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96258.5

(22)申请日 2018.11.01

(71)申请人 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654300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建水县临安镇南营寨云南建水锰矿

有限责任公司

(72)发明人 李宗有　王建波　许永宏　王伟　

夏宇　台明　张勇　王运正　

刘大雄　吕达海　

(51)Int.Cl.

C25B 1/14(2006.01)

C22B 3/12(2006.01)

C22B 3/02(2006.01)

C22B 4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

纯高锰酸钾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

质量分数为80%的氢氧化钾溶液倒入第一反应釜

内加热至220-240℃；将软锰矿通过粉碎机制成

软锰矿粉，投放进第二反应釜内，再将第一反应

釜内液相熔融状态下的氢氧化钾溶液倒进第二

反应釜内；加热第二反应釜使其温度上升至310

℃左右，并由喷气装置喷入空气，同时控制搅拌

装置进行搅拌，反应5小时后，使的软锰矿内的二

氧化锰完全氧化成锰酸钾；将第二反应釜内的溶

液抽进第三反应釜内，经过抽滤、稀释、冷却，使

得锰酸钾结晶出来。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反应

釜、第二反应釜、第三反应釜和搅拌器，解决了传

统的液相电解法生产高锰酸钾效率低，纯度不理

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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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包括第一反应釜（1）、第二反应釜

（2）和第三反应釜（3），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将质量分数为80%的氢氧化钾溶液倒入第一反应釜（1）内加热至220-240℃；

步骤S2：将软锰矿通过粉碎机制成软锰矿粉，投放进第二反应釜（2）内，再将第一反应

釜（1）内液相熔融状态下的氢氧化钾溶液倒进第二反应釜（2）内；

步骤S3：加热第二反应釜（2）使其温度上升至310℃左右，并由喷气装置喷入空气，同时

控制搅拌装置进行搅拌，反应5小时后，使的软锰矿内的二氧化锰完全氧化成锰酸钾；

步骤S4：将第二反应釜（2）内的溶液抽进第三反应釜（3）内，经过第三反应釜（3）内部的

布氏漏斗（14）抽滤后，除去未反应的二氧化锰，再向第三反应釜（3）下端加入水进行稀释，

稀释后的滤液静置冷却，使得锰酸钾结晶出来；

步骤S5：将锰酸钾晶体取出放入电解槽内加入水、氢氧化钾溶液配制成电解液，其中锰

酸钾设置为220g/L，氢氧化钾设置为65g/L；

步骤S6：对电解槽进行加热，使得电解液温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再通电进行电离，

锰酸钾在阳极被氧化成高锰酸钾，结晶析出；

步骤S7：电解液冷却后经离心机离心分离制得高锰酸钾粗品；

步骤S8：利用高锰酸钾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差异，通过重结晶对高锰酸钾粗品进行

提纯，具体的提纯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S81：取出一定量的高锰酸钾粗品放入提纯容器内，根据高锰酸钾的溶解度加入一

定量的水溶液；

步骤S82：对提纯容器加热至40-60℃，此时高锰酸钾开始溶解；

步骤S83：40-60分钟后，通过滤斗对溶液进行过滤，将杂质滤除；

步骤S84：再将过滤后的水溶液进行降温冷却，高锰酸钾从水溶液中结晶出来，过滤收

集即可；

步骤S85：如果高锰酸钾的纯度一次达不到要求，重复以上操作进行多次提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反应釜（1）的底端与第二反应釜（2）的顶端和第二反应釜（2）的底端与第三反应釜

（3）的顶端均通过输料管（4）连接，所述输料管（4）上设置有输送泵（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器（6）和搅拌电机（7），所述搅拌器（6）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内

部，所述搅拌电机（7）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顶部，且所述搅拌器（6）上的叶片设置为螺旋

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气装置包括气管（8）、气嘴（10）、风机（11）、净化箱（12）和进气斗（13），所述气管（8）

固定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上端内壁上，所述气管（8）上设置有气嘴（10），所述气管（8）的

端部穿过第二反应釜（2）的侧面与风机（11）的出口连接，所述风机（11）的进口与净化箱

（12）的出口连接，所述净化箱（12）的进口处固定设置有进气斗（1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嘴（10）设置有若干个，若干个所述气嘴（10）沿圆周均匀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内

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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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气装置的喷气压力设置在0.8MPa左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反应釜（3）的外壁上设置有冷却水管（9），所述冷却水管（9）呈螺旋状盘设在第三

反应釜（3）的外壁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解槽内的阳极设置为镍板，所述电解槽内的阴极设置为铁条，所述阳极与阴极的面

积比设置为1：6，所述电解槽的电流容量设置为1200A/m3，所述电解槽的槽电压设置为

2.5V。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反应釜（3）的内部上端固定设置有布氏漏斗（14），所述第三反应釜（3）的下端侧面

开设有加水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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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锰酸钾制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

钾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锰酸钾为黑紫色、细长的棱形结晶或颗粒，带蓝色的金属光泽，在化学品生产

中，广泛用作为氧化剂，例如用作制糖精，维生素C、异烟肼及安息香酸的氧化剂；在医药上

用作防腐剂、消毒剂、除臭剂及解毒剂；在水质净化及废水处理中，作水处理剂；在气体净化

中，可除去痕量硫、砷、磷、硅烷、硼烷及硫化物；在采矿冶金方面，用于从铜中分离钼，从锌

和镉中除杂，以及化合物浮选的氧化剂；还用于作特殊织物、蜡、油脂及树脂的漂白剂，防毒

面具的吸附剂，木材及铜的着色剂等，传统的液相电解法生产的高锰酸钾效率低，且高猛酸

钾的纯度也较低，故本发明设计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来解决上述

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

法，解决了传统的液相电解法生产高锰酸钾效率低，纯度不理想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

酸钾的方法，包括第一反应釜、第二反应釜和第三反应釜，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将质量分数为80%的氢氧化钾溶液倒入第一反应釜内加热至220-240℃；

步骤S2：将软锰矿通过粉碎机制成软锰矿粉，投放进第二反应釜内，再将第一反应釜内

液相熔融状态下的氢氧化钾溶液倒进第二反应釜内；

步骤S3：加热第二反应釜使其温度上升至310℃左右，并由喷气装置喷入空气，同时控

制搅拌装置进行搅拌，反应5小时后，使的软锰矿内的二氧化锰完全氧化成锰酸钾；

步骤S4：将第二反应釜内的溶液抽进第三反应釜内，经过第三反应釜内部的布氏漏斗

抽滤后，除去未反应的二氧化锰，再向第三反应釜下端加入水进行稀释，稀释后的滤液静置

冷却，使得锰酸钾结晶出来；

步骤S5：将锰酸钾晶体取出放入电解槽内加入水、氢氧化钾溶液配制成电解液，其中锰

酸钾设置为220g/L，氢氧化钾设置为65g/L；

步骤S6：对电解槽进行加热，使得电解液温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再通电进行电离，

锰酸钾在阳极被氧化成高锰酸钾，结晶析出；

步骤S7：电解液冷却后经离心机离心分离制得高锰酸钾粗品；

步骤S8：利用高锰酸钾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差异，通过重结晶对高锰酸钾粗品进行

提纯，具体的提纯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S81：取出一定量的高锰酸钾粗品放入提纯容器内，根据高锰酸钾的溶解度加入一

定量的水溶液；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208022 A

4



步骤S82：对提纯容器加热至40-60℃，此时高锰酸钾开始溶解；

步骤S83：40-60分钟后，通过滤斗对溶液进行过滤，将杂质滤除；

步骤S84：再将过滤后的水溶液进行降温冷却，高锰酸钾从水溶液中结晶出来，过滤收

集即可；

步骤S85：如果高锰酸钾的纯度一次达不到要求，重复以上操作进行多次提纯。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一反应釜的底端与第二反应釜的顶端和第二反应釜的底端与第三

反应釜的顶端均通过输料管连接，所述输料管上设置有输送泵。

[0006] 优选的，所述搅拌装置包括搅拌器和搅拌电机，所述搅拌器设置在第二反应釜的

内部，所述搅拌电机设置在第二反应釜的顶部，且所述搅拌器上的叶片设置为螺旋状。

[0007] 优选的，所述喷气装置包括气管、气嘴、风机、净化箱和进气斗，所述气管固定设置

在第二反应釜的上端内壁上，所述气管上设置有气嘴，所述气管的端部穿过第二反应釜的

侧面与风机的出口连接，所述风机的进口与净化箱的出口连接，所述净化箱的进口处固定

设置有进气斗。

[0008] 优选的，所述气嘴设置有若干个，若干个所述气嘴沿圆周均匀设置在第二反应釜

的内壁上。

[0009] 优选的，所述喷气装置的喷气压力设置在0.8MPa左右。

[0010] 优选的，所述第三反应釜的外壁上设置有冷却水管，所述冷却水管呈螺旋状盘设

在第三反应釜的外壁上。

[0011] 优选的，所述电解槽内的阳极设置为镍板，所述电解槽内的阴极设置为铁条，所述

阳极与阴极的面积比设置为1：6，所述电解槽的电流容量设置为1000A/m3，所述电解槽的槽

电压设置为2.5V。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三反应釜的内部上端固定设置有布氏漏斗，所述第三反应釜的下

端侧面开设有加水口。

[001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的方法，具备以下有益效

果。

[0014] （1）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反应釜、第二反应釜、第三反应釜、搅拌装置和喷气装置，

通过喷气装置喷入空气，同时控制搅拌装置进行搅拌，使得第二反应釜内的软锰矿内的二

氧化锰能较为完全氧化成锰酸钾，第一反应釜、第二反应釜和第三反应釜的设置则使得该

方法效率高，生产量大，满足工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要求。

[0015] （2）本发明通过设置布氏漏斗和加水口，使得锰酸钾的析出更方便，且能够方便的

滤除杂质，操作简单，产品纯度高。

[0016] （3）本发明通过在电解槽内加入合适的碱性溶液，合适的温度且经过多次提纯操

作，从而得到纯度较高的高锰酸钾。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流程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喷气装置气嘴分布图。

[0019] 图中：1、第一反应釜；2、第二反应釜；3、第三反应釜；4、输料管；5、输送泵；6、搅拌

器；7、搅拌电机；8、气管；9、冷却水管；10、气嘴；11、风机；12、净化箱；13、进气斗；14、布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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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15、加水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液相电解法生产收集提纯高锰酸钾

的方法，包括第一反应釜1、第二反应釜2和第三反应釜3，第一反应釜1的底端与第二反应釜

2的顶端和第二反应釜2的底端与第三反应釜3的顶端均通过输料管4连接，输料管4上设置

有输送泵5，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S1：将质量分数为80%的氢氧化钾溶液倒入第一反应釜1内加热至220-240℃；

步骤S2：将软锰矿通过粉碎机制成软锰矿粉，投放进第二反应釜2内，再将第一反应釜1

内液相熔融状态下的氢氧化钾溶液倒进第二反应釜2内；

步骤S3：加热第二反应釜2使其温度上升至310℃左右，并由喷气装置喷入空气，同时控

制搅拌装置进行搅拌，反应5小时后，使的软锰矿内的二氧化锰完全氧化成锰酸钾；

步骤S4：将第二反应釜2内的溶液抽进第三反应釜3内，经过第三反应釜3内部的布氏漏

斗14抽滤后，除去未反应的二氧化锰，再向第三反应釜3下端加入水进行稀释，稀释后的滤

液静置冷却，使得锰酸钾结晶出来。

[0022] 搅拌装置包括搅拌器6和搅拌电机7，搅拌器6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内部，搅拌电

机7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顶部，且搅拌器6上的叶片设置为螺旋状。

[0023] 喷气装置包括气管8、气嘴10、风机11、净化箱12和进气斗13，气管8固定设置在第

二反应釜2的上端内壁上，气管8上设置有气嘴10，气嘴10设置有若干个，若干个气嘴10沿圆

周均匀设置在第二反应釜2的内壁上，气管8的端部穿过第二反应釜2的侧面与风机11的出

口连接，风机11的进口与净化箱12的出口连接，净化箱12的进口处固定设置有进气斗13，喷

气装置的喷气压力设置在0.2MPa左右。

[0024] 第三反应釜3的外壁上设置有冷却水管9，冷却水管9呈螺旋状盘设在第三反应釜3

的外壁上，第三反应釜3的内部上端固定设置有布氏漏斗14，第三反应釜3的下端侧面开设

有加水口15。

[0025] 电解槽内的阳极设置为镍板，电解槽内的阴极设置为铁条，阳极与阴极的面积比

设置为1：6，电解槽的电流容量设置为1000A/m3，电解槽的槽电压设置为2.5V。

[0026] 实施例1：

步骤S1：通过电子秤称取340g锰酸钾晶体，将该340g锰酸钾晶体放入电解槽内加入水、

氢氧化钾溶液配制成电解液，其中锰酸钾设置为180g/L，氢氧化钾设置为60g/L；

步骤S2：对电解槽进行加热，使得电解液温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再通电进行电离，

锰酸钾在阳极被氧化成高锰酸钾，结晶析出；

步骤S3：电解液冷却后经离心机离心分离制得高锰酸钾粗品；

步骤S4：利用高锰酸钾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差异，通过重结晶对高锰酸钾粗品进行

提纯，具体的提纯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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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41：取出一定量的高锰酸钾粗品放入提纯容器内，根据高锰酸钾的溶解度加入一

定量的水溶液；

步骤S42：对提纯容器加热至40-60℃，此时高锰酸钾开始溶解；

步骤S43：20-40分钟后，通过滤斗对溶液进行过滤，将杂质滤除；

步骤S44：再将过滤后的水溶液进行降温冷却，高锰酸钾从水溶液中结晶出来，过滤收

集即可；

步骤S45：如果高锰酸钾的纯度一次达不到要求，重复以上操作进行多次提纯。

[0027] 实施例2：

步骤S1：通过电子秤称取440g锰酸钾晶体，将该440g锰酸钾晶体放入电解槽内加入水、

氢氧化钾溶液配制成电解液，其中锰酸钾设置为220g/L，氢氧化钾设置为65g/L；

步骤S2：对电解槽进行加热，使得电解液温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再通电进行电离，

锰酸钾在阳极被氧化成高锰酸钾，结晶析出；

步骤S3：电解液冷却后经离心机离心分离制得高锰酸钾粗品；

步骤S4：利用高锰酸钾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差异，通过重结晶对高锰酸钾粗品进行

提纯，具体的提纯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S41：取出一定量的高锰酸钾粗品放入提纯容器内，根据高锰酸钾的溶解度加入一

定量的水溶液；

步骤S42：对提纯容器加热至40-60℃，此时高锰酸钾开始溶解；

步骤S43：40-60分钟后，通过滤斗对溶液进行过滤，将杂质滤除；

步骤S44：再将过滤后的水溶液进行降温冷却，高锰酸钾从水溶液中结晶出来，过滤收

集即可；

步骤S45：如果高锰酸钾的纯度一次达不到要求，重复以上操作进行多次提纯。

[0028] 实施例3：

步骤S1：通过电子秤称取540g锰酸钾晶体，将该540g锰酸钾晶体放入电解槽内加入水、

氢氧化钾溶液配制成电解液，其中锰酸钾设置为260g/L，氢氧化钾设置为70g/L；

步骤S2：对电解槽进行加热，使得电解液温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再通电进行电离，

锰酸钾在阳极被氧化成高锰酸钾，结晶析出；

步骤S3：电解液冷却后经离心机离心分离制得高锰酸钾粗品；

步骤S4：利用高锰酸钾在不同温度下的溶解度差异，通过重结晶对高锰酸钾粗品进行

提纯，具体的提纯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S41：取出一定量的高锰酸钾粗品放入提纯容器内，根据高锰酸钾的溶解度加入一

定量的水溶液；

步骤S42：对提纯容器加热至40-60℃，此时高锰酸钾开始溶解；

步骤S43：60-80分钟后，通过滤斗对溶液进行过滤，将杂质滤除；

步骤S44：再将过滤后的水溶液进行降温冷却，高锰酸钾从水溶液中结晶出来，过滤收

集即可；

步骤S45：如果高锰酸钾的纯度一次达不到要求，重复以上操作进行多次提纯。

[0029] 测量高猛酸钾的纯度方法设置如下：取一定量的高锰酸钾样品a克，放在试管中加

热至完全反应，冷却后，通过电子秤称得剩余固体质量为b克，则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9208022 A

7



2KMnO4=K2MnO4+MnO4+O2，则氧气的质量为a-b克，故KMnO4的质量即可通过分子式算的为316*

（a-b）/32，KMnO4的质量除以总质量即可算出其纯度。

[0030] 综上可得，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反应釜1、第二反应釜2、第三反应釜3和搅拌器6，

解决了传统的液相电解法生产高锰酸钾效率低，纯度不理想的问题。

[003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32]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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