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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

附塔，包括位于吸附塔底部的进液口，连接进液

口的进液单向阀和布水器，位于吸附塔顶部的出

液单向阀和出液口，所述布水器均匀分布在吸附

塔底部，且连接至进液口；所述出液口均匀分布

在吸附塔顶部，且分别连接出液单向阀；所述吸

附塔内部填充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过滤之后的

盐湖卤水进入所述吸附塔内部，使得盐湖卤水中

的锂离子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上；洗

脱剂进入所述吸附塔内部，并经出液单向阀和出

液口流出，使得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

中的锂离子脱离至洗脱剂中，得到解析液；所述

解析液浓缩得到含锂溶液。本发明工艺简单，操

作容易，极大得缩减了提锂的成本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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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包括位于吸附塔底部的进液口，连接

进液口的进液单向阀和布水器，位于吸附塔顶部的出液单向阀和出液口，所述布水器均匀

分布在吸附塔底部，且连接至进液口；所述出液口均匀分布在吸附塔顶部，且分别连接出液

单向阀；

所述吸附塔内部填充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过滤之后的盐湖卤水依次通过进液单向

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所述吸附塔内部，使得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

子筛吸附剂上；洗脱剂依次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所述吸附塔内部，并经出

液单向阀和出液口流出，使得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锂离子脱离至洗脱剂

中，得到解析液；所述解析液浓缩得到含锂溶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塔外

壁材质为涂有耐腐蚀涂料的不锈钢，所述吸附塔内壁材质为钛材或者含氟材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塔顶

部还包括泄压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塔中

还包括M个液位计和N个多功能计量器，所述M个液位计位于所述吸附塔中不同高度；所述N

个多功能计量器位于所述吸附塔中不同高度，M和N均为大于0的整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塔还

包括位于吸附塔底部的底座和排水口。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洗脱剂为

0.1-2mol/L的盐酸溶液或者0.1-2mol/L的硝酸溶液或者0.1-2mol/L的草酸溶液或者0.05-

1mol/L的磷酸溶液或者0.05-1mol/L硫酸溶液。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塔群

提取含锂溶液的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盐湖卤水

的pH值为5-12，且锂离子浓度大于等于1pp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其特征在于，所述解析液中

锂离子浓度为500ppm-5000ppm。

10.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中吸附塔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S01：过滤之后的盐湖卤水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使得盐

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上；

S02：清洗液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部的

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清洗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杂质离子；

S03：洗脱剂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部的

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使得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锂离子脱离至洗脱剂

中，得到解析液；

S04：清洗液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单向阀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

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将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洗脱剂清洗干净；

S05：对所述解析液进行浓缩，得到含锂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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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及提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离子提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及提锂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锂是自然界最轻的金属元素，在周期表中居IA族碱金属首位，是最轻的、最活泼的

碱金属。因其应用领域广泛，被誉为“工业味精”；又由于锂具有各种元素中最高的标准氧化

电势，因而是电池和电源领域无可争议的最佳元素，故也被称为“能源金属”。

[0003] 根据原材料不同，提锂工艺可以分为矿石提锂和卤水提锂两种工艺路线。矿石提

锂是最早开始采用的工艺路线，由于矿石中锂总储量较少，能耗较大，且经过数百年的开

采，优质资源已濒临枯竭，导致生产成本较高，而盐湖卤水的锂资源占中国锂资源储量的

71％，加之卤水提锂的工艺相对简单、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卤水提锂已成为主流的研究工

艺。

[0004] 青海西藏等地的盐湖中含锂量较高，目前的提锂方法中，西藏盐湖主要使用太阳

池法进行工业提锂，该方法从盐湖卤水到锂资源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通常需要以年为单

位进行统计，耗时较长，严重影响提锂的效率。青海盐湖主要使用铝系吸附法进行工业提

锂，该方法需要对盐湖卤水进行升温等预处理，对于高海拔低温环境来说，升温等预处理必

然会增加更多的功耗，且该方法提取的含锂溶液浓度较低，后续也需要进行多步提纯工艺，

进而使得整个提取工艺耗时耗力。

[0005] 为了简化盐湖卤水提锂工艺，需要寻找适合青海西藏等高海拔且工业基础相对较

差区域的新的盐湖提锂方法。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及提锂方法，工艺简单，操

作容易，极大得缩减了提锂的成本和时间。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

包括位于吸附塔底部的进液口，连接进液口的进液单向阀和布水器，位于吸附塔顶部的出

液单向阀和出液口，所述布水器均匀分布在吸附塔底部，且连接至进液口；所述出液口均匀

分布在吸附塔顶部，且分别连接出液单向阀；

[0008] 所述吸附塔内部填充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过滤之后的盐湖卤水依次通过进液单

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所述吸附塔内部，使得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吸附在所述锰系锂

离子筛吸附剂上；洗脱剂依次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所述吸附塔内部，并经

出液单向阀和出液口流出，使得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锂离子脱离至洗脱剂

中，得到解析液；所述解析液浓缩得到含锂溶液。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塔外壁材质为涂有耐腐蚀涂料的不锈钢，所述吸附塔内壁材

质为钛材或者含氟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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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塔顶部还包括泄压阀。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塔中还包括M个液位计和N个多功能计量器，所述M个液位计位

于所述吸附塔中不同高度；所述N个多功能计量器位于所述吸附塔中不同高度，M和N均为大

于0的整数。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塔还包括位于吸附塔底部的底座和排水口。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洗脱剂为0.1-2mol/L的盐酸溶液或者0.1-2mol/L的硝酸溶液或者

0.1-2mol/L的草酸溶液或者0.05-1mol/L的磷酸溶液或者0.05-1mol/L硫酸溶液。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吸附塔群提取含锂溶液的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盐湖卤水的pH值为5-12，且锂离子浓度大于等于1ppm。

[0016] 进一步地，所述解析液中锂离子浓度为500ppm-5000ppm。

[0017] 一种采用吸附塔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S01：过滤之后的盐湖卤水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使

得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上；

[0019] S02：清洗液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

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清洗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杂质离子；

[0020] S03：洗脱剂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

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使得吸附在所述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锂离子脱离至洗

脱剂中，得到解析液；

[0021] S04：清洗液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单向阀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

塔顶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将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洗脱剂清洗干净；

[0022] S05：对所述解析液进行浓缩，得到含锂溶液。

[002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相比于太阳池法，可以将盐湖卤水提锂的生产

周期从以年为单位缩短到以小时为单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发明相比于铝系吸附法，

减少了对盐湖卤水的预处理以及对提取液的浓缩工艺处理，大幅度降低了提锂工艺的生产

成本；除此以外，本发明方法可以在零下20℃正常使用，适用于高海拔地区的低温环境；本

发明工艺简单，操作容易，尤其适用于青海西藏等工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区域；本发明最终获

取的解析液含锂量高，简化了后续浓缩工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4] 附图1为本发明中吸附塔示意图；

[0025] 图中：1吸附塔，2出液口，3出液口，4出液口，5出液口，6泄压阀，7液位计，8液位计，

9液位计，10布水器，11布水器，12布水器，13布水器，14进液口，15多功能计量器，16排水口，

17底座，18底座，19吸附塔装填区。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

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7] 如附图1所示，一种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吸附塔，包括位于吸附塔底部的进液口，

连接进液口的进液单向阀和布水器，其中，进液单向阀位于进液口的外侧；位于吸附塔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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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液单向阀和出液口，布水器为多个，均匀分布在吸附塔底部，且连接至进液单向阀；出

液口为多个，均匀分布在吸附塔顶部，且分别连接出液单向阀。其中，进液单向阀确保液体

从吸附塔内流出，出液单向阀确保液体从吸附塔外流入吸附塔。

[0028] 吸附塔1外壁材质为涂有耐腐蚀涂料的不锈钢，防止盐湖卤水蒸汽的腐蚀；吸附塔

内壁材质为钛材或者含氟材质，可耐强酸强碱腐蚀。吸附塔的截面半径为0.3-3米，高径比

为0.2-5。本发明中吸附塔中填充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相对应的，洗脱剂可以但不限于为

0.1-2mol/L的盐酸溶液或者0.1-2mol/L的硝酸溶液或者0.1-2mol/L的草酸溶液或者0.05-

1mol/L的磷酸溶液或者0.05-1mol/L硫酸溶液。

[0029] 如附图1所示，出液口2、出液口3、出液口4和出液口5分别为带有单向阀的出水管，

在吸附、水洗、脱附、水洗的工况下单向阀开启，液体从相应的管道流出。进液口14位于吸附

塔的底部，其外接多通阀门、管路和水泵，根据不同工况泵入盐湖卤水、清洗剂、洗脱剂等。

进液口14同时连接至布水器10、布水器11、布水器12和布水器13，四个布水器均匀分布吸附

塔底部，使得进入吸附塔内部的液体均匀分布。

[0030] 吸附塔顶部还包括泄压阀6，当吸附塔内产生压力时自动开启，防止吸附塔内部压

力过大；吸附塔底部还包括底座17和底座18，底座17和底座18分布在塔底左右两侧，用于支

撑吸附塔稳定工作。吸附塔中间为吸附塔装填区19，即为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填充区域，该

区域上下分别有水帽防止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漏出。吸附塔底部还包括排水口16，排水口

装有相应的阀门，在排水工艺时开启。

[0031] 吸附塔中还包括液位计7、液位计8和液位计9，分别位于吸附塔内不同高度，用于

测量吸附塔内液体水位。吸附塔中还包括多功能计量器15和多功能计量器20，分别位于吸

附塔内不同高度，用于采集吸附塔内相应位置上的温度、pH值等信息。

[0032] 本发明可以在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的环境下进行，即在高海拔低温环

境中同样适用。

[0033] 本发明适用于盐湖卤水的pH值为5-12范围内的任何含锂盐湖，并且盐湖卤水中锂

离子浓度大于等于1ppm。优选地，本发明中盐湖卤水来源于西藏或者青海地区的盐湖。本发

明最终获取的解析液中锂离子浓度为500ppm-5000ppm。

[003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利用吸附剂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S01：过滤之后的盐湖卤水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使

得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上。

[0036] 本发明适用于盐湖卤水的pH值为5-12范围内的任何含锂盐湖，并且盐湖卤水中锂

离子浓度大于等于1ppm。优选地，本发明中盐湖卤水来源于西藏或者青海地区的盐湖。

[0037] 本发明中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任意的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

具体可以但不限于为多孔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六方片状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六方枝状

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8] 本步骤可以但不限于采用滤网过滤掉盐湖卤水中的颗粒状杂质，主要用于去除盐

湖卤水中的砂石等颗粒状杂质。具体过滤时采用的滤网或滤筛的目数可以根据工艺需求进

行选择。

[0039] 在实际工艺中，根据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的体积，盐湖卤水可以以5-30BV/h的空

间速度通过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且盐湖卤水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停留时间为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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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确保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充分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上。具体空间速度和停留

时间可以根据工艺需求及设备进行选择。

[0040] 本步骤可以在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的环境下进行，即在高海拔低温环

境中同样适用。

[0041] S02：清洗液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

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清洗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杂质离子。

[0042] 本步骤中清洗液为去离子水或者蒸馏水或者过滤后的河水，清洗的目的是为了去

除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杂质离子，例如铁离子、钠离子等等。本发明中锰系锂离子筛吸

附剂中约99％的氢离子会和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发生离子交换，剩余约1％的氢离子会和

盐湖卤水中与锂离子半径或电荷分布接近的杂质离子发生离子交换。通过合理设置锰系锂

离子筛吸附剂的体积，可以确保盐湖卤水中的锂离子基本全部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

中，此时，采用清洗液进行清洗，可以去除盐湖卤水中锂离子之外大部分的其他杂质离子。

[0043] 本步骤中也可以采用过滤后的河水进行清洗，主要是考虑到其来源广，成本低，无

需任何处理即可获取。这里的河水指的是接近淡水的河水，基本不含杂质离子；过滤是为了

去除河水中的颗粒状杂质；过滤后的河水类似于去离子水，仅仅起到冲洗锰系锂离子筛吸

附剂的作用。

[0044] 在实际工艺中，根据吸附塔的体积以及填充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的多少，清洗剂

可以以5-30BV/h的空间速度通过吸附塔，且清洗剂在吸附塔中停留时间为0.05-10小时，确

保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杂质离子被充分去除。具体空间速度和停留时间可以根据工艺

需求及设备进行选择。

[0045] 本步骤可以在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的环境下进行，即在高海拔低温环

境中同样适用。

[0046] S03：洗脱剂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

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使得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锂离子脱离至洗脱剂

中，得到解析液。

[0047] 本发明中洗脱剂可以但不限于为0.1-2mol/L的盐酸溶液或者0.1-2mol/L的硝酸

溶液或者0.1-2mol/L的草酸溶液或者0.05-1mol/L的磷酸溶液或者0.05-1mol/L硫酸溶液。

洗脱剂清洗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过程中，会将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吸附的锂离子置换出

来，并使得锂离子跟随洗脱剂一起排出，包含锂离子的洗脱剂即为解析液，本发明中获取的

解析液中锂离子浓度为500-5000ppm。

[0048] 在实际工艺中，根据吸附塔的提及以及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填充的量，洗脱剂可

以以5-30BV/h的空间速度通过吸附塔，吸附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锂离子洗脱至洗脱

剂中。具体空间速度可以根据工艺需求及设备进行选择。

[0049] 本步骤可以在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的环境下进行，即在高海拔低温环

境中同样适用。

[0050] S04：清洗液通过进液单向阀、进液口和布水器进入吸附塔内部，并通过吸附塔顶

部的出液口和出液单向阀排出，将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洗脱剂清洗干净。

[0051] 本步骤中清洗液可以与步骤S02中相同，可以但不限于为去离子水或者蒸馏水或

者过滤后的河水，清洗的目的是为了去除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洗脱剂。这里的河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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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接近淡水的河水，基本不含杂质离子；过滤是为了去除河水中的颗粒状杂质。如上所

述，洗脱剂为酸性溶液，长期处于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会损坏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进而

影响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的使用寿命，因此，需要及时进行清洗，确保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

对锂离子的置换效果。

[0052] 在实际工艺中，根据吸附塔和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的体积，清洗剂可以以5-30BV/

h的空间速度通过吸附塔，且清洗剂在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停留时间为0.05-10小时，确

保锰系锂离子筛吸附剂中的洗脱剂被充分去除。具体空间速度和停留时间可以根据工艺需

求及设备进行选择。

[0053] 本步骤可以在温度范围为零下20℃至80℃之间的环境下进行，即在高海拔低温环

境中同样适用。

[0054] S05：对解析液进行浓缩，得到含锂溶液。具体的浓酸工艺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任

意浓缩工艺进行，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0055] 本发明相比于太阳池法，可以将盐湖卤水提锂的生产周期从以年为单位缩短到以

小时为单位，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发明相比于铝系吸附法，减少了对盐湖卤水的预处理

以及对提取液的浓缩工艺处理，大幅度降低了提锂工艺的生产成本；除此以外，本发明方法

可以在零下20℃正常使用，适用于高海拔地区的低温环境；本发明工艺简单，操作容易，尤

其适用于青海西藏等工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区域；本发明最终获取的解析液含锂量高，简化

了后续浓缩工艺，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成本。

[005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实施例并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

范围，因此凡是运用本发明的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结构变化，同理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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