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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

材料回收方法，属于电池材料回收与循环利用技

术领域。首先将正负极混合粉末与磷酸溶液等反

应，过滤得第一溶液；向其加入高锰酸钾溶液，回

收二氧化锰，得到第二溶液，向其加入丁二酮肟

溶液，得丁二酮肟镍沉淀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

肟镍溶于盐酸，分离得到第四溶液，对其电沉积

回收金属镍；再利用混合萃取剂萃取第三溶液中

的钴离子，分离得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用硫酸反

萃取有机相中的钴，得第六溶液，对其电沉积回

收金属钴；向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回收

碳酸锂。本发明采用温和且稳定的磷酸-亚硫酸

氢钠体系；将沉淀、萃取、电沉积多种提纯方法，

互不干扰，分离效果好；回收的产物种类多，用途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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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金属离子浸出：

向废旧镍钴锰三元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混合粉末中依次加入磷酸溶液和亚硫酸氢钠溶

液，使反应体系中液体的体积与固体粉末的质量之比为10:1～30:1，单位为mL/g，磷酸的摩

尔浓度为1.5～4mol/L，亚硫酸氢钠的摩尔浓度为0.05～0.1mol/L，在80～130℃下反应4～

8小时，过滤，得到第一溶液；

(2)锰的回收：

在上述第一溶液中加入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高锰酸钾和锰离子的摩

尔浓度比为1:1～2:1，反应液的pH值为1～3，反应时间为60min，过滤，得到第二溶液和二氧

化锰沉淀；

(3)镍的回收：

在上述步骤(2)的第二溶液中加入丁二酮肟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丁二酮肟和镍

离子的摩尔浓度比为2:1～4:1，利用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为5～7，

反应时间为40min，过滤，得到红色沉淀丁二酮肟镍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肟镍溶解于摩尔

浓度为1mol/L的盐酸，过滤，得白色粉末丁二酮肟和第四溶液，对第四溶液进行电沉积，电

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氯化铵，温度为55～70℃，pH值为4～

6，电流密度为200～400A/m2，得到金属镍；

(4)钴的回收：

以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将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配制成混合萃

取剂，混合萃取剂中，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磷酸三丁酯和磺化煤油的体积占比

分别为：15％～30％、5％～10％和60％～80％，利用混合萃取剂萃取第三溶液中的钴离子，

分离得到第一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然后利用1mol/L的硫酸反萃取第一有机相中的钴离子，

分离得到第二有机相和第六溶液，对第六溶液进行电沉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

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硫酸铵，温度为50～70℃，pH值为2～3，电流密度为200～300A/m2，

得到金属钴；

(5)锂的回收：

在上述步骤(4)的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使反应液中碳酸钠和锂离子的摩尔浓

度比为1.5:1～2:1，在90～100℃下反应10～20min，过滤得到碳酸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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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属于电池材料回收与循

环利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从2008年开始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到2014年市场规模急剧扩张，截至到

2016年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超过100万辆，并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当前车用动力电池

基本以锂离子电池为主，包括磷酸铁锂电池、三元电池、锰酸锂电池等。其中，三元材料电池

因具有电压平台高、能量密度高、振实密度高等特性，在提升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同时还具有放电电压高，输出功率比较大，低温性能好等优点，因此，三元电池

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我国主要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商如中航锂电、国

轩高科、宁德时代等均扩大了三元锂电的研发和生产，2016年三元材料的产量同比增长了

49％。在三元电池中，镍钴锰三元电池是主流产品。

[0003] 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寿命一般为3～5年，根据推测，将在2020年前后出现动力电池

大规模退役情况。废旧动力电池具有显著的资源性，包含了大量的有价金属，以镍钴锰三元

电池为例，电池中金属的平均含量为：锂1.9％、镍12.1％，钴2.3％，铜13.3％，铝12.7％。近

年来，钴、锂、镍等稀有金属的市场价持续暴涨，分别达到38万元/t、80万元/t和7.5万元/t

(价格均来自于上海有色网2017年6月16日报价)。因此，回收废旧镍钴锰三元动力电池中的

金属材料，在资源利用和经济效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0004] 当前，已有关于废旧镍钴锰三元电池回收利用的相关报道。

[0005] 专利CN103199320B提出了镍钴锰三元正极材料回收利用的方法，其主要流程为：

选用废旧镍钴锰三元电池放电、拆解、取出正极片，高温真空焙烧，利用盐酸、硝酸或硫酸酸

浸，添加硫代硫酸钠或双氧水为还原剂，调节浸出液的pH值，沉淀除铝，加入适量镍钴锰盐

调节纯净浸出液中的镍、钴、锰的摩尔比为0.8～1.2:0.8～1.2:0.8～1.2，以氢氧化钠为沉

淀剂，加入氨水作配合剂，沉淀反应得镍钴锰三元材料前驱体，剩余溶液经净化沉淀得碳酸

锂。该方法在酸浸过程中，采用硫酸、硝酸或盐酸等无机强酸，腐蚀性较大，还原剂过氧化氢

稳定性差，易分解。

[0006] 专利CN106848470A公开了一种以废旧镍钴锰三元电池为原料逆向回收制备三元

正极材料的工艺，主要步骤包括：将废旧镍钴锰电池拆解、破碎并焙烧，焙烧分一段焙烧和

二段焙烧，前者在空气中进行，后者在氯气或二氧化硫气氛下进行。采用水将焙烧后的材料

浸出锂、镍、钴、锰等金属离子，调节pH值，沉淀除铝和铁，加入水溶性硫化盐，沉淀除铜，然

后调解纯净液中的镍、钴、锰的摩尔比为1:1:1、5:2:3、6:2:2、8:1:1中的一种，加入碱金属

氢氧化物，在pH值大于10的条件下，进行一级沉淀，得含有镍钴锰氢氧化物的浑浊液，最后

加入碳酸盐在常温下进行二级沉淀，过滤，煅烧沉淀得三元正极材料。该专利在利用碳酸盐

沉淀锂的过程中，未提前将镍钴锰三元前驱体过滤，影响了锂的沉淀效果；同时，碳酸锂的

溶解度随着温度的升高而降低，常温下反应会导致一定量的锂无法沉淀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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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另外，上述工艺虽实现了三元电池的回收，但镍、钴、锰均以三元材料前驱体或三

元材料的形式回收，产物功能单一。这三种金属元素不仅可应用于锂离子电池行业，在其它

领域也有重要作用，例如，金属钴具有优越的磁特性，被大量用于高性能磁性材料的制造，

钴的高温合金，可用于制造高效率的高温发动机和汽轮机，在航空航天及军事领域被广泛

应用。金属镍具有很好的可塑性、耐腐蚀性和磁性，被用于不锈钢、镍基合金、电镀等领域。

二氧化锰在化工中可作催化剂、氧化剂，在玻璃工业中用作着色剂、消色剂。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针对现有技术

的不足，对已有的回收工艺进行改进，以提高废旧电池中有价金属的回收效率，减少废旧电

池对环境的污染。

[0009] 本发明提出的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0] (1)金属离子浸出：

[0011] 向废旧三元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混合粉末中依次加入磷酸溶液和亚硫酸氢钠溶液，

使反应体系中液体的体积与固体粉末的质量之比为10:1～30:1，单位为mL/g，磷酸的摩尔

浓度为1.5～4mol/L，亚硫酸氢钠的摩尔浓度为0.05～0.1mol/L，在80～130℃下反应4～8

小时，过滤，得到第一溶液；

[0012] (2)锰的回收：

[0013] 在上述第一溶液中加入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高锰酸钾和锰离子

的摩尔浓度比为1:1～2:1，反应液的pH值为1～3，反应时间为60min，过滤，得到第二溶液和

二氧化锰沉淀；

[0014] (3)镍的回收：

[0015] 在上述步骤(2)的第二溶液中加入丁二酮肟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丁二酮肟

和镍离子的摩尔浓度比为2:1～4:1，利用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为5

～7，反应时间为40min，过滤，得到红色沉淀丁二酮肟镍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肟镍溶解于

摩尔浓度为1mol/L的盐酸，过滤，得白色粉末丁二酮肟和第四溶液，对第四溶液进行电沉

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氯化铵，温度为55～70℃，pH值

为4～6，电流密度为200～400A/m2，得到金属镍；

[0016] (4)钴的回收：

[0017] 以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将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配制成混

合萃取剂，混合萃取剂中，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磷酸三丁酯和磺化煤油的体积

占比分别为：15％～30％、5％～10％和60％～80％，利用混合萃取剂萃取第三溶液中的钴

离子，分离得到第一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然后利用1mol/L的硫酸反萃取第一有机相中的钴

离子，分离得到第二有机相和第六溶液，对第六溶液进行电沉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

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硫酸铵，温度为50～70℃，pH值为2～3，电流密度为200～

300A/m2，得到金属钴；

[0018] (5)锂的回收：

[0019] 在上述步骤(4)的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使反应液中碳酸钠和锂离子的摩

尔浓度比为1.5:1～2:1，在90～100℃下反应10～20min，过滤得到碳酸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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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本发明提出的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其优点是：

[0021] 1、本发明方法采用性质温和的磷酸作金属浸出剂，减轻了对生产设备的腐蚀，而

且不会产生强腐蚀废液，有利于污水处理和环境保护。选用的还原剂亚硫酸氢钠稳定性较

好，不易分解，对高价态的金属还原效果好，有利于金属离子的浸出。

[0022] 2、本发明方法将两种萃取剂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混合使

用，萃取效果好，提高了金属回收率。

[0023] 3、本发明方法针对不同的金属离子，将沉淀、萃取、电沉积等多种分离提纯方法综

合利用，依次以不同形式回收金属，互不干扰，操作简单，分离效果好，且不需要额外加入

镍、钴、锰的盐调节金属离子摩尔比，降低了有价金属的回收成本。

[0024] 4、利用本发明方法得到的回收产物有二氧化锰、金属钴和镍、碳酸锂，产物种类

多，应用范围广，因此本发明方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方法的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提出的废旧三元动力电池中金属材料回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7] (1)金属离子浸出：

[0028] 向废旧三元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混合粉末中依次加入磷酸溶液和亚硫酸氢钠溶液，

使反应体系中液体的体积与固体粉末的质量之比为10:1～30:1，单位为mL/g，磷酸的摩尔

浓度为1.5～4mol/L，亚硫酸氢钠的摩尔浓度为0.05～0.1mol/L，在80～130℃下反应4～8

小时，过滤，得到第一溶液；

[0029] (2)锰的回收：

[0030] 在上述第一溶液中加入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高锰酸钾和锰离子

的摩尔浓度比为1:1～2:1，反应液的pH值为1～3，反应时间为60min，过滤，得到第二溶液和

二氧化锰沉淀；

[0031] (3)镍的回收：

[0032] 在上述步骤(2)的第二溶液中加入丁二酮肟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丁二酮肟

和镍离子的摩尔浓度比为2:1～4:1，利用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为5

～7，反应时间为40min，过滤，得到红色沉淀丁二酮肟镍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肟镍溶解于

摩尔浓度为1mol/L的盐酸，过滤，得白色粉末丁二酮肟和第四溶液，对第四溶液进行电沉

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氯化铵，温度为55～70℃，pH值

为4～6，电流密度为200～400A/m2，得到金属镍；其中的电沉积是一种将溶液中的金属离子

通过电化学反应后，以金属单质的形式沉积在电极上的电化学过程；

[0033] (4)钴的回收：

[0034] 以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将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配制成混

合萃取剂，混合萃取剂中，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磷酸三丁酯和磺化煤油的体积

占比分别为：15％～30％、5％～10％和60％～80％，利用混合萃取剂萃取第三溶液中的钴

离子，分离得到第一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然后利用1mol/L的硫酸反萃取第一有机相中的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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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分离得到第二有机相和第六溶液，对第六溶液进行电沉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

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硫酸铵，温度为50～70℃，pH值为2～3，电流密度为200～

300A/m2，得到金属钴；

[0035] 其中的萃取过程分几个步骤，并重复进行，先取一定量的萃取剂和溶液混合，需充

分混合均匀，静止分层，然后分离得有机相和水相，通常一步萃取无法将钴离子完全萃取，

需再取一定量的萃取剂进行萃取、分离，然后还需要再次萃取、分离，一般3次以上才能基本

萃取完毕，最后，分别合并几次分离得到的有机相及水相。反萃取的过程与萃取过程相反，

利用硫酸将被萃取的钴离子反萃取出来，得到含有钴离子的溶液，具体操作步骤和萃取类

似，利用硫酸对上一步得到的有机相重复操作若干次，分别合并水相及有机相。

[0036] (5)锂的回收：

[0037] 在上述步骤(4)的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使反应液中碳酸钠和锂离子的摩

尔浓度比为1.5:1～2:1，在90～100℃下反应10～20min，过滤得到碳酸锂。

[0038]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不是对本发明权利要求保

护范围的限制。

[0039] 实施例1：

[0040] (1)金属离子浸出：

[0041] 称取100g废旧镍钴锰三元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混合粉末，依次加入磷酸溶液和亚硫

酸氢钠溶液，使反应体系中液体的体积与固体粉末的质量之比为10:1，单位为mL/g，即加入

的液体体积为1000mL，反应液中磷酸的摩尔浓度为1.5mol/L，亚硫酸氢钠的摩尔浓度为

0.05mol/L，在80℃下反应4小时，过滤，得到第一溶液，第一溶液中含有锰离子、镍离子、钴

离子、锂离子；

[0042] (2)锰的回收：

[0043] 在上述第一溶液中加入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高锰酸钾和锰离子

的摩尔浓度比为1:1，反应液的pH值为1，反应60min后过滤，得到第二溶液和二氧化锰沉淀，

经称量，二氧化锰的质量为27.4g，锰元素的回收率为89.1％；

[0044] (3)镍的回收：

[0045] 向上述步骤(2)的第二溶液中加入丁二酮肟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体系中丁二酮

肟和镍离子的摩尔浓度比为2:1，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为5，反应时间为

40min，过滤，得到红色沉淀丁二酮肟镍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肟镍溶解于摩尔浓度为1mol/

L的盐酸，盐酸用量为1200mL，过滤，得到白色粉末丁二酮肟和第四溶液，对第四溶液进行电

沉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氯化铵，温度为55℃，pH值为

4，电流密度为200A/m2，得到金属镍，经称量，镍的质量为30.3g，镍元素的回收率为90.9％；

[0046] (4)钴的回收：

[0047] 以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将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配制成混

合萃取剂，混合萃取剂中，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磷酸三丁酯和磺化煤油的体积

占比分别为：15％、5％和80％，利用1500mL混合萃取剂对第三溶液中的钴离子进行萃取，分

离得到第一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然后利用1500mL摩尔浓度为1mol/L的硫酸反萃取第一有机

相中的钴离子，分离得到第二有机相和第六溶液，对第六溶液进行电沉积，电沉积条件为：

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硫酸铵，温度为50℃，pH值为2，电流密度为2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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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得到金属钴，经称量，钴的质量为12.9g，钴元素的回收率为92.9％；

[0048] (5)锂的回收：

[0049] 在上述步骤(4)的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使反应液中碳酸钠和锂离子的摩

尔浓度比为1.5:1，在90℃下反应10min，过滤得到碳酸锂，经称量，碳酸锂的质量为15.3g，

锂元素的回收率为86.8％。

[0050] 实施例2：

[0051] (1)金属离子浸出：

[0052] 称取100g废旧镍钴锰三元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混合粉末，依次加入磷酸溶液和亚硫

酸氢钠溶液，使反应体系中液体的体积与固体粉末的质量之比为20:1，单位为mL/g，即加入

的液体体积为2000mL，反应液中磷酸的摩尔浓度为2.5mol/L，亚硫酸氢钠的摩尔浓度为

0.075mol/L，在110℃下反应6小时，过滤，得到第一溶液，第一溶液中含有锰离子、镍离子、

钴离子及锂离子；

[0053] (2)锰的回收：

[0054] 在上述第一溶液中加入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锰离子和高锰酸钾

的摩尔浓度比为1.5:1，反应液的pH值为2，反应60min后过滤，得到第二溶液和二氧化锰沉

淀，经称量，二氧化锰的质量为30.5g，锰元素的回收率为99.2％；

[0055] (3)镍的回收：

[0056] 向上述步骤(2)的第二溶液中加入丁二酮肟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丁二酮肟

和镍离子的摩尔浓度比为3:1，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为6，反应时间为

40min，过滤，得到红色沉淀丁二酮肟镍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肟镍溶解于摩尔浓度为1mol/

L的盐酸，盐酸用量为1200mL，过滤，得到白色粉末丁二酮肟和第四溶液，对第四溶液进行电

沉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氯化铵，温度为60℃，pH值为

5，电流密度为300A/m2，得到金属镍，经称量，镍的质量为32.7g，镍元素的回收率为98.1％；

[0057] (4)钴的回收：

[0058] 以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将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配制成混

合萃取剂，混合萃取剂中，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磷酸三丁酯和磺化煤油的体积

占比分别为：25％、7％和68％，利用1500mL混合萃取剂对第三溶液中的钴离子进行萃取，分

离得到第一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然后利用1500mL摩尔浓度为1mol/L的硫酸反萃取第一有机

相中的钴离子，分离得到第二有机相和第六溶液，对第六溶液进行电沉积，电沉积条件为：

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硫酸铵，温度为60℃，pH值为2.5，电流密度为250A/

m2，得到金属钴，经称量，钴的质量为13.6g，钴元素的回收率为97.9％；

[0059] (5)锂的回收：

[0060] 在上述步骤(4)的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使反应液中碳酸钠和锂离子的摩

尔浓度比为1.75:1，在95℃下反应15min，过滤得到碳酸锂，经称量，碳酸锂的质量为17.2g，

锂元素的回收率为97.6％。

[0061] 实施例3：

[0062] (1)金属离子浸出：

[0063] 称取100g废旧镍钴锰三元动力电池的正负极混合粉末，依次加入磷酸溶液和亚硫

酸氢钠溶液，使反应体系中液体的体积与固体粉末的质量之比为30:1，单位为mL/g，即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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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体体积为3000mL，反应液中磷酸的摩尔浓度为4mol/L，亚硫酸氢钠的摩尔浓度为

0.1mol/L，在130℃下反应8小时，过滤，得到第一溶液，第一溶液中含有锰离子、镍离子、钴

离子及锂离子；

[0064] (2)锰的回收：

[0065] 在上述第一溶液中加入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高锰酸钾和锰离子

的摩尔浓度比为2:1，反应液的pH值为3，反应60min后过滤，得到第二溶液和二氧化锰沉淀，

经称量，二氧化锰的质量为30.7g，锰元素的回收率为99.3％，；

[0066] (3)镍的回收：

[0067] 向上述步骤(2)的第二溶液中加入丁二酮肟溶液，进行反应，使反应液中丁二酮肟

和镍离子的摩尔浓度比为4:1，利用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为7，反应时间为

40min，过滤，得到红色沉淀丁二酮肟镍和第三溶液，将丁二酮肟镍溶解于摩尔浓度为1mol/

L的盐酸，盐酸用量为1200mL，过滤，得到白色粉末丁二酮肟和第四溶液，对第四溶液进行电

沉积，电沉积条件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氯化铵，温度为70℃，pH值为

6，电流密度为400A/m2，得到金属镍，经称量，镍的质量为32.6g，镍元素的回收率为97.8％；

[0068] (4)钴的回收：

[0069] 以磺化煤油为稀释剂，将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和磷酸三丁酯配制成混

合萃取剂，混合萃取剂中，2-乙基己基膦酸单-2-乙基己酯、磷酸三丁酯和磺化煤油的体积

占比分别为：30％、10％和60％，利用1500mL混合萃取剂对第三溶液中的钴离子进行萃取，

分离得到第一有机相和第五溶液，然后利用1500mL摩尔浓度为1mol/L的硫酸反萃取第一有

机相中的钴离子，分离得到第二有机相和第六溶液，对第六溶液进行电沉积，电沉积条件

为：钛合金为阳极，不锈钢为阴极，电解质为硫酸铵，温度为70℃，pH值为3，电流密度为

300A/m2，得到金属钴，经称量，钴的质量为13.5g，钴元素的回收率为97.3％；

[0070] (5)锂的回收：

[0071] 在上述步骤(4)的第五溶液中加入碳酸钠溶液，使反应液中碳酸钠和锂离子的摩

尔浓度比为2:1，在100℃下反应20min，过滤得到碳酸锂，经称量，碳酸锂的质量为17.3g，锂

元素的回收率为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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