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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废旧动力锂电池回收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片制备电

池级磷酸铁的方法，包括：将电池拆解的废旧以

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用有机溶剂除去有机

物并烘干；将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磷酸溶液中并

加入氧化剂，加热溶解；将三价铁源溶液加入磷

酸铁锂氧化溶解后的溶液中，反应得到磷酸铁料

浆；过滤、洗涤、干燥、脱水得到电池级磷酸铁；该

方法通过磷酸溶解磷酸铁锂，后续加入三价铁源

的方法，提高磷酸利用率，获得更多量的电池级

磷酸铁，同时降低废液中各种杂质离子含量，大

大降低滤液进一步沉锂的成本，而且杜绝反应生

成磷酸铁过程中碱的加入从而实现低成本，高环

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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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片制备电池级磷酸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将电池拆解的废旧磷酸铁锂正极片低温焙烧，粉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

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后用有机溶剂处理去除有机物；

(2)将步骤(1)中处理后的正极材料加入磷酸溶液中，搅拌下加入氧化剂，加热溶解磷

酸铁锂；

(3)另将二价铁源溶液加入氧化剂，将氧化后的三价铁源溶液加入到步骤(2)得到的溶

液，加热生成磷酸铁浆料；

(4)将步骤(3)制备的磷酸铁浆料过滤、洗涤、干燥、脱水得到电池级磷酸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低温焙烧温度为200-500℃，焙

烧时间为1-6h。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正极材料球磨后粒径大小≤50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所述有机溶剂为NMP，丙酮，甲醇，

甲苯中一种或者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加入的磷酸溶液中磷酸的质量分

数为10-85％，磷酸溶液与正极材料液固质量比为3:1-7: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步骤(3)中氧化剂相同或不同，均

可选为双氧水、过氧化钠、次氯酸钠、臭氧中的一种或多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加热温度为30-100℃，加热时间

为0.5-4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二价铁源选自七水合硫酸

亚铁、硝酸亚铁、氯化亚铁中的一种或多种，氧化温度20-70℃，氧化时间为0.2-3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氧化后的三价铁源和步骤(2)磷酸

加入量的摩尔比为0.7:1-1.1:1，三价铁源加入后，加热温度为40-100℃，时间为0.5-5h。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干燥温度为60-120℃，时

间为1-4h；脱水温度为450-700℃，时间为1-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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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片制备电池级磷酸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旧锂离子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废旧磷酸铁锂

电池正极片制备电池级磷酸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今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已经产业化和规模化。2018年，新能源电动汽车的

全年销售量超过200万辆，同比增长722％。新能源汽车创造绿色出行的同时，也带来相应的

难题，按照新能源车电池平均5年的使用年限计算，到2020年，我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累计

报废量将达12万-17万吨的规模。更棘手的是，受制于电池构造复杂，缺乏统一标准，回收工

艺复杂。

[0003] 目前酸溶法是主要的回收磷酸铁锂中有价金属材料的方法之一，如专利申请

201610991868.1公开了一种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综合方法，具体步骤如下：(1)将磷酸铁锂

正极材料制成浆料后与酸混合进行浸出反应之后液固分离，得到浸出液和残渣；(2)调节浸

出液的pH值为1.5～3，固液分离得到磷酸铁和除铁酸性液；(3)调节除铁酸性液的pH值为5

～8，固液分离得到铝和铁的沉淀物以及含锂净化液；(4)净化液经后处理，得到锂产品及沉

淀母液。该方法虽然回收工艺较为简单，对设备要求低，但是在回收过程中铁，磷利用率低，

滤液中铁，磷含量高，非常不利于后续沉锂。

[0004] 另外，专利201710657055.3公开了另一种废旧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的回收方法，具

体步骤如下：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进行预处理将正极中的有机物挥发；所得磷酸铁锂原料中

添加分解促进剂，经硫酸化焙烧后直接用水浸出；用碱液调节pH值沉淀出磷酸铁，精制后得

到电池级磷酸铁产品，滤液采用碳酸钠沉淀得到碳酸锂产品。该过程虽然过程不用加氧化

剂，但是加入了大量的浓硫酸溶液，硫酸利用率低，硫酸根经过废水浓缩蒸发生成硫酸钠需

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并且沉淀磷酸铁的过程需要加入大量的碱性溶液来调节溶液PH值，回

收成本非常高。

[0005] 因此，研究开发新型回收技术，提高物料利用率，降低废液中磷，铁及酸根离子含

量，减少过程中碱的消耗量是回收磷酸铁锂电池材料面临的重要挑战。

[0006] 目前，尚未见到有公开文献采用磷酸溶解法高效回收废旧磷酸铁锂正极片及继续

制备磷酸铁的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满足磷酸铁锂电池材料回收过程中对环保和成本的要求，本发明通过磷酸溶

解磷酸铁锂，后续加入三价铁源的方法，提高磷酸利用率，获得更多量的电池级磷酸铁，同

时降低废液中杂质离子含量，杜绝反应生成磷酸铁过程中碱的加入从而实现低成本，高环

保的要求。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片为基础制备电池级磷酸铁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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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1)将电池拆解的废旧磷酸铁锂正极片低温焙烧，粉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

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后用有机溶剂处理去除有机物；

[0010] (2)将步骤(1)中处理后的正极材料加入磷酸溶液中，搅拌下加入氧化剂，加热溶

解磷酸铁锂；

[0011] (3)另将二价铁源溶液加入氧化剂，将氧化后的三价铁源溶液加入到步骤(2)得到

的溶液，加热生成磷酸铁浆料；

[0012] (4)将步骤(3)制备的磷酸铁浆料过滤、洗涤、干燥、脱水得到电池级磷酸铁。

[0013] 优选的，步骤(1)中：

[0014] 所述低温焙烧温度为200-500℃，焙烧时间为1-6h。

[0015] 所述正极材料球磨后粒径大小≤50目，指粒径小于或等于，例如100目比50目尺寸

小。

[0016] 所述有机溶剂为可去除有机物的有机溶剂均可；更优选为NMP，丙酮，甲醇，甲苯中

一种或者多种。

[0017] 优选的，步骤(2)中：

[0018] 加入的磷酸溶液中磷酸的质量分数为10-85％，磷酸溶液与正极材料液固质量比

为3:1-7:1。

[0019] 步骤(2)、步骤(3)中氧化剂相同或不同，均可选为双氧水、过氧化钠、次氯酸钠、臭

氧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0] 步骤(2)中加热温度为30-100℃，加热时间为0.5-4h。

[0021] 优选的，步骤(3)中：

[0022] 所述二价铁源选自七水合硫酸亚铁、硝酸亚铁、氯化亚铁中的一种或多种，氧化温

度20-70℃，氧化时间为0.2-3h。

[0023] 步骤(3)氧化后的三价铁源和步骤(2)磷酸加入量的摩尔比为0.7:1-1.1:1，三价

铁源加入后，加热温度为40-100℃，时间为0.5-5h。

[0024] 优选的，步骤(4)中：

[0025] 所述干燥温度为60-120℃，时间为1-4h；脱水温度为450-700℃，时间为1-4h。

[0026] 本发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其优点在于：

[0027] (1)本发明以一种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片为原料制备电池级磷酸铁的方法中采

用低温焙烧，节约能源，并且整个反应过程中原料利用率高，磷酸根和铁离子回收率分别达

到99.3％和99.7％，滤液中铁、磷含量达到ppm级，为后续回收锂提供较纯的原料来源，大大

降低后续沉锂成本；

[0028] (2)本发明中磷酸溶液既作为溶解磷酸铁锂的溶剂，又作为与三价铁离子反应生

成磷酸铁的磷源，解决了以往磷酸铁锂电池正极片回收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硫酸来溶解磷

酸铁锂并且后期硫酸根难以处理的问题，并且整个生成磷酸铁的过程不需要加入碱性物

质，回收成本大大降低；

[0029] (3)本发明获得的磷酸铁颗粒分布均匀，磷铁比为接近1:1，杂质含量少，振实密度

高，D50<13μm，满足电池级磷酸铁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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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1] 图1是实施例磷酸溶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备磷酸铁的具体实施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所描述的实施例及其结果仅用于说明

本发明，而不应当也不会限制权利要求书中所详细描述的本发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200℃，焙烧3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5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NMP溶剂处理并烘干；

[0035] (2)取1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300ml质量分数为10％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加入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60ml，在7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30min溶解磷酸铁锂；

[0036] (3)另将0.23mol硫酸亚铁溶液加入双氧水氧化，20℃氧化12min，将完全氧化后的

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70℃水浴中加热30min生成磷酸铁溶液；

[0037]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100℃下干燥3h，继续在450℃下空烧

4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38] 实施例2

[0039]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500℃，焙烧1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10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丙酮溶剂处理并烘干；

[0040] (2)取2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1L质量分数为40％的磷酸溶液中，搅

拌下加入工业级过氧化钠，在10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4h溶解磷酸铁锂；

[0041] (3)另将4.45mol硝酸亚铁溶液加入双氧水氧化，40℃氧化2h，将完全氧化后的溶

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100℃水浴中加热3h生成磷酸铁溶液；

[0042]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120℃下干燥4h，继续在600℃下空烧

3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43] 实施例3

[0044]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300℃，焙烧6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20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甲醇溶剂处理并烘干；

[0045] (2)取1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700ml质量分数为85％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加入工业级次氯酸钠，在3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2h溶解磷酸铁锂；

[0046] (3)另将11.3mol氯化亚铁溶液加入过氧化钠氧化，70℃氧化3h，将完全氧化后的

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40℃水浴中加热5h生成磷酸铁溶液；

[0047]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60℃下干燥1h，继续在700℃下空烧

1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48] 实施例4

[0049]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400℃，焙烧4h；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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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15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甲苯溶剂处理并烘干；

[0050] (2)取2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1.2L质量分数为30％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通入臭氧，在5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3h溶解磷酸铁锂；

[0051] (3)另将4.2mol氯化亚铁溶液加入次氯酸钠氧化，60℃氧化2.5h，将完全氧化后的

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80℃水浴中加热2h生成磷酸铁溶液；

[0052]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90℃下干燥3h，继续在700℃下空烧

3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53] 实施例5

[0054]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350℃，焙烧5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75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NMP和甲苯溶剂处理并烘干；

[0055] (2)取2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800ml质量分数为20％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加入双氧水和过氧化钠固体，在6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3.5h溶解磷酸铁锂；

[0056] (3)另将1mol氯化亚铁溶液和0.82mol七水合硫酸亚铁溶液加入双氧水氧化，50℃

氧化2h，将完全氧化后的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90℃水浴中加热3h生成磷

酸铁溶液；

[0057]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85℃下干燥3h，继续在650℃下空烧

2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58] 实施例6

[0059]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400℃，焙烧4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10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NMP，丙酮和甲苯溶剂处理并烘干；

[0060] (2)取1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800ml质量分数为18％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加入双氧水和过氧化钠固体，在5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3.5h溶解磷酸铁锂；

[0061] (3)另将0.5mol硝酸亚铁溶液和0.4mol七水合硫酸亚铁溶液加入双氧水和次氯酸

钠氧化，650℃氧化2h，将完全氧化后的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85℃水浴中

加热2h生成磷酸铁溶液；

[0062]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95℃下干燥3h，继续在700℃下空烧

1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63] 对比例1

[0064]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600℃，焙烧3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5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NMP溶剂处理并烘干；

[0065] (2)取1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300ml质量分数为10％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加入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60ml，在7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30min溶解磷酸铁锂；

[0066] (3)另将0.23mol硫酸亚铁溶液加入双氧水氧化，20℃氧化12min，将完全氧化后的

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70℃水浴中加热30min生成磷酸铁溶液；

[0067]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100℃下干燥3h，继续在450℃下空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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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68] 对比例2

[0069] (1)拆卸出磷酸铁锂电池，取出正极极片；清洗后放入加热炉中200℃，焙烧3h；取

出极片，机械破碎，筛分得到铝片和以磷酸铁锂为主的正极材料；正极材料继续球磨，得到

粒径小于10目的正极材料粉末，用NMP溶剂处理并烘干；

[0070] (2)取100克步骤(1)得到的正极材料加入到300ml质量分数为10％的磷酸溶液中，

搅拌下加入质量分数为30％的双氧水60ml，在70℃水浴锅中混合加热30min溶解磷酸铁锂；

[0071] (3)另将0.23mol硫酸亚铁溶液加入双氧水氧化，20℃氧化12min，将完全氧化后的

溶液加入磷酸铁锂溶解后的溶液中，在70℃水浴中加热30min生成磷酸铁溶液；

[0072] (4)将步骤(3)生成的磷酸铁溶液过滤洗涤在100℃下干燥3h，继续在450℃下空烧

4h得到电池级磷酸铁，其化学分析见表1。

[0073] 表1是磷酸溶解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制备的磷酸铁化学分析

[0074]

[0075] 以上所述仅是对所申请专利的具体实施方法，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申请专利原理的条件下，还可以进行若干的修改和补充，这些修

改和补充也应该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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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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