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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

酸沉钒的方法，属于湿法冶金领域。钠化焙烧水

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为在净化液中加盐酸，

调节溶液的pH值，在加热和不断搅拌下，析出沉

淀，将沉淀洗涤后升温熔化得到五氧化二钒，本

发明方法可生产五氧化二钒含量为98 .0％、

99.0％和99.5％牌号的产品。本发明方法工艺简

单、工序较少、生产效率高。在相同条件下，盐酸

较硫酸沉钒率高，所得五氧化二钒更纯，有效解

决了现有硫酸水解沉钒方法得到的钒产品纯度

和沉钒率较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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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在搅拌状态下，使用盐酸调节净化液pH值为0.50‑1.60，保持pH值稳定；

b.在搅拌状态下，将步骤a处理后的溶液放入水浴锅，水浴锅加热至水沸腾，保持沸腾

时间≥35min；

c.将步骤b处理后的液体过滤后得到沉淀红钒，用铵盐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

d.将步骤c洗涤后的红钒升温至熔化后，冷却得到五氧化二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

净化液为钠化焙烧水浸工艺所得浸取溶液，经钙盐、铝盐或镁盐除杂质后的净化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

净化液中钒浓度为10‑70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

保持pH值稳定的条件为10‑30s内pH值变化≯±0.0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b

中，搅拌速度为300‑40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

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液蒸发减少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

洗涤方法为：按照铵盐溶液∶沉淀红钒＝1.3‑2.0mL∶1g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重

复2‑4次。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铵盐溶液

∶沉淀红钒＝1.4‑1.6mL∶1g。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

铵盐溶液浓度为5‑50g/L，铵盐为氯化铵、硫酸铵、硝酸铵、醋酸铵中至少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铵盐为

氯化铵，铵盐溶液浓度为7‑12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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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湿法冶金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的沉钒方法，主要为铵盐和硫酸水解沉钒方法，由于

铵盐沉钒的高铵浓度废水及氨废气污染环境，且处理成本高，从而转向研究水解沉钒。

[0003] 目前在研究硫酸水解沉钒的现有技术中，存在工艺繁琐、工序多、生产效率低、实

用性差，且需要技改原铵盐沉钒的设备、设施等问题，如：2013年1月公开的专利

CN102897834A一种沉钒的方法和五氧化二钒的制备方法；2018年6月公告的专利

CN105256137A一种水解沉淀含钒溶液的方法。

[0004] 而文献《钒铬溶液水解沉钒试验研究》(伍珍秀,蒋霖.钒铬溶液水解沉钒试验研究

[J].钢铁钒钛,2020,41(05):22‑26.)和文献《高效低耗绿色沉钒技术实验研究》(唐先庆,

李科.高效低耗绿色沉钒技术实验研究[J].铁合金,2014,45(06):25‑29.)表明，采用硫酸

水解沉钒方法时，当高钠浓度(＞50g/L)沉钒，由于生成钒酸钠较多，若对其除钠不彻底，则

会导致V2O5纯度较低；同时因为部分钒生成[VO2SO4]
‑等因素，影响了沉钒率。

[0005] 还有部分方法为了除钠，通过增加除钠工序及其设备、材料等方法增加了生产成

本，同时，必然在除钠溶液中增多了一次钒损失，而降低了钒收率即降低了沉钒率，如：2015

年6月公开的专利CN104694761A一种钒渣钠化焙烧提钒工艺钒液提钒的方法；2020年8月公

开的专利CN111592042A一种钒液无铵沉钒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2020年12月公开的

专利CN112030011A一种含钒物料全湿法一步沉钒生产五氧化二钒的方法。

[0006] 因此，研究一种与现有技术相比，沉钒率更高、V2O5杂质含量更低，工艺步骤简单的

沉钒方法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硫酸水解沉钒方法得到的钒产品纯度和沉钒

率较低的问题。

[000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a.在搅拌状态下，使用盐酸调节净化液pH值为0.50‑1.60，保持pH值稳定；

[0010] b.在搅拌状态下，将步骤a处理后的溶液放入水浴锅，水浴锅加热至水沸腾，保持

沸腾时间≥35min；

[0011] c.将步骤b处理后的液体过滤后得到沉淀红钒，用铵盐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

[0012] d.将步骤c洗涤后的红钒升温至熔化后，冷却得到五氧化二钒。

[0013] 上述步骤a中，净化液为钠化焙烧水浸工艺所得浸取溶液，经钙盐、铝盐或镁盐除

杂质后的净化溶液。

[0014] 上述净化液中钒浓度为10‑70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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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的，上述净化液中钒浓度为15‑50g/L。

[0016] 上述步骤a中，盐酸浓度为20‑38％，使用时可稀释1‑2倍。

[0017] 上述步骤a中，保持pH值稳定的条件为10‑30s内pH值变化≯±0.05。

[0018] 进一步的，保持pH值稳定的条件为20s内pH值变化≯±0.01。

[0019] 上述步骤a、b中，搅拌速度为300‑400r/min。

[0020]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a、b中，搅拌速度为350r/min。

[0021] 上述步骤b中，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液蒸发减少量。

[0022] 上述步骤c中，洗涤方法为：按照铵盐溶液∶沉淀红钒＝1.3‑2.0mL∶1g的液固比，搅

散红钒后抽滤至干，重复2‑4次。

[0023] 进一步的，上述铵盐溶液∶沉淀红钒＝1.4‑1.6mL∶1g。

[0024] 上述步骤c中，铵盐溶液浓度为5‑50g/L，铵盐为氯化铵、硫酸铵、硝酸铵、醋酸铵中

至少一种。

[0025] 进一步的，铵盐为氯化铵，铵盐溶液浓度为7‑12g/L。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采用盐酸作为沉钒剂，调节净化液pH值进行水解沉

钒。用盐酸沉钒得到高纯的多钒酸盐，用低铵盐浓度溶液洗涤沉淀，升温熔化后得到V2O5含

量为98.0％、99.0％和99.5％牌号的产品。

[0027] 本发明方法在原酸性铵盐沉钒设备、设施基础上，除以盐酸替代硫酸外，不需另新

增生产设备和设施，工艺简单、工序较少、生产效率高。在相同条件下，盐酸较硫酸沉钒率

高、所得V2O5更纯，本发明使用铵量约为铵盐沉钒的1/10，可增加洗滤液循环使用次数，能大

幅度降低环境污染和废水处理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体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0029] 钠化焙烧水浸净化液盐酸沉钒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0] a.在搅拌状态下，使用盐酸调节净化液pH值为0.50‑1.60，保持pH值稳定；

[0031] b.在搅拌状态下，将步骤a处理后的溶液放入水浴锅，水浴锅加热至水沸腾，保持

沸腾时间≥35min；

[0032] c.将步骤b处理后的液体过滤后得到沉淀红钒，用铵盐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

[0033] d.将步骤c洗涤后的红钒升温至熔化后，冷却得到五氧化二钒。

[0034] 上述步骤a中，净化液为钠化焙烧水浸工艺所得浸取溶液，经钙盐、铝盐或镁盐除

杂质后的净化溶液。其中，钒以五价形式存在，此外，通常还含有钠、钾、硅、磷、硫、钙、镁、

铁、铝、铬、锰、钛等杂质。

[0035] 为了使原料利用最大化，达到更好的实验效果，因此优选的是，上述净化液中钒浓

度为10‑70g/L。更优选的是，上述净化液中钒浓度为15‑50g/L。

[0036] 为了更好的控制pH值，优选的是，上述步骤a中，盐酸浓度为20‑38％，使用时可稀

释1‑2倍。

[0037] 为了减少溶液pH值对水解沉钒反应的影响，因此优选的是，上述步骤a中，保持pH

值稳定的条件为10‑30s内pH值变化≯±0.05。更优选的是，保持pH值稳定的条件为20s内pH

值变化≯±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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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由于钒的水解沉淀是一个伴有热量、质量传递的水解反应过程，必须保持适宜的

搅拌速度，因此优选的是，上述步骤a、b中，搅拌速度为300‑400r/min。更优选的是，搅拌速

度为350r/min。

[0039] 为了减小加热过程中沉钒溶液的pH值和温度的变化，因此优选的是，上述步骤b

中，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液蒸发减少量。

[0040] 为了去除杂质，达到纯度更高的产品，因此优选的是，上述步骤c中，洗涤方法为：

按照铵盐溶液∶沉淀红钒＝1.3‑2.0mL∶1g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重复2‑4次。更优

选的是，铵盐溶液∶沉淀红钒＝1.4‑1.6mL∶1g。

[0041] 为了减少杂质进入，达到更好的除杂效果，因此优选的是，上述步骤c中，铵盐溶液

浓度为5‑50g/L，铵盐为氯化铵、硫酸铵、硝酸铵、醋酸铵中至少一种。更优选的是，铵盐为氯

化铵，铵盐溶液浓度为7‑12g/L。

[0042] 下面通过实际的例子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效果做进一步的说明。

[0043] 实施例

[0044] 实施例1：取2份净化液各300mL(其中V＝24.58g/L，Na＝60.1g/L)，在搅拌下，分别

以盐酸(1+1)调pH至1.20、1.40，在20s内pH值变化均不大于±0.01，放入室温水浴锅中，对

沉钒溶液以350r/min速度搅拌并升温至沸后50min(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液

蒸发减少量)，取出，固液抽滤分离，用10g/L氯化铵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铵盐溶液

(mL)：沉淀红钒(g)＝1.5∶1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如此反复3次，将红钒放在马弗

炉中升温至熔化后，取出倒出冷却形成片状五氧化二钒。

[0045] 经检验：1、pH1 .20的沉钒率为99 .53％，五氧化二钒中V2O5＝99 .39％、Si＝

0.045％、Fe＝0.01％、P＝0.003％、S＝0.006％。Na2O＝0.51％、K2O＝0.04％、Cr＝0.052％。

[0046] 2、pH1.40的沉钒率为99.70％，五氧化二钒中V2O5＝98.43％、Si＝0.120％、Fe＝

0.03％、P＝0.007％、S＝0.009％。Na2O＝0.97％、K2O＝0.09％、Cr＝0.082％。

[0047] 实施例2：取2份净化液各300mL(其中V＝29.47g/L，Na＝73.3g/L)，在搅拌下，分别

以盐酸(1+1)调pH至0.90、1.10，在20s内pH值变化均不大于±0.01，放入室温水浴锅中，对

沉钒溶液以350r/min速度搅拌并升温至沸后40min(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液

蒸发减少量)，取出，固液抽滤分离，用10g/L氯化铵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铵盐溶液

(mL)：沉淀红钒(g)＝1.5∶1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如此反复3次，将红钒放在马弗

炉中升温至熔化后，取出倒出冷却形成片状五氧化二钒。

[0048] 经检验：1、pH0 .90的沉钒率为98 .84％，五氧化二钒中V2O5＝99 .55％、Na2O＝

0.34％、K2O＝0.03％。

[0049] 2、pH1.10的沉钒率为99.63％，五氧化二钒中V2O5＝98.87％、Na2O＝0.77％、K2O＝

0.05％。

[0050] 实施例3：取2份净化液各300mL(其中V＝51.99g/L，Na＝100.1g/L)，在搅拌下，分

别以盐酸(1+1)调pH至0.50、0.70，在20s内pH值变化均不大于±0.01，放入室温水浴锅中，

对沉钒溶液以400r/min速度搅拌并升温至沸后35min(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

液蒸发减少量)，取出，固液抽滤分离，用10g/L氯化铵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铵盐溶液

(mL)：沉淀红钒(g)＝2.0∶1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如此反复4次，将红钒放在马弗

炉中升温至熔化后，取出倒出冷却形成片状五氧化二钒。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3151684 A

5



[0051] 经检验：1、pH0 .50的沉钒率为97 .76％，五氧化二钒中V2O5＝99 .61％、Na2O＝

0.29％、K2O＝0.02％。

[0052] 2、pH0.70的沉钒率为99.48％，五氧化二钒中V2O5＝98.91％、Na2O＝0.72％、K2O＝

0.05％。

[0053] 实施例4：取2份净化液各300mL(其中V＝14.82g/L，Na＝31.85g/L)，在搅拌下，分

别以盐酸(1+1)调pH至1.30、1.60，在20s内pH值变化均不大于±0.01，放入室温水浴锅中，

对沉钒溶液以350r/min速度搅拌并升温至沸后60min(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

液蒸发减少量)，取出，固液抽滤分离，用10g/L氯化铵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铵盐溶液

(mL)：沉淀红钒(g)＝2.0∶1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如此反复2次，将红钒放在马弗

炉中升温至熔化后，取出倒出冷却形成片状五氧化二钒。

[0054] 经检验：1、pH1 .30的沉钒率为98 .52％，五氧化二钒中V2O5＝99 .62％、Na2O＝

0.37％、K2O＝0.02％。

[0055] 2、pH1.60的沉钒率为99.03％，五氧化二钒中V2O5＝98.72％、Na2O＝0.86％、K2O＝

0.04％。

[0056] 实施例5：取2份净化液各300mL(其中V＝27.31g/L，Na＝54.6g/L，Cr＝20.22g/L)，

在搅拌下，分别以盐酸(1+1)调pH至1.20、1.40，在20s内pH值变化均不大于±0.01，放入室

温水浴锅中，对沉钒溶液以350r/min速度搅拌并升温至沸后50min(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

补足沉钒溶液蒸发减少量)，取出，固液抽滤分离，用10g/L氯化铵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

涤，铵盐溶液(mL)：沉淀红钒(g)＝2.0∶1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如此反复3次，将

红钒放在马弗炉中升温至熔化后，取出倒出冷却形成片状五氧化二钒。

[0057] 经检验：1、pH1 .20的沉钒率为99 .30％，五氧化二钒中V2O5＝99 .35％、Na2O＝

0.43％、K2O＝0.03％、Cr＝0.083％。

[0058] 2、pH1.40的沉钒率为99.51％，五氧化二钒中V2O5＝98.22％、Na2O＝1.36％、K2O＝

0.07％、Cr＝0.121％。

[0059] 对比例：取2份净化液各300mL(其中V＝24.58g/L，Na＝60.1g/L)，在搅拌下，分别

以硫酸(1+1)调pH至1.20、1.40，在20s内pH值变化均不大于±0.01，放入室温水浴锅中，对

沉钒溶液以350r/min速度搅拌并升温至沸后50min(沸腾过程中及时用沸水补足沉钒溶液

蒸发减少量)，取出，固液抽滤分离，用10g/L氯化铵溶液对沉淀红钒进行洗涤，铵盐溶液

(mL)：沉淀红钒(g)＝1.5∶1的液固比，搅散红钒后抽滤至干，如此反复3次，将红钒放在马弗

炉中升温至熔化后，取出倒出冷却形成片状五氧化二钒。

[0060] 经检验：1、pH1 .20的沉钒率为98 .07％，五氧化二钒中V2O5＝98 .57％、Si＝

0.164％、Fe＝0.02％、P＝0.004％、S＝0.026％。Na2O＝0.76％、K2O＝0.05％、Cr＝0.109％。

[0061] 2、pH1.40的沉钒率为99.22％，五氧化二钒中V2O5＝97.87％、Si＝0.246％、Fe＝

0.04％、P＝0.008％、S＝0.039％。Na2O＝1.22％、K2O＝0.09％、Cr＝0.122％。

[0062] 上述实施例中，用同一净化液做2份不同pH值沉钒，仅是为了比较沉钒率和所得

V2O5产品纯度的差异，并非对同一净化液必须进行2次沉钒。

[0063] 上述实施例中，以沉钒所用净化液中总钒量与沉钒上层液中钒量之差占该总钒量

的百分比作为沉钒率。

[0064] 由上可见，本发明方法的实施例沉钒率为97.76‑99.70％，所得片钒的V2O5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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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2‑99.62％。由实施例1与对比例对比可知，在实验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盐酸较硫酸

沉钒率高，五氧化二钒纯度更高。本发明方法在原酸性铵盐沉钒设备、设施基础上，除以盐

酸替代硫酸外，不需新增设备、设施。工艺简单、工序较少、生产效率高。本发明方法用盐酸

沉钒，以低铵盐浓度溶液洗涤沉淀红钒，用铵量约为铵盐沉钒的1/10，可增加洗滤液循环使

用次数，能大幅度降低环境污染和废水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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