陈化分别在四个反应釜中进行，实现了连续生产。为保证沉淀的球形颗粒度，以上两

种装置的反应釜体积仅有1个立方，没有克服沉淀反应釜不超过5立方的行业共性难题，生

产效率低，产品批次间粒度、球形等差别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已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产品性能稳定，产品

批次间指标一致，过程连续的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生产系统及其工艺。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系

统，包括反应釜、外置加热器、循环泵、离心机及连接管道。所述的反应釜设有溢流口、料液

出口、浆体出口、导流筒；反应釜料液出口经循环泵与外置加热器进口相连，外置加热器的

出口与反应釜导流筒连接；反应釜导流筒位于反应釜中心轴位置，下端靠近反应釜底部；反

应釜设有溢流口，溢流口位于料液出口上方；反应釜底端设有浆体出口，接通离心机；外置

加热器两端设有蒸汽进口和冷凝液出口；连接反应釜导流筒和加热器出口的管道上设有料

液进口和保护气进口。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反应釜容积为10m³～100m³。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反应釜容积为40m³～70m³。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反应釜内设有导流筒，导流筒位于沉淀槽中心轴位置，下端距反应

釜底部20cm～50cm。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反应釜设有料液出口，料液出口与加热器进口连通。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循环泵装有变频器，通过调整变频器可以调整循环流量。

[0011]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连续生产系统生产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

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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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a）向反应釜中加入0.2～0.8mol/L氨水溶液至料液出口，开启循环泵和外置加热

器，将反应釜内溶液加热至40oC～70oC，然后加入还原剂和氮气。

[0013] （b）将镍钴锰三种金属离子总浓度为1.0～2.0mol/L的金属溶液、4.0～8.0mol/L

氢氧化钠溶液、5.0～10.0mol/L氨水溶液同时加入反应釜内进行造核反应，控制金属液流

量为1～50L/h，控制反应釜内混合溶液的pH值范围为10 .0～12 .0、总氨浓度为0 .2～

0.8mol/L，调整循环泵变频器频率，保持反应釜液面10～50cm内为清液。

[0014] （c）检测反应釜出料口晶体D50，达到要求后开始出料至离心机进行过滤、洗涤、干

燥，得到镍钴锰氢氧化物，反应釜溢流与离心机滤液合并后送入废水处理工序。

[0015] （d）保持反应釜内浆体料液温度为40oC～70oC、pH值范围为10.0～12.0、澄清液面

高度为10～50cm，进行不间断进料、出料，实现连续生产。

[0016] 进一步地，步骤（b）中所述金属溶液中镍、钴、锰的摩尔占比分别为30%~90%、5%~
30%、5%~40%。

[0017] 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与现有单反应釜间歇沉淀工艺相比，实现了连续生产，本

发明的反应釜体积可达到100个立方，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能耗低、生产效率高、批次之间质

量稳定等优点。

[0018] 本发明所述的技术方案与现有单反应釜连续沉淀工艺相比，三元氢氧化物的成

核、长大、陈化等均在同一个反应釜内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仅需一个反应釜，具有操作控制

参数少、引入杂质少等优点。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所述连续生产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中：1、反应釜；2、外置加热器；3、循环泵；4、溢流口；5、料液出口；6、浆体出口；

7、导流筒；8、离心机；9、料液进口；10、保护气进口；  11、蒸汽进口；12、冷凝液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手段和目的效果，结合实际阐述实施例，但以下实施

例为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此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2] 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系统及其工艺，所述的生产系统包括反应

釜、外置加热器、循环泵、离心机及连接管道。所述的反应釜包括溢流口、料液出口、浆体出

口、导流筒；反应釜料液出口经循环泵与外置加热器进口相连，外置加热器的出口与反应釜

导流筒连接；反应釜导流筒位于反应釜中心轴位置，上端与加热器出口连通，下端靠近反应

釜底部；反应釜设置溢流口，溢流口位于料液出口上方；反应釜底端设置浆体出口，接通离

心机；外置加热器两端设有蒸汽进口和冷凝液出口；连接反应釜导流筒和加热器出口的管

道上设置有料液进口和保护气进口。

[0023] 沉淀反应釜容积根据产量大小设计为10m³～100m³，优选为40m³～70m³。

[0024] 反应釜内设有导流筒，导流筒位于沉淀槽中心轴位置，上端与加热器出口连通，下

端距沉淀槽底部20～50cm，沉淀用液碱、金属混合液、络合剂、还原剂、保护气体等均在进入

导流筒前加入，在导流筒中形成过饱和溶液，进入反应釜后与反应釜晶体生长区悬浮的晶

核接触并在晶核上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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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反应釜设有料液出口，料液出口与加热器进口连通，保证反应釜浆体的温度稳定。

[0026] 循环泵装有变频器，通过调整变频器可以调整循环流量，保证反应釜由上至下分

为澄清区、晶体生长区、晶体陈化区。

[0027] 本发明的生产工艺其原理在于：反应釜料液出口经循环泵与外置加热器相连，保

证反应釜浆体的温度稳定；通过控制循环泵频率，保证反应釜由上至下分为澄清区、晶体生

长区、晶体陈化区；沉淀用液碱、金属混合液、络合剂、还原剂、保护气体等均在进入导流筒

前加入，在导流筒中形成过饱和溶液，进入反应釜后与反应釜晶体生长区悬浮的晶核接触

并在晶核上生长；沉淀晶体颗粒达到要求后，在重力的作用下下沉，进入晶体陈化区，陈化

完成后即可出料固液分离、烘干、除磁、筛分得到合格产品。

[0028] 实施例1

[0029] 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的系统与工艺，生产步骤如下。

[0030] （a）向55  m³的沉淀反应釜中加入0.5mol/L氨水溶液至料液出口，开启循环泵，外

置加热器通入蒸汽，加热至55oC，加入还原剂水合肼和保护气氮气。

[0031] （b）将摩尔比为9：0.5：0.5的镍钴锰三种金属离子总浓度为1.9mol/L的金属溶液、

7.6mol/L氢氧化钠溶液、9.0mol/L氨水溶液同时加入反应釜内进行造核反应，控制金属液

流量为25L/h、pH值11.0、总氨浓度为0.5mol/L，调整循环泵变频器频率，保持反应釜液面

10cm内为清液。

[0032] （c）检测反应釜出料口晶体D50，至D50=10µm后开始出料至离心机进行过滤、洗涤、

干燥，得到镍钴锰氢氧化物，反应釜溢流与离心机滤液合并后送入废水处理工序。

[0033] （d）保持反应釜浆体料液温度55oC、pH值11.0、澄清液面深度30cm等，进行不间断

进料、出料，实现连续生产。

[0034] 实施例2

[0035] 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的系统与工艺，生产步骤如下。

[0036] （a）向100  m³的沉淀反应釜中加入0.8mol/L氨水溶液至料液出口，开启循环泵，外

置加热器通入蒸汽，加热至70oC，加入还原剂水合肼和保护气氮气。

[0037] （b）将摩尔比为8：1：1的镍钴锰三种金属离子总浓度为2.4mol/L的金属溶液、

9.6mol/L氢氧化钠溶液、11.0mol/L氨水溶液同时加入反应釜内进行造核反应，控制金属液

流量为50L/h、pH值12.0、总氨浓度为0.8mol/L，调整循环泵变频器频率，保持反应釜液面

20cm内为清液。

[0038] （c）检测反应釜出料口晶体D50，至D50=10µm后开始出料至离心机进行过滤、洗涤、

干燥，得到镍钴锰氢氧化物，反应釜溢流与离心机滤液合并后送入废水处理工序。

[0039] （d）保持反应釜浆体料液温度70oC、pH值12.0、澄清液面深度50cm等，进行不间断

进料、出料，实现连续生产。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的连续生产的系统与工艺，生产步骤如下。

[0042] （a）向10  m³的沉淀反应釜中加入0.2mol/L氨水溶液至料液出口，开启循环泵，外

置加热器通入蒸汽，加热至40oC，加入还原剂葡萄糖和保护气氩气。

[0043] （b）将摩尔比为4：2：4的镍钴锰三种金属离子总浓度为1 .4mol/L的金属溶液、

5.6mol/L氢氧化钠溶液、6.0mol/L氨水溶液同时加入反应釜内进行造核反应，控制金属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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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为1L/h、pH值10.0、总氨浓度为0.2mol/L，调整循环泵变频器频率，保持反应釜液面

10cm内为清液。

[0044] （c）检测反应釜出料口晶体D50，至D50=9µm后开始出料至离心机进行过滤、洗涤、

干燥，得到镍钴锰氢氧化物，反应釜溢流与离心机滤液合并后送入废水处理工序。

[0045] （d）保持反应釜浆体料液温度40oC、pH值10.0、澄清液面深度10cm等，进行不间断

进料、出料，实现连续生产。

[0046] 对比例1。

[0047] 现有市面上某厂家镍钴锰氢氧化物。

[0048] 对比例2。

[0049] 现有市面上某厂家镍钴锰氢氧化物。

[0050] 上述实施例得到的镍钴锰氢氧化物与现有市面上的镍钴锰氢氧化物产品性能对

比如下表。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比例1 对比例2

磁性异物 0.0015% 0.0010% 0.0020% 0.0060% 0.0070%

非磁性异物Si 0.0016% 0.0012% 0.0020% 0.0045% 0.0041%

批次D50误差 ±0.2µm ±0.1µm ±0.3µm ±0.6µm ±0.5µm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任何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

例做任何简单的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0052] 值的说明的是，经实验验证，Ni、、Co、Cu、Zn、Mn、Fe、Mg等的氢氧化物沉淀、碳酸盐

沉淀等等均可采用本发明生产，同样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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