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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由对基本上无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

而得到的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剂进

行除水和/或再循环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将钴

沉淀为碳酸钴或氢氧化钴，之后将其从所述液剂

除去，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并且将所述晶

体除去，之后将所述晶体加热为无水硫酸钠、二

氧化硫和水，然后分离无水硫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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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由对基本上无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

液剂进行水除去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

a.  将钴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钴，之后通过离心或过滤将它全部地或部分地从所

述液剂除去；

b.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

c.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

d.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以形成无水硫酸钠、二氧化硫和水；和

e. 分离无水硫酸钠。

2.权利要求1的工艺，其中步骤d中形成的所述水是以蒸汽形式形成的。

3.从由对包含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剂

进行水除去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

a.  将钴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钴和将锂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锂，之后通过离

心或过滤将它们全部地或部分地从所述液剂除去；

b.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

c.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和

d.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以形成无水硫酸钠、二氧化硫和水；和

e. 分离无水硫酸钠。

4.权利要求3的工艺，其中步骤d中形成的所述水是以蒸汽形式形成的。

5.权利要求3的工艺，其包括在所述工艺中存在锰。

6.权利要求5的工艺，其中将锰作为碳酸锰回收。

7.权利要求3的工艺，其包括在所述工艺中存在镍。

8.权利要求7的工艺，其中将镍作为碳酸镍回收。

9.权利要求3的工艺，其中所述钴资源材料包含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10.从由对基本上无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

的液剂进行水除去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

a.  将钴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氢氧化钴，之后通过离心或过滤将它全部地或部分地从

所述液剂除去；

b.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

c.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

d.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以形成无水硫酸钠、二氧化硫和水；和

e. 分离无水硫酸钠。

11.权利要求10的工艺，其中步骤d中形成的所述水是以蒸汽形式形成的。

12.从由对包含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

剂进行水除去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

a.  将钴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氢氧化钴，之后通过离心或过滤将它全部地或部分地从

所述液剂除去；

b.  从步骤a的脱除了氢氧化钴的液剂将锂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锂，之后通过离心

将它全部或部分地从所述液剂除去；

c.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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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以形成无水硫酸钠、二氧化硫和水；和

e. 分离无水硫酸钠。

13.权利要求12的工艺，其包括在所述工艺中存在锰。

14.权利要求13的工艺，其中将锰作为氢氧化锰回收。

15.权利要求12的工艺，其包括在所述工艺中存在镍。

16.权利要求15的工艺，其中将镍作为氢氧化镍回收。

17.权利要求12的工艺，其中所述钴资源材料包含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

18.权利要求12的工艺，其中步骤d中形成的所述水是以蒸汽形式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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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钴资源的硫酸钴/连二硫酸钴液剂的加工

[0001] 在先申请

[0002] 本申请为要求在2016年11月11日提交的临时申请No.62/421,139的优先权的非临

时申请。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涉及从包含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的液剂(liquor)例如由包含钴的资源材

料例如来自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料的湿法冶金加工而得到的那些回收水和硫酸盐。

背景技术

[0004] 众所周知，可将还原剂例如二氧化硫与硫酸组合使用而从包含较高价钴的资源材

料例如氧化钴(III)浸提(浸出，leach)钴以产生硫酸钴和连二硫酸钴。这描述于以下反应

中：

[0005] Co2O3+SO2+H2SO4＝2CoSO4+H2O

[0006] Co2O3+2SO2+H2SO4＝2CoS2O6+H2O

[0007] 可再充电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中存在的钴处于三价状态并且预计用二氧化硫

和硫酸浸提。锂钴氧化物例如LiCoO2为用于典型地用在个人电子设备中的高能量锂离子电

池的常见的正极材料，预计根据以下反应而浸提：

[0008] 2LiCoO2+SO2+2H2SO4＝Li2SO4+2CoSO4+2H2O

[0009] 2LiCoO2+3SO2+2H2SO4＝Li2SO4+2CoS2O6+2H2O

[0010] 2LiCoO2+4SO2+2H2SO4＝Li2S2O6+2CoS2O6+2H2O

[0011] 关于将锂钴氧化物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所进行的实验工作证实，实现了锂和钴

的最高达100％提取并且在所进行的所有浸提试验中均检测到连二硫酸盐。

[0012] 锂镍锰钴氧化物例如LiNi0 .33Mn0 .33Co0 .33O2是适合用于电动车中的具有高的能量

和高的功率两者的新兴正极材料，预计根据以下反应浸提：2LiNi0 .33Mn0 .33Co0 .33O2+SO2+

2H2SO4＝Li2SO4+2(Ni,Co,Mn)SO4+2H2O2LiNi0.33Mn0.33Co0.33O2+3SO2+2H2SO4＝Li2SO4+2(Ni,

Co,Mn)CoS2O6+2H2O2LiNi0.33Mn0.33Co0.33O2+4SO2+2H2SO4＝Li2S2O6+2(Ni,Co,Mn)S2O6+2H2O

[0013] (Ni,Co,Mn)SO4和(Ni,Co,Mn)S2O6分别表示混合金属硫酸盐和混合金属连二硫酸

盐。

[0014] 关于将锂镍锰钴氧化物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所进行的实验工作证实，实现了

锂、镍、锰和钴的最高达100％提取并且在所进行的所有浸提试验中均检测到连二硫酸盐。

[0015] 锂镍钴铝氧化物例如LiNi0.8Co0.15Al0.05O2是适合用于电动车中的具有高的能量和

高的功率两者的另一种新兴正极材料，预计根据以下反应浸提：2LiNi0.8Co0.15Al0.05O2+SO2+

2H2SO4＝Li2SO4+2(Ni,Co,Al)SO4+2H2O2LiNi0.8Co0.15Al0.05O2+3SO2+2H2SO4＝Li2SO4+2(Ni,Co,

Al)CoS2O6+2H2O2LiNi0.8Co0.15Al0.05O2+4SO2+2H2SO4＝Li2S2O6+2(Ni,Co,Al)S2O6+2H2O

[0016] (Ni,Co,Al)SO4和(Ni,Co,Al)S2O6分别表示混合金属硫酸盐和混合金属连二硫酸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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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关于将锂镍锰钴氧化物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所进行的实验工作证实，实现了

锂、镍、钴和铝的最高达100％提取并且在所进行的所有浸提试验中均检测到连二硫酸盐。

[0018] 不存在如下的从废的包含钴的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回收有价值的金属的已知现

有技术方法：使用利用二氧化硫的还原浸提，同时处理连二硫酸盐和以能量有效的方式回

收水。虽然美国专利8,460,631描述了包含硫酸锰和连二硫酸锰的液剂(其还包含硫酸钠和

连二硫酸钠)的加工，但是从该发明未显而易见如何可将硫酸钠以及连二硫酸钠与硫酸钴

以及连二硫酸钴一起在存在或不存在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情况下加工。此外，已经发现，

处理连二硫酸盐和对水进行回收并且将经处理的溶液以闭路循环方式再循环回到该浸提

的工艺使锂(当存在时)的回收率显著改善。

发明内容

[0019] 因此，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为从由对基本上无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

的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剂进行除水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a.

将钴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钴，之后将它全部或部分地从所述液剂除去，例如通过离心

或过滤除去；b.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c.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以形成无水硫酸钠、

二氧化硫和水(蒸汽)；和d.分离无水硫酸钠。

[0020] 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方式为从由对包含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包含硫

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剂进行除水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a.将钴全部

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钴和将锂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锂，之后将它们全部或部分地从所

述液剂除去，例如通过离心或过滤除去；b.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

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c.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和e.分离无水硫酸钠。

[0021] 本发明的进一步实施方式为从由对基本上无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

包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剂进行除水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a.将

钴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氢氧化钴，之后将它全部或部分地从所述液剂除去，例如通过离心

或过滤除去；b.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

c.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d.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以形成无水硫酸

钠、二氧化硫和水(蒸汽)；和e.分离无水硫酸钠。

[0022] 本发明的还进一步实施方式为从由对包含锂的钴资源材料进行加工而得到的包

含硫酸钠和/或连二硫酸钠的液剂进行除水和/或再循环的工艺，其包括如下步骤：a.将钴

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氢氧化钴，之后将它全部或部分地从所述液剂除去，例如通过离心或

过滤除去；b.从4a的脱除了氢氧化钴的液剂将锂全部或部分地沉淀为碳酸锂，之后将它全

部或部分地从所述液剂除去，例如通过离心除去；c.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以将大部

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从溶液分离；d.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除去；和e.分离无水硫

酸钠。

附图说明

[0023] 图1‑3说明本发明的第一实施方式的工艺流程，其中“S”表示固相并且“L”表示液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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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1说明第一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钴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25] 图2说明第一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镍锰钴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26] 图3说明第一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镍钴铝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27] 图4说明第二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钴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28] 图5说明第二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镍锰钴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29] 图6说明第二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镍钴铝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30] 图7说明第三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钴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31] 图8说明第三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镍锰钴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32] 图9说明第三实施方式的用于处理废锂镍钴铝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33] 最佳实施方式

[0034] 根据本发明，提供从对包含氧化钴(III)的资源材料例如从锂离子电池的正极材

料回收的那些进行亚硫酸和硫酸浸提而得到的包含硫酸钴和连二硫酸钴的液剂的湿法冶

金加工工艺。

[0035] 对于实施方式一，参照图1‑3。

[0036] 将包含硫酸钴和连二硫酸钴的液剂用碳酸钠处理以形成碳酸钴固体以及包含硫

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液剂。

[0037] 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存在的话，部分地与碳酸钴固体一起沉淀为碳酸锂固

体。

[0038] 将包含碳酸钴的固体和碳酸锂固体(如果存在的话)通过过滤或离心从该经碳酸

盐处理的液剂除去。

[0039] 将包含碳酸钴的固体和碳酸锂固体(如果存在的话)洗涤以除去可溶性杂质和产

生清洁材料用于再利用，例如再利用于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40] 将包含硫酸钠及连二硫酸钠连同剩余的硫酸锂及连二硫酸锂(如果存在的话)的

滤液或离心液用结晶器处理以结晶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

[0041] 结晶可通过冷却以沉淀(结晶)硫酸钠十水合物和连二硫酸钠二水合物或者通过

多效结晶以沉淀(结晶)无水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进行。

[0042]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足以将连二硫酸钠晶体转化为硫酸钠以及可

再循环用于对钴资源材料进行浸提的二氧化硫和水的温度。用于将连二硫酸钠转化为硫酸

钠和二氧化硫的温度由Chow等“(New  Developments  in  the  Recovery  of  Manganese 

from  Lower‑gradeResources”，Minerals&Metallurgical  Processing，第29卷，第1期，

2012年2月，第70‑71页)描述。

[0043] 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除去并且将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在所述

资源材料中存在锂的话)的结晶器液剂再循环到浸提回路中用于进一步回收之前未被回收

的锂和钴以及将水以能量有效的方式再利用。

[0044] 替代地，可使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除去并且使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

(如果在所述资源材料中存在锂的话)的结晶器液剂的一部分通过纳滤膜以产生：富含水的

没有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的液剂，其被输出用于再循环；以及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浓缩物

连同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其用于再循环至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器。

[0045] 所沉淀的包含钴和锂的化合物可用于制造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这通过如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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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将期望比率的包含钴和锂的化合物组合并且对混合物进行热处理程序。Jones等

(“LixCoO2(0<x≤1):A  New  Cathode  Material  forBatteries  of  High  Energy  Density”，

Solid  State  Ionics，3/4，1981，第171‑174页)描述了通过处理锂和钴化合物而制造锂钴

氧化物正极材料的方法。Lu等(“美国专利No.8,685,565”，2014年4月)描述了通过处理锂、

镍、锰和钴化合物而制造锂镍锰钴氧化物的方法。Kim等“(Synthesis  of  High‑Density 

Nickel  Cobalt  Aluminum  Hydroxide  by  Continuous  Coprecipitation  Method”,ACS 

Applied  Materials&Interfaces，4，2012，第586‑589页)描述了通过处理锂、镍、钴和铝化

合物而制造锂镍钴铝氧化物的方法。商业电池制造商典型地开发和使用它们自己的专有处

理方法来制造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46] 将硫酸钴和连二硫酸钴转化为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提供了处理连二硫酸盐、提高

锂的回收率和将水以能量有效的方式再循环的新型方法。

[0047] 对于实施方式二，参照图4‑6

[0048] 将包含硫酸钴和连二硫酸钴的液剂用氢氧化钠处理以形成氢氧化钴固体以及包

含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液剂；

[0049] 将包含氢氧化钴的固体通过过滤或离心从该经氢氧化物处理的液剂除去；

[0050] 将包含氢氧化钴的固体洗涤以除去可溶性杂质和产生清洁材料用于再利用，例如

再利用于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51] 碳酸钠向剩余溶液的添加使锂(如果存在的话)的部分沉淀为碳酸锂；

[0052] 将碳酸锂固体通过过滤或离心从该经碳酸盐处理的液剂除去；

[0053] 将碳酸锂固体洗涤以除去可溶性杂质和产生清洁材料用于再利用，例如再利用于

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54] 将包含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连同剩余的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存在的话)的

滤液或离心液用结晶器处理以结晶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

[0055] 结晶可通过冷却以沉淀(结晶)硫酸钠十水合物和连二硫酸钠二水合物或者通过

多效结晶以沉淀(结晶)无水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进行；

[0056]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足以将连二硫酸钠晶体转化为硫酸钠以及可

再循环用于对钴资源材料浸提的二氧化硫和水的温度；

[0057] 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除去并且将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在所述

资源材料中存在锂的话)的结晶器液剂再循环到浸提回路中用于进一步回收之前未被回收

的锂和钴以及将水以能量有效的方式再利用。

[0058] 替代地，可使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除去并且使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

(如果在所述资源材料中存在锂的话)的结晶器液剂的大部分通过纳滤膜以产生：富含水的

没有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的液剂，其被输出用于再循环；以及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浓缩物

连同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在所述资源材料中存在锂的话)，其用于再循环至硫酸钠和

连二硫酸钠结晶器。

[0059] 对于实施方式三，参照图7‑9。

[0060] 将包含硫酸钴和连二硫酸钴的液剂用氢氧化锂处理以形成氢氧化钴固体以及包

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液剂；

[0061] 所述氢氧化锂可通过处理通过所述流程的之前操作而回收的碳酸锂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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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telmann等(“Lithium  and  Lithium  Compounds”，Ullmann’s  Encyclopedia  of 

Industrial  Chemistry,Wiley‑VCH  Verlag  GmbH&Co，2013，第24页)描述了通过使碳酸锂

与氢氧化钙反应而产生氢氧化锂的方法；

[0062] 将包含氢氧化钴的固体通过过滤或离心从该经氢氧化物处理的液剂除去；

[0063] 将包含氢氧化钴的固体洗涤以除去可溶性杂质和产生清洁材料用于再利用，例如

再利用于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64] 碳酸钠向剩余溶液的添加使锂(如果存在的话)的部分沉淀为碳酸锂；

[0065] 将碳酸锂固体通过过滤或离心从该经碳酸盐处理的液剂除去；

[0066] 将碳酸锂固体洗涤以除去可溶性杂质和产生清洁材料用于再利用，例如再利用于

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67] 将包含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连同剩余的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存在的话)的

滤液或离心液用结晶器处理以结晶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

[0068] 结晶可通过冷却以沉淀(结晶)硫酸钠十水合物和连二硫酸钠二水合物或者通过

多效结晶以沉淀(结晶)无水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进行；

[0069] 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足以将连二硫酸钠晶体转化为硫酸钠以及可

再循环用于对钴资源材料浸提的二氧化硫和水的温度；

[0070] 将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除去并且将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如果在所述

资源材料中存在锂的话)的结晶器液剂再循环到浸提回路中用于进一步回收之前未被回收

的锂和钴以及将水以能量有效的方式再利用。

[0071] 替代地，可使大部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除去并且使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

结晶器液剂的一部分通过纳滤膜以产生：富含水的没有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的液剂，其被

输出用于再循环；以及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浓缩物连同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其用于再循

环至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结晶器。

[0072] 所沉淀的包含钴和锂的化合物可用于制造锂离子电池用正极材料。

[0073] 对于图1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钴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一，流程如下描述：

[0074] 在浸提反应器(12)中，将具有化学式LiCoO2的废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与SO2和

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钴的溶

液组合和混合。锂和钴被溶解在溶液中，从而产生包含硫酸钴、连二硫酸钴、硫酸锂和连二

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07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20)，在沉淀反应器(20)中添加碳酸钠溶液并

且混合以将钴和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钴和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

连二硫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07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077] CoSO4+Na2CO3＝CoCO3+Na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078] CoS2O6+Na2CO3＝CoCO3+Na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079] Li2SO4+Na2CO3＝Li2CO3+Na2SO4    部分转化

[0080] Li2S2O6+Na2CO3＝Li2CO3+Na2S2O6    部分转化

[008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4)以分离碳酸锂和碳酸钴，将其清洗以产

生收集产物(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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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将滤液转移至结晶器(18)，在结晶器(18)中部分的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效

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22)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钠和

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120℃(24)使连二硫酸钠分解为

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回浸提。母溶液(母液)包含剩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

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26)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少化并且使整个流程的锂

回收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28)处理以产生清洁水(30)，其用于

清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32)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滤的浓缩物(34)再循环回到结晶

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混合的碳酸锂和碳酸钴收集产物(16)热处理(36)以制造用

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碳酸锂和或碳酸钴添加至所述

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锂和钴的期望比率。

[0083] 对于图2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镍锰钴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一，流程如下描述：

[0084] 在浸提反应器(40)中 ,将废锂镍锰钴氧化物正极材料(例如具有化学式

LiNi0.33Mn0.33Co0.33O2)与SO2和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

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镍和/或锰和/或钴的溶液组合和混合。锂、镍、锰和钴被溶解在溶液

中，从而产生包含镍锰钴硫酸盐、镍锰钴连二硫酸盐、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085] 将该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48)，在沉淀反应器(48)中添加碳酸钠并且混合

以使镍、锰和钴以及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镍、锰、钴和锂碳酸盐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

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08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087] (Ni,Mn,Co)SO4+Na2CO3＝(Ni,Mn,Co)CO3+Na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088] (Ni,Mn,Co)S2O6+Na2CO3＝(Ni,Mn,Co)CO3+Na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089] Li2SO4+Na2CO3＝Li2CO3+Na2SO4    部分转化

[0090] Li2S2O6+Na2CO3＝Li2CO3+Na2S2O6    部分转化

[009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42)以分离碳酸锂和镍锰钴碳酸盐，将其清

洗以产生收集产物(44)。

[0092] 将滤液转移至结晶器(46)，在结晶器(46)中部分的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效

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50)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钠和

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120℃(52)使连二硫酸钠分解为

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

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54)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率

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56)处理以产生清洁水(58)，其用于清洗产

物和将废的清洗水(60)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滤的浓缩物(62)再循环回至结晶器以使

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混合的碳酸锂和镍锰钴碳酸盐收集产物(44)热处理(64)以制造用

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镍、锰和或钴化合物添加至

所述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锂、镍、锰和钴的期望比率。

[0093] 对于图3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镍钴铝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一，流程如下描述：

[0094] 在浸提反应器(70)中，将废锂镍钴铝氧化物正极材料(例如具有化学式

LiNi0.8Co0.15Al0.05O2)与SO2和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

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镍和/或钴和/或铝的溶液组合和混合。锂、镍、钴和铝被溶解在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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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产生包含镍钴铝硫酸盐、镍钴铝连二硫酸盐、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09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78)，在沉淀反应器(78)中添加碳酸钠并且混

合以使镍、钴和铝以及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镍、钴、铝和锂碳酸盐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

含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09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097] (Ni,Co,Al)SO4+Na2CO3＝(Ni,Co,Al)CO3+Na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098] (Ni,Co,Al)S2O6+Na2CO3＝(Ni,Co,Al)CO3+Na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099] Li2SO4+Na2CO3＝Li2CO3+Na2SO4    部分转化

[0100] Li2S2O6+Na2CO3＝Li2CO3+Na2S2O6    部分转化

[010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72)以分离碳酸锂和镍钴铝碳酸盐，将其清

洗以产生收集产物(74)。

[0102] 将滤液转移至结晶器(76)，在结晶器(76)中部分的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效

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80)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钠和

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120℃(82)使连二硫酸钠分解为

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

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84)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率

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86)处理以产生清洁水(88)，其用于清洗产

物和将废的清洗水(90)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滤的浓缩物(92)再循环回至结晶器以使

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混合的碳酸锂和镍钴铝碳酸盐收集产物(74)热处理(94)以制造用

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镍、钴和或铝化合物添加至

所述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锂、镍、钴和铝的期望比率。

[0103] 对于图4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钴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二，流程如下描述：

[0104] 在浸提反应器(100)中，将具有化学式LiCoO2的废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与SO2和

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钴的溶

液组合和混合。锂和钴被溶解在溶液中，从而产生包含硫酸钴、连二硫酸钴、硫酸锂和连二

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10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108)，在沉淀反应器(108)中添加氢氧化钠并

且混合以选择性地将钴沉淀为氢氧化钴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钠和

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0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107] CoSO4+2NaOH＝Co(OH)2+Na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108] CoS2O6+2NaOH＝Co(OH)2+Na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109]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02)以分离氢氧化钴，将其清洗以产生收

集产物(104)。

[0110] 将经过滤的溶液转移至第二沉淀反应器(106)，在第二沉淀反应器(106)中添加碳

酸钠并且混合以使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1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18)以分离碳酸锂，将其清洗以产生收集

产物(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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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将滤液转移至结晶器(114)，在结晶器(114)中部分的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

效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116)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

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120℃(110)使连二硫酸钠分

解为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

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112)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

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122)处理以产生清洁水(124)，其用于清

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126，128)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滤的浓缩物(130)再循环回至

结晶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碳酸锂(120)和氢氧化钴(104)收集产物混合至锂和钴

的期望比率并且热处理(132)以制造用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

另外的锂和或钴化合物添加至所述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锂和钴的期望比率。

[0113] 对于图5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镍锰钴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二，流程如下描述：

[0114] 在浸提反应器(140)中，将废锂镍锰钴氧化物正极材料(例如具有化学式

LiNi0.33Mn0.33Co0.33O2)与SO2和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

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镍和/或锰和/或钴的溶液组合和混合。锂、镍、锰和钴被溶解在溶液

中，从而产生包含镍锰钴硫酸盐、镍锰钴连二硫酸盐、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11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148)，在沉淀反应器(148)中添加氢氧化钠并

且混合以选择性地将镍、锰和钴沉淀为镍锰钴氢氧化物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1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117] (Ni,Mn,Co)SO4+2NaOH＝(Ni,Mn,Co)(OH)2+Na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118] (Ni,Mn,Co)S2O6+2NaOH＝(Ni,Mn,Co)(OH)2+Na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119]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42)以分离镍锰钴氢氧化物，将其清洗以

产生收集产物(144)。

[0120] 将经过滤的溶液转移至第二沉淀反应器(146)，在第二沉淀反应器(146)中添加碳

酸钠并且混合以使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2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58)以分离碳酸锂，将其清洗以产生收集

产物(160)。

[0122] 将滤液转移至结晶器(154)，在结晶器(154)中部分的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

效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156)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

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120℃(150)使连二硫酸钠分

解为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

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152)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

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162)处理以产生清洁水(164)，其用于清

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166，168)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滤的浓缩物(170)再循环回至

结晶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碳酸锂(160)和镍锰钴氢氧化物(144)收集产物混合至

锂、镍、锰和钴的期望比率并且热处理(172)以制造用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

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镍、锰和或钴化合物添加至所述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

锂、镍、锰和钴的期望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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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对于图6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镍钴铝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二，流程如下描述：

[0124] 在浸提反应器(180)中，将废锂镍钴铝氧化物正极材料(例如具有化学式

LiNi0.8Co0.15Al0.05O2)与SO2和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

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镍和/或钴和/或铝的溶液组合和混合。锂、镍、钴和铝被溶解在溶液

中，从而产生包含镍钴铝硫酸盐、镍钴铝连二硫酸盐、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12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188)，在沉淀反应器(188)中添加氢氧化钠并

且混合以选择性地将镍、钴和铝沉淀为镍钴铝氢氧化物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2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127] (Ni,Co,Al)SO4+2NaOH＝(Ni,Co,Al)(OH)2+Na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128] (Ni,Co,Al)S2O6+2NaOH＝(Ni,Co,Al)(OH)2+Na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129]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82)以分离镍钴铝氢氧化物，将其清洗以

产生收集产物(184)。

[0130] 将经过滤的溶液转移至第二沉淀反应器(186)，在第二沉淀反应器(186)中添加碳

酸钠并且混合以使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3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198)以分离碳酸锂，将其清洗以产生收集

产物(200)。

[0132] 将滤液转移至结晶器(194)，在结晶器(194)中部分的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

效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196)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

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120℃(190)使连二硫酸钠分

解为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

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192)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

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202)处理以产生清洁水(204)，其用于清

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206，208)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滤的浓缩物(210)再循环回至

结晶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碳酸锂(200)和镍钴铝氢氧化物(184)收集产物混合至

锂、镍、钴和铝的期望比率并且热处理(212)以制造用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

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镍、钴和或铝化合物添加至所述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

锂、镍、钴和铝的期望比率。

[0133] 对于图7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钴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三，流程如下描述：

[0134] 在浸提反应器(220)中，将具有化学式LiCoO2的废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与SO2和

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钴的溶

液组合和混合。锂和钴被溶解在溶液中，从而产生包含硫酸钴、连二硫酸钴、硫酸锂和连二

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13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228)，在沉淀反应器(228)中添加氢氧化锂并

且混合以选择性地将钴沉淀为氢氧化钴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溶液。

[013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137] CoSO4+2LiOH＝Co(OH)2+Li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138] CoS2O6+2LiOH＝Co(OH)2+Li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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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9]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222)以分离氢氧化钴，将其清洗以产生收

集产物(224)。

[0140] 将经过滤的溶液转移至第二沉淀反应器(226)，在第二沉淀反应器(226)中添加碳

酸钠并且混合以使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4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238)以分离碳酸锂，将其清洗(240)。收集

碳酸锂的一部分作为产物(242)。将碳酸锂的其它部分进一步与氢氧化钙混合(244)以产生

包含溶解的氢氧化锂和固体碳酸钙的淤浆。将所述淤浆过滤(246)以分离碳酸钙固体和氢

氧化锂溶液，氢氧化锂溶液将被再用于使钴化合物沉淀(228)。

[0142] 将来自第二过滤器(238)的滤液转移至结晶器(234)，在结晶器(234)中部分的硫

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效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

(236)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

120℃(230)使连二硫酸钠分解为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

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232)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

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248)处理以

产生清洁水(250)，其用于清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252，254)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

滤的浓缩物(256)再循环回至结晶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碳酸锂(242)和氢氧化钴

(224)收集产物混合至锂和钴的期望比率并且热处理(258)以制造用于锂离子电池中的新

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和或钴化合物添加至所述收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

前实现锂和钴的期望比率。

[0143] 对于图8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镍锰钴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三，流程如下描述：

[0144] 在浸提反应器(270)中，将废锂镍锰钴氧化物正极材料(例如具有化学式

LiNi0.33Mn0.33Co0.33O2)与SO2和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

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镍和/或锰和/或钴的溶液组合和混合。锂、镍、锰和钴被溶解在溶液

中，从而产生包含镍锰钴硫酸盐、镍锰钴连二硫酸盐、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14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278)，在沉淀反应器(278)中添加氢氧化锂并

且混合以选择性地将镍、锰和钴沉淀为镍锰钴氢氧化物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

酸锂的溶液。

[014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147] (Ni,Mn,Co)SO4+2LiOH＝(Ni,Mn,Co)(OH)2+Li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148] (Ni,Mn,Co)S2O6+2LiOH＝(Ni,Mn,Co)(OH)2+Li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149]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272)以分离镍锰钴氢氧化物，将其清洗以

产生收集产物(274)。

[0150] 将经过滤的溶液转移至第二沉淀反应器(276)，在第二沉淀反应器(276)中添加碳

酸钠并且混合以使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5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288)以分离碳酸锂，将其清洗(290)。收集

碳酸锂的一部分作为产物(292)。将碳酸锂的其它部分进一步与氢氧化钙混合(294)以产生

包含溶解的氢氧化锂和固体碳酸钙的淤浆。将所述淤浆过滤(296)以分离碳酸钙固体和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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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锂溶液，氢氧化锂溶液将被再利用于使钴化合物沉淀(278)。

[0152] 将来自第二过滤器(288)的滤液转移至结晶器(284)，在结晶器(284)中部分的硫

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效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

(286)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

120℃(280)使连二硫酸钠分解为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

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282)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

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298)处理以

产生清洁水(300)，其用于清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302，304)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

滤的浓缩物(306)再循环回至结晶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碳酸锂(292)和镍锰钴氢

氧化物(274)收集产物混合至锂、镍、锰和钴的期望比率并且热处理(308)以制造用于锂离

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镍、锰和或钴化合物添加至所述收

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锂、镍、锰和钴的期望比率。

[0153] 对于图9中所示的用于处理锂镍钴铝氧化物的实施方式三，流程如下描述：

[0154] 在浸提反应器(320)中，将废锂镍钴铝氧化物正极材料(例如具有化学式

LiNi0.8Co0.15Al0.05O2)与SO2和H2SO4试剂以及包含水、并且可能包含之前尚未从该流程的最

后阶段回收的锂和/或镍和/或钴和/或铝的溶液组合和混合。锂、镍、钴和铝被溶解在溶液

中，从而产生包含镍钴铝硫酸盐、镍钴铝连二硫酸盐、硫酸锂和连二硫酸锂的浸提溶液。

[0155] 将所述浸提溶液转移至沉淀反应器(328)，在沉淀反应器(328)中添加氢氧化锂并

且混合以选择性地将镍、钴和铝沉淀为镍钴铝氢氧化物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和连二硫

酸锂的溶液。

[0156] 沉淀反应如下发生：

[0157] (Ni,Co,Al)SO4+2LiOH＝(Ni,Co,Al)(OH)2+Li2SO4    接近完全转化

[0158] (Ni,Co,Al)S2O6+2LiOH＝(Ni,Co,Al)(OH)2+Li2S2O6    接近完全转化

[0159]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322)以分离镍钴铝氢氧化物，将其清洗以

产生收集产物(324)。

[0160] 将经过滤的溶液转移至第二沉淀反应器(326)，在第二沉淀反应器(326)中添加碳

酸钠并且混合以使部分的所溶解的锂沉淀为碳酸锂固体并且形成主要包含硫酸锂、连二硫

酸锂、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的溶液。

[0161] 将包含固体混合物和液体的淤浆过滤(338)以分离碳酸锂，将其清洗(340)。收集

碳酸锂的一部分作为产物(342)。将碳酸锂的其它部分进一步与氢氧化钙混合(344)以产生

包含溶解的氢氧化锂和固体碳酸钙的淤浆。将所述淤浆过滤(346)以分离碳酸钙固体和氢

氧化锂溶液，氢氧化锂溶液将被再用于使镍、钴和铝化合物沉淀(328)。

[0162] 将来自第二过滤器(338)的滤液转移至结晶器(334)，在结晶器(334)中部分的硫

酸钠和连二硫酸钠通过多效结晶或者冷却结晶而被结晶为固体晶体。用离心机或过滤器

(336)从溶液收集固体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将硫酸钠和连二硫酸钠晶体加热至大约

120℃(330)使连二硫酸钠分解为硫酸钠副产物和SO2，SO2可被再循环至浸提。母溶液包含剩

余的硫酸锂、连二硫酸锂、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水，被再循环(332)回至浸提以使水消耗最

少化和使整个流程的锂回收率最大化。替代地，可将母溶液的一部分通过纳滤(348)处理以

产生清洁水(350)，其用于清洗产物和将废的清洗水(352，354)再利用回至浸提。将来自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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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的浓缩物(356)再循环回至结晶器以使硫酸钠回收率最大化。将碳酸锂(342)和镍钴铝氢

氧化物(324)收集产物混合至锂、镍、钴和铝的期望比率并且热处理(358)以制造用于锂离

子电池中的新的正极化合物。如果需要，可将另外的锂、镍、钴和或铝化合物添加至所述收

集产物以在热处理之前实现锂、镍、钴和铝的期望比率。

[0163] 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举例说明：

[0164] 1.将锂钴氧化物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试验#LT4)

[0165] 将由化学式LiCoO2构成的锂钴氧化物(Alfa  Aesar)用于该试验工作。通过如下进

行浸提：将25克LiCoO2与250mL的2摩尔/升硫酸混合。将二氧化硫气体连续地鼓泡到该浸提

溶液中以保持≤400mV的氧化‑还原电位(ORP)。浸提容器由三口圆底烧瓶构成，并且用磁力

搅拌棒进行搅拌。该烧瓶的一个口用于监测ORP，将冷凝器添加至另一个口以将蒸气冷凝回

到该容器中并且使用再一个口来测量温度。实验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进行。该浸提被

确定为是放热的，因为在5分钟的浸提之后温度上升至高达71℃并且进一步地在120分钟的

实验之后冷却至21C。所述溶液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ICP)分析显示，在5分钟的浸提

之后，100％的锂和钴被提取。

[0166] 2.将锂钴氧化物用焦亚硫酸盐和硫酸浸提(试验#LT6)

[0167] 通过如下进行浸提：将12.5克LiCoO2与250mL的2摩尔/升硫酸以及0.67摩尔/升焦

亚硫酸钠混合。浸提容器由三口圆底烧瓶构成，并且用磁力搅拌棒进行搅拌。该烧瓶的一个

口用于监测ORP，将冷凝器添加至另一个口以将蒸气冷凝回到该容器中并且使用再一个口

来测量温度。实验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进行。该浸提被确定为是放热的，因为在5分钟

的浸提之后温度上升至高达60℃并且进一步地在120分钟的实验之后冷却至25℃。所述溶

液的ICP分析显示，在5分钟的浸提之后，100％的锂和钴被提取。

[0168] 3.将钴和锂沉淀为碳酸钴和碳酸锂(试验#PTCL1)

[0169] 通过如下制备包含5.59g/L锂和50.01g/L钴、pH  1.59的200mL溶液：将锂钴氧化物

用与硫酸组合的二氧化硫浸提。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验：添加31.83克无水碳酸钠(其计算

为将所有的锂和钴沉淀为碳酸盐所需要的碳酸钠的化学计量量的1.2倍)。之后，添加10摩

尔/升氢氧化钠以将pH提高至11.14。该试验在1000mL烧杯中用高架式搅拌器进行。将淤浆

过滤；收集35.33克残渣和118mL滤液。注意蒸发。将所述残渣用饱和碳酸锂溶液洗涤，再过

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100％的钴和82.11％的锂被沉淀为混合的钴和锂碳酸

盐。

[0170] 4.将钴沉淀为氢氧化钴(试验#PTC3‑2)

[0171] 通过如下制备包含5.59g/L锂和50.01g/L钴、pH  1.59的450mL溶液：将锂钴氧化物

用与硫酸组合的二氧化硫浸提。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验：缓慢地添加10摩尔/升氢氧化钠以

将pH提高至10.61以使钴沉淀。该试验在1000mL烧杯中用高架式搅拌器进行。将淤浆过滤；

收集46.48克残渣和390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去离子水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的

分析表明，从该包含锂和钴的溶液选择性地将100％的钴沉淀为氢氧化钴。最终残渣包含痕

量的锂(大约0.0292％)，其能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清洗而被进一步纯化。

[0172] 5.将锂沉淀为碳酸锂(试验#PTL  3‑2)

[0173] 将从在以上试验#PTC3‑2之后的滤液剩余的385mL溶液用于该试验。通过如下进行

沉淀试验：添加25克碳酸钠一水合物(计算为对于所述溶液，将所有的锂沉淀为碳酸锂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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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化学计量量的1.2倍)。该试验在1000mL烧杯中用高架式混合器进行。将淤浆过滤；收集

7.82克残渣和318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饱和碳酸锂溶液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

的分析表明，53.9％的锂被沉淀为碳酸锂。

[0174] 6.从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的浸提用锂钴氧化物产生连二硫酸盐

[0175] 将由化学式LiCoO2构成的锂钴氧化物(Alfa  Aesar)用于该试验工作。通过如下进

行大量浸提实验：将36‑50克范围的LiCoO2与范围为0.8摩尔/升‑1.5摩尔/升浓度的250mL

硫酸混合。将二氧化硫气体连续地鼓泡到该浸提溶液中。所试验的最终氧化‑还原电位

(ORP)的范围在102mV‑401mV之间。浸提容器由三口圆底烧瓶构成，并且用磁力搅拌棒进行

搅拌。该烧瓶的一个口用于监测ORP，将冷凝器添加至另一个口以将蒸气冷凝回到该容器中

并且使用再一个口来测量温度。实验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进行。在浸提120分钟之后，

取出样品用于通过离子色谱法分析连二硫酸盐。结果汇总于表1中。

[0176] 表1.

[0177] 试验编号 S2O6
2‑(mg/L)

LT  18 27150

LT  19 30294

LT  20 15207

LT  21 23069

LT  22 13290

LT  23 30953

LT  24 19951

LT  25 9260

LT  26 10386

[0178] 7.用于处理锂钴氧化物的闭路循环试验

[0179] 将由化学式LiCoO2构成的锂钴氧化物(Alfa  Aesar)用于该试验工作。将锂钴氧化

物以闭路循环方式加工以模拟实施方式二中描述的流程中的主要单元操作。该闭路循环试

验展现了从如下回路除去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其使得能够将在前一循环的流程结束时未

回收的锂和水再循环至后续循环的流程的前端以被回收。

[0180] 浸提条件由如下构成：pH控制为大约1.5；浸提头(head)中1.2M  H2SO4；8％浆粕密

度；并且SO2鼓泡，目标ORP为350mV。对于在4个循环内的各浸提阶段，在2小时的SO2还原浸提

之后，所有的浸提头的固体在视觉上消失。

[0181] 将来自前一浸提阶段的浸提液通过10M  NaOH调节至pH  11以使溶解的钴沉淀为Co

(OH)2。然后跟着的是2个再制浆洗涤步骤和过滤。将湿的固体在60℃下干燥。

[0182] 然后将来自前一步骤的滤液与相对于通过ICP测量的锂浓度的1.2倍化学计量的

Na2CO3混合。然后将该混合溶液加热至95℃达30分钟，之后滤除Li2CO3沉淀物。将所述沉淀

物在95℃下用饱和Li2CO3洗涤。除了闭路循环#1之外，所有的饱和Li2CO3洗涤溶液均是通过

从前一循环产生的Li2CO3固体制备的。在所述闭路循环中，预计锂积聚在溶液中，导致提高

的Li回收率。来自ICP和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该结论。所述流程的各循环的所计算的锂回收率

示于表2中。

[0183]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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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 闭路循环编号 ％锂回收率

1 32％

2 36％

3 68％

4 76％

[0185] 将包含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未回收的锂离子溶液的混合物的来自前一步骤的滤

液在用高架式(架空的)混合器温和混合的情况下冷却至5℃达2小时以结晶硫酸钠十水合

物和连二硫酸钠二水合物。将所述晶体通过过滤而收集并且在60℃下干燥以收集无水晶

体。循环1‑4的干晶体的重量示于表3中。

[0186] 表3.

[0187] 闭路循环编号 干晶体的重量(g)

1 26.16

2 59.77

3 78.50

4 74.25

[0188] 纳滤步骤的一个实例描述于实施例20中。

[0189] 8.将锂镍锰钴氧化物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试验#NMC3‑5)

[0190] 将由化学式LiNi0.33Mn0.33Co0.33O2构成的锂镍锰钴氧化物(Sigma  Aldrich)用于该

试验工作。通过如下进行浸提：将30克LiNi0 .33Mn0 .33Co0 .33O2与255mL的1.2摩尔/升硫酸混

合。将二氧化硫气体连续地鼓泡到该浸提溶液中以保持＝550mV的氧化‑还原电位(ORP)。浸

提容器由三口圆底烧瓶构成，并且用磁力搅拌棒进行搅拌。该烧瓶的一个口用于监测ORP，

将冷凝器添加至另一个口以将蒸气冷凝回到该容器中并且使用再一个口来测量温度。实验

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进行。该浸提被确定为是放热的，因为在30分钟的浸提之后温度

上升至高达66℃并且进一步地在120分钟的实验之后冷却至28C。所述溶液的电感耦合等离

子体光谱法(ICP)分析显示，在120分钟的浸提之后，100％的锂、镍、锰和钴被提取。离子色

谱法分析显示，最终的浸提溶液包含24.1g/L连二硫酸盐。

[0191] 9.将镍、锰和钴用NaOH沉淀为(Ni,Mn,Co)(OH)2(试验#NMC‑2‑PTC  11)

[0192] 通过如下制备包含7.71g/L锂、19.83g/L镍、18.09g/L锰和19.38g/L钴、pH  0.8的

200mL溶液：将锂镍锰钴氧化物用与硫酸组合的二氧化硫浸提。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验：缓

慢地添加10摩尔/升氢氧化钠以将pH提高至10.70以使镍、锰和钴沉淀。所述试验在500mL烧

杯中用磁力搅拌器进行。将淤浆过滤。收集18.70克干残渣和140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去离

子水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从所述包含锂、镍、锰和钴的溶液，100％

镍、100％锰和100％的钴被沉淀为金属氢氧化物。最终的残渣包含少量的锂(大约

0.155％)，其能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清洗而被进一步纯化。

[0193] 10.在将镍、锰和钴用NaOH进行氢氧化物沉淀(试验#NMC‑2‑PTL  11)之后将锂沉淀

为碳酸锂

[0194] 将来自在试验#NMC‑2‑PTC‑11之后的滤液的剩余物用于该试验。通过如下进行沉

淀试验：添加14.12克碳酸钠(计算为对于所述溶液，将所有的锂沉淀为碳酸锂所需要的化

学计量量的1.2倍)。所述试验在500mL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在95℃下进行15分钟。将淤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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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收集2.39克的干残渣和130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饱和碳酸锂溶液洗涤，再过滤并且干

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34.6％的锂被沉淀为碳酸锂。

[0195] 11.将镍、锰和钴用LiOH沉淀为(Ni,Mn,Co)(OH)2(试验#NMC‑2‑CT‑PTC  3)

[0196] 通过如下制备包含7.30g/L锂、18.27g/L镍、17.05g/L锰和18.24g/L钴、pH  0.66的

200mL溶液：将锂镍锰钴氧化物用与硫酸组合的二氧化硫浸提。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验：缓

慢地添加3.34摩尔/升氢氧化锂以将pH提高至11.07以使镍、锰和钴沉淀。所述试验在500mL

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进行。将淤浆过滤；收集18.24克残渣和206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去离

子水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从所述包含锂、镍、锰和钴的溶液，100％

镍、100％锰和100％的钴被沉淀为金属氢氧化物。最终的残渣包含少量的锂(大约

0.787％)，其能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清洗而被进一步纯化。

[0197] 12.在将镍、锰和钴用LiOH进行氢氧化物沉淀(试验#NMC‑2‑CT‑PTL  3)之后将锂沉

淀为碳酸锂

[0198] 将来自在试验#NMC‑2‑CT‑PTC3之后的滤液的剩余物用于该试验。通过如下进行沉

淀试验：添加27.74克碳酸钠(计算为对于所述溶液，将所有的锂沉淀为碳酸盐所需要的化

学计量量的1.2倍)。所述试验在500mL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在95℃下进行15分钟。将淤浆过

滤；收集12.12克干残渣和184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饱和碳酸锂溶液洗涤，再过滤并且干

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49.8％的锂被沉淀为碳酸锂。

[0199] 13.用于处理锂镍锰钴氧化物的闭路循环试验

[0200] 将由化学式LiNi0.33Mn0.33Co0.33O2构成的锂镍锰钴氧化物(Sigma  Aldrich)用于该

试验工作。将锂镍锰钴氧化物以闭路循环方式加工以模拟实施方式三中描述的流程中的主

要单元操作。该闭路循环试验展现了从如下回路除去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其使得能够将

在前一循环的流程结束时未回收的锂和水再循环至后续循环的流程的前端以被回收。

[0201] 浸提条件由如下构成：对100g样品进行处理，其中pH控制为大约1.5；浸提头中

1.5M  H2SO4；10％浆粕密度；并且SO2鼓泡，目标ORP为550mV。对于在4个循环内的各浸提阶

段，在2小时的SO2还原浸提之后，浸提头的固体在视觉上消失。

[0202] 将来自前一浸提阶段的浸提液通过饱和LiOH调节至pH  11以使溶解的镍、锰和钴

沉淀为(Ni,Mn,Co)(OH)2。然后跟着的是2个再制浆洗涤步骤和过滤。将湿的固体在60℃下

干燥。

[0203] 然后将来自前一步骤的滤液与相对于通过ICP测量的锂浓度的1.0倍化学计量的

Na2CO3混合。然后将所述混合溶液加热至95℃达30分钟，之后滤除Li2CO3沉淀物。将所述沉

淀物在95℃下用饱和Li2CO3洗涤。除了闭路循环#1之外，所有的饱和Li2CO3洗涤溶液是通过

从前一循环产生的Li2CO3固体制备的。在所述闭路循环中，预计锂积聚在溶液中，导致提高

的Li回收率。来自ICP和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该结论。所述流程的各循环的所计算的锂回收率

示于表4中。

[0204] 表4.

[0205] 闭路循环编号 ％锂回收率

1 47％

2 67％

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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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

[0206] 将包含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未回收的锂离子溶液的混合物的来自前一步骤的滤

液在使用高架式混合器温和搅拌的情况下冷却至5℃达2小时以结晶硫酸钠十水合物和连

二硫酸钠二水合物。将所述晶体通过过滤而收集并且在60℃下干燥以收集无水晶体。循环

1‑4的干晶体的重量示于表5中。

[0207] 表5.

[0208] 闭路循环编号 干晶体的重量(g)

1 53.22

2 108.29

3 71.75

4 236.11

[0209] 纳滤步骤的一个实例描述于实施例20中。

[0210] 14.将锂镍钴铝氧化物用二氧化硫和硫酸浸提(试验#NCA‑LT8)

[0211] 将由化学式LiNi0 .08Co0 .15Al0 .05O2构成的锂镍钴铝氧化物(MTI  Corp)用于该试验

工作。通过如下进行浸提：将30克LiNi0.8Co0.15Al0.05O2与245mL的1.2摩尔/升硫酸混合。将二

氧化硫气体连续地鼓泡到该浸提溶液中以保持＝550mV的氧化‑还原电位(ORP)。浸提容器

由四口玻璃反应器构成，并且用高架式混合器进行搅拌。该烧瓶的一个口用于监测ORP，将

冷凝器添加至另一个口以将蒸气冷凝回到该容器中,使用再一个口测量温度并且最后一个

口用于所述高架式混合器。实验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进行。该浸提被确定为是放热的，

因为在30分钟的浸提之后温度上升至高达88℃并且进一步地在120分钟的实验之后冷却至

50℃。所述溶液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法(ICP)分析显示，在120分钟的浸提之后，100％

的锂、镍、钴和铝被提取。离子色谱法分析显示，最终的浸提溶液包含11.3g/L连二硫酸盐。

[0212] 15.将镍、钴和铝用NaOH沉淀为(Ni,Co,Al)(OH)2(试验#NCA‑PTC  1)

[0213] 通过如下制备包含8.63g/L锂、57.82g/L镍、10.54g/L钴和1.17g/L铝、pH  1.06的

200mL溶液：将锂镍钴铝氧化物用与硫酸组合的二氧化硫浸提。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验：缓

慢地添加10摩尔/升氢氧化钠以将pH提高至11.09以使镍、钴和铝沉淀。所述试验在500mL烧

杯中用磁力搅拌器进行。将淤浆过滤。收集27.15克干残渣和135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去离

子水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从所述包含锂、镍、锰和钴的溶液，100％

镍、100％锰和100％的钴被沉淀为金属氢氧化物。最终的残渣包含少量的锂(大约

0.078％)，其能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清洗而被进一步纯化。

[0214] 16.在将镍、钴和铝用NaOH进行氢氧化物沉淀(试验#NCA‑PTL  1)之后将锂沉淀为

碳酸锂

[0215] 将来自在试验#NCA‑PTL  1之后的滤液的剩余物用于该试验。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

验：添加15.82克碳酸钠(计算为对于所述溶液，将所有的锂沉淀为碳酸盐所需要的化学计

量量的1.2倍)。所述试验在500mL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在95℃下进行15分钟。将淤浆过滤；

收集2.88克干残渣和125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饱和碳酸锂溶液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

述残渣的分析表明，31.5％的锂被沉淀为碳酸锂。

[0216] 17.将镍、钴和铝用LiOH沉淀为(Ni,Co,Al)(OH)2(试验#NCA‑CT‑PTC  2)

[0217] 通过如下制备包含6.64g/L锂、46.84g/L镍、8.45g/L钴和0.89g/L铝、pH  0.3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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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mL溶液：将锂镍钴铝氧化物用与硫酸组合的二氧化硫浸提。通过如下进行沉淀试验：缓

慢地添加4.44摩尔/升氢氧化锂以将pH提高至11.03以使镍、钴和铝沉淀。所述试验在500mL

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进行。将淤浆过滤；收集18.55克残渣和202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去离

子水洗涤，再过滤并且干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从所述包含锂、镍、钴和铝的溶液，100％

镍、100％钴和100％的铝被沉淀为金属氢氧化物。最终的残渣包含少量的锂(大约

0.648％)，其能够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清洗而被进一步纯化。18.在将镍、钴和铝用LiOH进行

氢氧化物沉淀(试验#NCA‑CT‑PTL  2)之后将锂沉淀为碳酸锂

[0218] 将来自在试验#NCA‑CT‑PTC  2之后的滤液的剩余物用于该试验。通过如下进行沉

淀试验：添加27.31克碳酸钠(计算为对于所述溶液而言，将所有的锂沉淀为碳酸盐所需要

的化学计量量的1.0倍)。所述试验在500mL烧杯中用磁力搅拌器在95℃下进行15分钟。将淤

浆过滤；收集14.04克干残渣和185mL滤液。将所述残渣用饱和碳酸锂溶液洗涤，再过滤并且

干燥。所述残渣的分析表明，55.97％的锂被沉淀为碳酸锂。

[0219] 19.用于处理锂镍钴铝氧化物的闭路循环试验

[0220] 将由化学式LiNi0.8Co0.15Al0.05O2构成的锂镍钴铝氧化物(MTI  Corp)用于该试验工

作。将锂镍钴铝氧化物以闭路循环方式加工以模拟实施方式三中描述的流程中的主要单元

操作。该闭路循环试验展现了从如下回路除去硫酸盐和连二硫酸盐：其使得能够将在前一

循环的流程结束时未回收的锂和水再循环至后续循环的流程的前端以被回收。

[0221] 浸提由如下构成：对400g样品进行处理，其中pH控制为大约1.5；在浸提头中1.2M 

H2SO4；10％浆粕密度；并且SO2鼓泡，目标ORP为550mV。对于在7个循环内的各浸提阶段，在2

小时的SO2还原浸提之后，浸提头的固体在视觉上消失。

[0222] 将来自前一浸提阶段的浸提液通过饱和LiOH调节至pH  10.5以使溶解的镍、钴和

铝沉淀为(Ni,Co,Al)(OH)2。然后跟着的是2个再制浆洗涤步骤和过滤。将湿的固体在60℃

下干燥。

[0223] 然后将来自前一步骤的滤液与相对于通过ICP测量的锂浓度的1.2倍化学计量的

Na2CO3混合。然后将所述混合溶液加热至95℃达30分钟，之后滤除Li2CO3沉淀物。将所述沉

淀物在95℃下用饱和Li2CO3洗涤。除了闭路循环#1之外，所有的饱和Li2CO3洗涤溶液均是通

过从前一循环产生的Li2CO3固体制备的。在所述闭路循环中，预计锂积聚在溶液中，导致提

高的Li回收率。来自ICP和计算的结果证实了该结论。所述流程的各循环的所计算的锂回收

率示于表6中。

[0224] 表6.

[0225] 闭路循环编号 ％锂回收率

1 51％

2 62％

3 69％

4 70％

5 80％

6 86％

7 100％

[0226] 将包含硫酸钠、连二硫酸钠和未回收的锂离子溶液的混合物的来自前一步骤的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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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在用高架式混合器温和混合的情况下冷却至5℃达2小时以结晶硫酸钠十水合物和连二

硫酸钠二水合物。将所述晶体通过过滤而收集并且在60℃下干燥以收集无水晶体。循环1‑4

的干晶体的重量示于表7中。

[0227] 表7.

[0228] 闭路循环编号 干晶体的重量(g)

1 67.9

2 185.3

3 161.4

4 175.0

5 218.7

6 109.3

7 205.6

[0229] 纳滤步骤的一个实例描述于实施例20中。

[0230] 20.纳滤

[0231] 通过如下进行纳滤试验：将包含32.23g/L硫酸盐和24.0g/L连二硫酸盐的进料溶

液泵送通过Dow  Filmtec  NF270‑400纳滤膜。将进料流速设置为5.65L/min。所述膜的入口

处的压力测得为29.1巴。浓缩物出口处的压力测得为28.5巴。通过所述膜的渗透物流速测

得为0.65L/min。收集所述渗透物的样品并且通过离子色谱法测得硫酸盐为2.30g/L并且连

二硫酸盐为2.84g/L。浓缩物流速计算为5.0L/min。浓缩物计算为包含36.13g/L硫酸盐和

26.80g/L连二硫酸盐。硫酸盐排出率(rejection)计算为92.2％并且连二硫酸盐排出率计

算为85.5％。

[0232] 虽然已经出于说明目的而公开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应理解，在不背离

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精神的情况下，可将各种变化、改动和替代引入所述实施

方式中，所要求保护的内容见所附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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