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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过超临界萃取提取电

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此种超临界设备

利用二氧化碳为萃取流体，乙腈作为共溶剂，来

萃取电池中的主要电解液组分，而后其他组分用

超声震荡后，再次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设备，萃

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从而实现最大

效率的回收利用电池中活性成分以及电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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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超

临界萃取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冷藏：将回收后的电池冷冻，冷冻参数为：-25℃-0℃下保存10-24小时，使电池中电

解液完全凝结；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中，以

二氧化碳为萃取剂，乙腈为共溶剂，通过去壳的电池，使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

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的通过超临界设备的共溶液转入升温舱，使二氧化碳

和乙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而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处理，再次以二氧化碳为萃取

剂，通过超临界设备萃取后，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2)的超临界萃取方法为：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

入超临界设备中，在温度40℃-60℃，气压150-20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

控制在10-30L/min，乙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0-5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

20-4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

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3)电解液回收方法为：将步骤(2)得到的通过超临界设备的共溶液转入升温

舱，升温至70-100℃，使二氧化碳和乙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

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步骤(4)活性材料回收方法为：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40分钟，频

率控制在200-800W之间，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

温度40-60℃，气压150-200bar，萃取流速10-50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电池为锂离子电池、锌锰电池、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容器、镍镉电池、铅酸电池、

镍铁电池、镍氢电池。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超临界萃取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冷藏：在-25℃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中，在

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5L/min，乙腈为共

溶剂，流速控制在25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3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解液

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腈蒸

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800W，再次

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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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50±1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超临界萃取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冷藏：在-10℃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中，在

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8±0.5L/min，乙腈为

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解

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70℃，使二氧化碳和乙腈蒸

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300W，再次

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150bar，萃取

流速10±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超临界萃取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冷藏：在-10℃下保存24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中，在

温度55℃，气压18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0.5L/min，乙腈为

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5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解

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腈蒸

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再次

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55℃，气压150bar，萃取

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9.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为超临界萃取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1)冷藏：在-10℃下保存12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中，在

温度55℃，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5±1L/min，乙腈为共

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解液

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腈蒸

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再次

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萃取

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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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从固体废物回收再利用领域，具体的涉及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

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能源在21世纪人类的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化石能源在当今社会带来的

问题层出不穷，如燃烧低效率，过度开采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可

替代能源被研究和开发，如风能和太阳能。然而，此种清洁能源的使用和储藏大大提升了对

储能设备的效率和储能量的要求。在各种储能设备中，电池因高循环效率而广泛受到关注。

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大大带动了动力电池产业的发展。截至2015年底，动力电池装车

量已超过200亿瓦时，而这个数字正在逐年快速增长。大批量的电池生产同时带来了相应的

电池回收问题。由于电池内部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机溶液，所以不恰当的报废方式会对

环境产生威胁。但目前的电池回收和报废主要注重于金属的回收，而对于电解液和正负极

的分离缺乏重视。现有的回收利用动力电池的工艺技术主要有物理回收，高温冶金法，湿法

冶金法。此类方法工序繁琐，且对环境有较大危害。对于动力电池中的电解液的处理主要有

碱液吸收法，真空精馏法和萃取法。但这三种方法在大规模工业应用中仍有较大的局限性，

如碱液法中对六氟磷酸锂的分解处理，真空蒸馏法本身的复杂工艺和高能耗，以及萃取法

中使用有机溶剂萃取带来的损耗和新污染的产生。本技术针对现有技术的缺点，致力于开

发一种工艺简单，低能耗，低污染的回收电解液主要组分和分离正负极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过超临界萃取提取电解液各组分和石墨负极的方法。此种超

临界设备利用二氧化碳为萃取流体，乙腈作为共溶剂，来萃取电池中的主要电解液组分，而

后其他组分用超声震荡后，再次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设备，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

材料，从而实现最大效率的回收利用电池中重金属离子以及电解液。本发明方法并不局限

于锂离子电池，也可以应用于现有的其他电池种类，如锌锰电池等。

[0004] 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为超临界萃取法，由以

下步骤组成：

[0005] (1)冷藏：将回收后的电池冷冻，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06]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乙腈为共溶剂，通过去壳的电池，使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

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07]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的通过超临界设备的共溶液转入升温舱，使二氧

化碳和乙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而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08]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处理，再次以二氧化碳为

萃取剂，通过超临界设备萃取后，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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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步骤(1)的冷藏参数

为：  -25℃-0℃下保存10-24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10] 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步骤(2)的超临界萃

取方法为：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中，在温度40℃-

60℃，气压150-20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0-30L/min，乙腈为共

溶剂，流速控制在0-5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4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11] 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步骤(3)电解液回收

方法为：将步骤(2)得到的通过超临界设备的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70-100℃，使二氧

化碳和乙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12] 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步骤(4)活性材料回

收方法为：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40分钟，频率控制在200-800W之间，再次

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60℃，气压  150-

200bar，萃取流速10-50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0013] 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可用电池为锂离子电

池、锌锰电池、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容器、镍镉电池、铅酸电池、镍铁电池、镍氢电池等。

[0014] 本发明优选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由以下步骤组

成：

[0015] (1)冷藏：在-25℃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16]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5L/min，乙腈

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25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3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

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17]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18]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8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

萃取流速50±1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0019] 本发明优选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由以下步骤组

成：

[0020] (1)冷藏：在-10℃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21]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8±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22]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7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23]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3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150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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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流速10±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0024] 本发明优选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由以下步骤组

成：

[0025] (1)冷藏：在-10℃下保存24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26]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55℃，气压18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5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27]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28]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55℃，气压150bar，

萃取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0029] 本发明优选的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活性材料的方法，由以下步骤组

成：

[0030] (1)冷藏：在-10℃下保存12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31]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55℃，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5±1L/min，乙腈

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

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32]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33]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

萃取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

[0034] 本发明产生了以下的发明技术效果：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高污染，低回收率，以

及对电解液的忽略回收等问题，发明了此种超临界方法实现电解液组分的再回收和正负极

的分离再利用。本发明操作简单，通过两次超临界来实现电解液和电极的分离，同时适用于

小规模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本发明实现了锂离子电池有害物的全面回收(包括有机电解

液组分六氟磷酸锂(LiPF6)碳酸乙烯酯(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二乙酯(DEC)，碳酸丙

烯酯(PC)，碳酸甲乙酯(PC)，碳酸甲丙酯(MPC)，碳酸甲乙酯(EMC)，1,4-丁内酯(GBL)，  1,2-

二甲氧基乙烷(DME)，1,3-二氧环戊烷(DOL) ,四氢呋喃(THF)，碳酸亚乙烯酯(VC) ,  氟代碳

酸乙烯酯(FEC)等，有害气体如氢氟酸(HF)，甲烷(CH4) ,乙烷(C2H6) ,氟乙烷  (C2H5F)等，电

极材料中重金属元素如钴(Co)，镍(Ni)，锰(Mn) ,铜(Cu) ,镉(Cd)，铅(Pb)  等)各成分的回收

率高达95％以上，且回收所使用的溶剂(ACN)可重复利用，对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本发明

得到的各组分分离产物经简单滤化冷凝处理后可重新投入电池生产使用。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从电池中提取分离电解液各组分和石墨负极的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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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实施例1：锂离子电池提取分离

[0037]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38]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39]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40] (1)冷藏：在-25℃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41]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5L/min，乙腈

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25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3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

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42]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成分为六氟磷酸锂(LiPF6)，碳酸乙烯酯

(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二乙酯(DEC)，碳酸丙烯酯(PC)，碳酸甲乙酯(PC)，碳酸甲丙酯

(MPC)，碳酸甲乙酯(EMC)，1,4-丁内酯(GBL)，1,2-二甲氧基乙烷(DME)，  1 ,3-二氧环戊烷

(DOL) ,四氢呋喃(THF)，碳酸亚乙烯酯(VC) ,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等)，通过冷凝的方法回

收利用乙腈；

[0043]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8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

萃取流速50±1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石墨负极，从而得到电池的正极材料(主要

成分为钴(Co)，镍(Ni)，锰(Mn) ,铜(Cu) ,镉(Cd)，铅(Pb)等)，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的回收再

利用。

[0044] 实施例2：锂离子电池提取分离

[0045]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46]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47]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48] (1)冷藏：在-10℃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49]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8±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50]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7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成分为六氟磷酸锂(LiPF6)，碳酸乙烯酯

(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二乙酯(DEC)，碳酸丙烯酯(PC)，碳酸甲乙酯(PC)，碳酸甲丙酯

(MPC)，碳酸甲乙酯(EMC)，1,4-丁内酯(GBL)，1,2-二甲氧基乙烷(DME)，  1 ,3-二氧环戊烷

(DOL) ,四氢呋喃(THF)，碳酸亚乙烯酯(VC) ,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等)，通过冷凝的方法回

收利用乙腈；

[0051]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3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150bar，

萃取流速10±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石墨负极，从而得到电池的正极材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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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分为钴(Co)，镍(Ni)，锰(Mn) ,铜(Cu) ,镉(Cd)，铅(Pb)等)。

[0052] 实施例3：锂离子电池提取分离

[0053]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54]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55]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56] (1)冷藏：在-10℃下保存24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57]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55℃，气压18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2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5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58]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成分为六氟磷酸锂(LiPF6)，碳酸乙烯酯

(E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二乙酯(DEC)，碳酸丙烯酯(PC)，碳酸甲乙酯(PC)，碳酸甲丙酯

(MPC)，碳酸甲乙酯(EMC)，1,4-丁内酯(GBL)，1,2-二甲氧基乙烷(DME)，  1 ,3-二氧环戊烷

(DOL) ,四氢呋喃(THF)，碳酸亚乙烯酯(VC) ,氟代碳酸乙烯酯(FEC)等)，通过冷凝的方法回

收利用乙腈；

[0059]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55℃，气压150bar，

萃取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石墨负极，从而得到电池的正极材料(主

要成分为钴(Co)，镍(Ni)，锰(Mn) ,铜(Cu) ,镉(Cd)，铅(Pb)等)，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的回收

再利用。

[0060] 实施例4：锌锰电池的提取分离

[0061]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62]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63]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64] (1)冷藏：在-10℃下保存12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65]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55℃，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5±1L/min，乙腈

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5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

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66]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成分为氯化铵)，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

用乙腈；

[0067]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

萃取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主要成

分为锰和锌)的回收再利用。

[0068] 实施例5：镍镉电池提取分离

[0069]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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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71]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72] (1)冷藏：在-25℃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73]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5L/min，乙腈

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25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3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

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74]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钾)，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

利用乙腈；

[0075]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8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

萃取流速50±1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活性物质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主要成分为

镍和镉)的回收再利用。

[0076] 实施例6：铅酸电池提取分离

[0077]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78]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79]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80] (1)冷藏：在-25℃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81]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5L/min，乙腈

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25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3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电

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82]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成分为硫酸)，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

乙腈；

[0083]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8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200bar，

萃取流速50±1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材料，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主要成分

为铅)的回收再利用。

[0084] 实施例7：锂离子电容器提取分离

[0085]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86]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87]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88] (1)冷藏：在-10℃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89]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8±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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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7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腈；

[0091]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3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150bar，

萃取流速10±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钛酸锂或嵌锂后硬碳负极，从而得到电

池的正极材料。

[0092] 实施例8：镍铁电池提取分离

[0093]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094]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095]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096] (1)冷藏：在-10℃下保存10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097]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60℃，气压15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18±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1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0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098]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7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氢氧化钾(KOH))，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利用乙

腈；

[0099]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20分钟，频率控制在3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40℃，气压150bar，

萃取流速10±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有效成分，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主要成

分为镍和铁)的回收再利用。

[0100] 实施例9：镍氢电池提取分离

[0101] 萃取剂和共溶剂：二氧化碳(CO2)，乙腈(C2H3N)

[0102] 设备：冷藏间，超临界萃取设备，升温舱，超声设备

[0103] 具体提取分离方法：

[0104] (1)冷藏：在-10℃下保存24小时，使电池中电解液完全凝结；

[0105] (2)超临界萃取：将冷冻后的电池取出，剥离电池壳，将裸露部分放入超临界设备

中，在温度55℃，气压180bar的条件下，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流速控制在30±0.5L/min，乙

腈为共溶剂，流速控制在20mL/min，通过去壳的电池，此过程维持25分钟，控制液体流速，使

电解液完全溶于二氧化碳和乙腈的共溶液中，收集共溶液，剩余的电极材料备用；

[0106] (3)电解液回收：将步骤(2)得到共溶液转入升温舱，升温至80℃，使二氧化碳和乙

腈蒸发，从而得到电池中的重要电解液组分，主要为氢氧化钾(KOH)，通过冷凝的方法回收

利用乙腈；

[0107] (4)活性材料回收：将步骤(2)剩余的电极材料经过超声30分钟，频率控制在500W，

再次将材料通过超临界设备，以二氧化碳为萃取剂进行萃取，萃取温度55℃，气压150bar，

萃取流速15±0.2L/min，萃取完成后剥离电极中的活性成分，从而实现重金属离子(主要成

分为镍，铁，钒和钛)的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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