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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
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包括，用于烧结
三元正极材料的烧结炉进氧气装置，
辅助排废气
装置，
废气检测装置。烧结三元正极材料的烧结
炉通过排气口排出的废气，
由安装在排气口位置
的废气检测装置进行检测，
通过检测结果输出信
号到烧结炉进氧气装置和辅助排废气装置。
进氧
气装置根据废气监测装置反馈的信息来调节进
氧气量的大小，
来满足物料反应时所需氧气量。
辅助排废气装置根据废气监测装置反馈的信息
来调节进压缩空气的大小，
能够及时的将物料反
应时所产生的废气，
从而更好地保证了物料的烧
结品质，
这样能更好的达到节能高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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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包括氧气进气装置，
辅
助排废气装置和废气检测装置，
所述的氧气进气装置，
包括连接烧结炉并且向烧结炉内物
料反应所需提供氧气的氧气管道，
在氧气管道上按照氧气前进的方向依次设置调节氧气进
气量的电动调节阀、
氧气压力表和控制阀门；
所述辅助排废气装置，
包括连接烧结炉排废气
管道，
所述排废气管道上按照废气前进方向依次设有阀门、检测所排废气的压力表和连接
废气检测装置的辅助排气三通；
所述废气检测装置，
包括检测烧结炉内物料反应所产生的
废气含量的废气检测仪，
所述废气检测仪通过辅助排气三通与排废气管道连接，
所述辅助
排气三通还与提供压缩空气的压缩空气管道连接，
通过压缩空气管道上按照压缩空气前进
的方向依次设有电动调节阀和控制阀门，
所述废气检测仪通过数据连接线输出信号传递给
位于氧气管道上的电动调节阀和位于压缩空气管道上的电动调节阀，
所述辅助排气三通包
括连接废气检测仪、压缩空气管道的主管和连接排废气管道的支管，
所述连接排废气管道
的支管与压缩空气管道的主管的夹角为15-30度，
所述支管向内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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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电池正极材料合成设备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
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日常生活，
商业运作，
工业生
产，
建筑施工等领域，
对能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而新能源在研发和生产能力受到多方面
的因素制约。其中锂电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烧结结合成操作需要大量的氧气供给，
同时有
较多的废气排出，
而这一共同存在的环境条件常常导致氧气氛围不足，
物料反应后产生的
废气无法及时排出，
影响材料品质。这就会制约材料的品质提升，
因此需要引入一种可在富
氧条件下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该装置保证快速
而有效的将三元电池正极材料在烧结时产生的废气排出，
保持三元电池正极材料在烧结时
能够反应充分，
且容易进行维护操作，
同时能根据不同烧结阶段的变化，
保证烧结时的三元
电池正极材料反应时所需的氧气量，
能够排除因操作工的人员变动，
对烧结三元电池正极
材料时产生的差异。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包括氧气进气装置，
辅助排废气装置和废气检测装置，
所述的氧气进气装置，
包括连接烧结炉并且向烧结炉内
物料反应所需提供氧气的氧气管道，
在氧气管道上按照氧气前进的方向依次设置调节氧气
进气量的电动调节阀、
氧气压力表和控制阀门；
所述辅助排废气装置，
包括连接烧结炉排废
气管道，
所述排废气管道上按照废气前进方向依次设有阀门、检测所排废气的压力表和连
接废气检测装置的辅助排气三通；
所述废气检测装置，
包括检测烧结炉内物料反应所产生
的废气含量的废气检测仪，
所述废气检测仪通过辅助排气三通与排废气管道连接，
所述辅
助排气三通还与提供压缩空气的压缩空气管道连接，
通过压缩空气管道上按照压缩空气前
进的方向依次设有电动调节阀和控制阀门，
所述废气检测仪通过数据连接线输出信号传递
给位于氧气管道上的电动调节阀和位于压缩空气管道上的电动调节阀。
[0006] 进一步的，
所述辅助排气三通包括连接废气检测仪、
压缩空气管道的主管和连接
[0007] 排废气管道的支管，
所述连接排废气管道的支管与压缩空气管道的主管的夹角为
15-30度，
所述支管向内延伸。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09] 本发明通过采用压缩空气作为动力，
将烧结炉内的物料反应后产生的废气及时排
出，
其排出废气量和氧气的进气量是相对应的，
排废气量与氧气的进气量是成正比的，
无论
是排废气量还是氧气的进气量的大小调节是通过电动调节阀来实现的，
而电动调节阀调节
3

CN 108168307 B

说

明

书

2/3 页

气流量是根据废气检测仪处处的信号来决定的，
通过废气检测装置可以有效地检测到废气
量大小，
并将烧结炉中的物料反应后产生的废气及时排出，
同时将烧结炉中物料反应所需
的氧气量及时补充充分，
为烧结炉中物料的反应提供更为有利的氛围，
从而提高了产量，
缩
短了烧结时间，
更提高了产品的品质。避免了由于物料反应时所产生的废气在物料反应过
程中对物料品质的不利影响。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11] 图中：
1-废气检测仪、2-电动调节阀、3-电动调节阀、4-辅助排废气三通、5-压力
表、6-压力表、
7-阀门、8-氧气管道、9-排废气管道、
10-压缩空气管道、
11-信号线、
12-信号
线、
13-阀门、
14-阀门、
15-烧结炉。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13] 一种可在富氧条件下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的进排气装置，
包括氧气进气装置，
辅助排废气装置和废气检测装置，
所述的氧气进气装置，
包括连接烧结炉并且向烧结炉内
物料反应所需提供氧气的氧气管道8，
在氧气管道上按照氧气前进的方向依次设置调节氧
气进气量的电动调节阀2、
氧气压力表5和控制阀门13；
[0014] 所述辅助排废气装置，
包括连接烧结炉15排废气管道，
所述排废气管道上按照废
气前进方向依次设有阀门7、
检测所排废气的压力表6和连接废气检测装置的辅助排气三通
4；
所述废气检测装置，
包括检测烧结炉内物料反应所产生的废气含量的废气检测仪1，
所述
废气检测仪通过辅助排气三通与排废气管道连接，
所述辅助排气三通还与提供压缩空气的
压缩空气管道10连接，
通过压缩空气管道上按照压缩空气前进的方向依次设有电动调节阀
3和控制阀门，
所述废气检测仪1通过数据连接线输出信号传递给位于氧气管道上的电动调
节阀和位于压缩空气管道上的电动调节阀。
[0015] 进一步的，
所述辅助排气三通包括连接废气检测仪、
压缩空气管道的主管和连接
[0016] 排废气管道9的支管，
所述连接排废气管道9的支管与压缩空气管道的主管10的夹
角为15-30度，
所述支管向内延伸，
这样可以有效的保证压缩空气能够把物料反应所产生的
废气及时有效的从排废气管道中排出，
根据废气含量检测装置1反馈的信号来调节废气排
放装置中的电动调节阀3来调节压缩空气的进气量，
利用压缩空气通过辅助排废气三通4将
烧结炉内物料反应所产生的废气及时的排出烧结炉外，
保证了烧结炉内的氧气浓度和物料
反应所需的气体氛围，
更大限度的保证物料反应所需环境，
提高效率和品质含量。
[0017] 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在不同的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温度的升高，
会产生不
同的合成反应，
同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气体。
[0018] 烧结前的准备——预先向烧结炉内通纯度达99 .9％的氧气，
氧气由氧气管道8经
过自动调节氧气流量的电动调节阀2，
在经过压力表5，
通过预留的检修阀门13，
进入到烧结
炉15内，
预通到烧结炉15预通氧气逐渐充满烧结炉内除物料以外的空间，
多余的氧气经由
排废气管道9，
通过预留的检修阀门7，
经过压力表6，
再通过对于废气的排放起辅助作用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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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排气三通4，
排放到废气检测仪1的检测口处，
预通氧气的时间为0 .5-1小时，
然后有专
门的方法去验证氧气是否已经充满整个烧结炉15。
[0019] 在烧结的低温阶段，
即50度之前，
正在烧结三元电池正极材料不会有什么合成反
应，
也不会产生什么其他的气体，
这时，
废气检测仪1所检测到的气体为纯度较高的氧气，
这
时，
废气检测仪所传输到电动调节阀2 .3的信号是氧气的进气量和压缩空的流量恒定不变。
[0020] 当烧结温度继续升高到150度左右时，
三元电池正极材料中吸收的水分将会被蒸
发，
这时，
废气检测仪1检测到的气体为氧气和水蒸气的混合气体，
为了能使烧结时产生的
水蒸气及时排出物料合成反应的环境，
根据设置好的程序，
废气检测仪1会向电动调节阀2
发出指令，
适当增加氧气的进气量，
这时，
纯度达99 .9％的氧气通过氧气管道8的流量会增
大，
压力表5的指针会显示压力会增高，
出气口处的压力表6的压力值也会随之上升，
同时废
气检测仪1也会向电动调节阀3发出指令，
适当增加压缩空气管道10的进气量，
通过助排废
气三通4将物料本身产生的水蒸气及时的给排出，
排放到直至将物料中所含水蒸气全部排
出，
保证下一步物料在氧化反应中氧气的纯度。
[0021] 当烧结温度到250度左右时，三元电池正极材料开始发生氧化反应，
此过程将持
续到400度左右，
与此同时，
将会产生大量的水汽，
并且此时必须大量的高纯度的氧气来参
与此氧化反应，
根据设置好的程序，
废气检测仪1会向电动调节阀2发出指令，
适当增加氧气
的进气量，
同时废气检测仪1也会向电动调节阀3发出指令，
适当增加压缩空气的进气量，
通
过助排废气三通4将物料合过程中产生的水蒸气及时的给排出，
排放到废气检测仪1的检测
口，
直至将物料氧化反应过程中所产生的水蒸气全部排出，
废气检测仪1也会通过检测到的
水蒸气含量的减少，
适时调节电动调节阀2以及电动调节阀3控制氧气流量和控制压缩空气
流量都减少，
保证下一步物料在进行其他反应过程中氧气的纯度的同时，
也避免了氧气以
及压缩空气的过度浪费。
[0022] 烧结温度由400度到650度的阶段，
为前驱体与Na2co3反应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将
会产生大量的Co2等废气，
Co2以及其他气体的出现和增加，
会降低物料反应过程中氧气的
含量及纯度，
极大地影响了成品的品质，
此时，
废气检测仪1会根据设置好的程序，
向电动调
节阀2发出指令，
适当增加氧气的进气量，
同时废气检测仪1也会向电动调节阀3发出指令，
适当增加压缩空气的进气量，
通过助排废气三通4将前驱体与Na2Co3反应过程中产生的Co2
等废气及时的给排出，
直至将前驱体与Na2co3反应的过程中所产生的Co2等废气全部排出，
来保证前驱体与Na2co3反应的过程中所需氧气的含量及纯度，
从而保证了成品的品质，
随
着前驱体与Na2Co3反应过程中产生的Co2等废气不断的排出，
不断地减少，
废气检测仪1适
时调节电动调节阀2以及电动调节阀3控制氧气流量和控制压缩空气流量都减少。
[0023] 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
到达800左右，
烧结炉中的三元电池正极材料会持续稳定一
段时间，
在这期间不会产生其他废气，
这时的氧气进气量和排气量基本持平，
恢复到初始的
恒定不变的状态，
保护着三元电池正极材料烧结的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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