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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

回收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含锂的提锂副产

物硫酸钠与煤粉混合均匀，隔氧条件下焙烧，得

焙烧物料；将焙烧物料以水提取，过滤，得到滤渣

和滤液；将滤渣以稀硫酸提取其中的锂，固液分

离，得到硫酸锂溶液和固体渣；将所得滤液进行

蒸发浓缩结晶，当固体析出时，进行固液分离，得

到固体产品和一次母液；按照锂含量向一次母液

中通入二氧化碳，固液分离后，得到二次母液和

碳酸锂。本发明克服了以往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

酸钠中的锂回收困难的问题，锂回收率可达95%

以上；将低价值的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转化

为更高价值的硫化钠，其中的铁含量低于

0.0010%，杂质含量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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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依次包括下

列步骤：

步骤（1），将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与煤粉混合均匀，隔氧条件下于800~1200℃焙

烧，得焙烧物料；

步骤（2），将焙烧物料以水提取，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在步骤（2）中，部分硫化锂水解

后，在二氧化碳作用下转化为碳酸锂，进行固液分离后回收其中的锂，滤渣主要成分为煤渣

和碳酸锂，滤液主要成分为硫化钠和少量锂；

步骤（3），将所述滤渣以稀硫酸提取其中的锂，固液分离，得到硫酸锂溶液和固体渣，所

述硫酸锂溶液返回至锂盐生产线，所述固体渣为煤渣，进入煤渣场；

步骤（4），将所述步骤（2）所得滤液进行蒸发浓缩结晶，当固体析出时，进行固液分离，

得到固体产品和一次母液，所述固体产品为Na2S•nH2O；

步骤（5），按照锂含量，向所述步骤（4）所得一次母液中通入二氧化碳，固液分离后，得

到二次母液和碳酸锂，所述二次母液返回至所述步骤（4）中进行蒸发浓缩，所述碳酸锂返回

至锂盐生产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1）中，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与煤粉的质量比为100：（20~30），焙

烧时间为20~6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2）中，以水提取时控制温度为40~8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4）中，蒸发浓缩的温度为7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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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锂回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

回收锂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硫酸法从锂辉石制备硫酸锂会得到副产物硫酸钠，由于其工艺特殊性，含有较高

的水和一定量的锂。硫酸钠中夹带一定量的锂（以氧化锂计，下同），根据不同的工艺参数及

设备，其含量为0.01～0.35%。锂是当前新能源汽车、储能材料、3C产品锂离子电池的重要原

材料，不但稀缺，而且具有较高的市场价格，应予以回收利用。

[0003] 锂是具有最高负电位（-3.043V）和最高电化当量（2.98A•h/g）的金属元素，因此用

途广泛。国内外锂材料中，除了在冶金、电子、玻璃陶瓷、石油化工、电池、橡胶、钢铁、器械及

医疗等高科技领域和传统工业领域中均有广泛的应用外，锂电池已经走进千家万户，进入

各大主要工业领域，发展领域得到有效延伸，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5G通讯、便携医疗设

备、特种穿戴设备、航空航天、精神治疗等各行各业。

[0004] 随着近年来锂电行业的蓬勃发展，锂辉石硫酸法生产的碳酸锂当量已达10万吨，

未来2～3年内会达到20万吨以上，其副产物硫酸钠可达40万吨。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副产

物，将影响锂的收率，提高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竞争力。

[0005] 副产物硫酸钠中夹带锂一直是锂行业头痛的问题。在锂辉石制备锂盐过程中，每

生产一吨锂盐（以碳酸锂计），会产生2吨干硫酸钠（元明粉）。因此，为了尽可能的降低硫酸

钠中的锂含量，通常使用大量的水来洗涤，以降低硫酸钠中锂含量。但由于硫酸钠和硫酸锂

易形成复盐，因此很难彻底洗净，导致夹带率仍然较高，最终白白损失。且洗涤过程中大量

的硫酸钠复溶，大量的水会消耗更多的能耗，导致生产成本较高。而且，由于是湿法生产，且

硫酸钠溶解度较高，含水量大，在制备成元明粉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热能，而元明粉

的市场价值较低，仅为400～500元/t，对于非规模化元明粉生产的企业而言，其市售价不足

以覆盖成本，但从环保角度考虑，企业又不得不处理掉这些副产物。另一方面，与元明粉生

产厂家的规模化产量相比，大型锂盐厂的元明粉产能（4万吨）仅占中等规模（20万吨）元明

粉厂家的20%，在技术上、设备投入上都不可能比拟，因此生产成本也比元明粉生产厂家高。

[0006] 目前还没有采用从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类似工艺公开报道。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供一种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解决以

往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所产生的副产品硫酸钠中回收锂困难且将硫酸锂制成元明粉时产

能较高、生产成本高的问题。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

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依次包括下列步骤：

[0009] 步骤（1），将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与煤粉混合均匀，隔氧条件下于8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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焙烧，得焙烧物料；

[0010] 步骤（2），将焙烧物料以水提取，过滤，得到滤渣和滤液；

[0011] 步骤（3），将所述滤渣以稀硫酸提取其中的锂，固液分离，得到硫酸锂溶液和固体

渣，所述硫酸锂溶液返回至锂盐生产线，所述固体渣为煤渣，进入煤渣场；

[0012] 步骤（4），将所述步骤（2）所得滤液进行蒸发浓缩结晶，当固体析出时，进行固液分

离，得到固体产品和一次母液，所述固体产品为Na2S•nH2O；

[0013] 步骤（5），按照锂含量，向所述步骤（4）所得一次母液中通入二氧化碳，固液分离

后，得到二次母液和碳酸锂，所述二次母液返回至所述步骤（4）中进行蒸发浓缩，所述碳酸

锂返回至锂盐生产线。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的有关内容解释如下：

[0015] 1、上述方案中，在所述步骤（1）中，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与煤粉的质量比为

100：（20~30），焙烧时间为20~60min。

[0016] 2、上述方案中，在所述步骤（2）中，以水提取时控制温度为40~80℃。

[0017] 3、上述方案中，在所述步骤（4）中，蒸发浓缩的温度为75~105℃。

[0018] 4、上述方案中，在所述步骤（3）中，所述硫酸锂溶液返回至锂盐生产线，锂盐生产

线是指锂电池生产厂家的制备锂盐的生产线。同样，在所述步骤（5）中，所述碳酸锂返回至

锂盐生产线，锂盐生产线也是指锂电池生产厂家的制备锂盐的生产线。

[0019] 5、上述方案中，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指的是在锂辉石制备锂盐过

程中，硫酸法工艺需要使用大量的硫酸和钠碱从而得到的副产物硫酸钠，硫酸钠中含有一

定量的锂。硫酸钠通常为湿的物料，含有游离水或结晶水，去除游离水和结晶水的干硫酸

钠，其商品名又叫元明粉。

[0020] 6、上述方案中，“固体析出比例为40~60%”是指析出的固体的体积占浓缩后溶液体

积的40~60%。

[0021] 本发明设计构思：本发明公开了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

的方法，详细描述了以副产物硫酸钠为对象回收锂以及综合利用副产物硫酸钠的工艺条件

和工艺参数。

[0022] 在步骤（1）中，将含有硫酸锂的副产物硫酸钠与碳粉混合，得到硫化钠和硫化锂，

此步骤的反应方程式为：

[0023] Na2SO4  +  2C  =  Na2S  +  2CO2↑；Li2SO4  +  2C  =  Li  2S  +  2CO2↑。

[0024] 在步骤（2）中，部分硫化锂水解后，在二氧化碳作用下转化为碳酸锂，进行固液分

离后回收其中的锂，滤渣主要成分为煤渣和碳酸锂，滤液主要成分为硫化钠和少量锂；此步

骤的反应方程式为：

[0025] Li  2S  +  CO2+2NaOH  =  Li2CO3↓+  Na2S+  H2O。

[0026] 在步骤（3）中，对步骤（2）所得滤渣进行处理，加稀硫酸，将碳酸锂沉淀转化为可溶

于水的硫酸锂，即硫酸锂溶液，固液分离后可将煤渣与硫酸锂溶液分离，此步骤的反应方程

式为：

[0027] Li2CO3  +  H2SO4  =  Li2SO4  +  H2O  +  CO2↑。

[0028] 在步骤（4）中，对步骤（2）所得滤液进行处理，蒸发浓缩并固液分离后，所得固体产

品为Na2S•nH2O，可直接包装后作为硫酸钠产品销售；所得一次母液的主要成分为硫化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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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锂，强碱性。

[0029] 在步骤（5）中，按照锂含量，向一次母液中通入少量二氧化碳，可使其中的锂以碳

酸锂形式沉淀下来，固液分离后，得到二次母液和碳酸锂，所述二次母液返回至步骤（4）中

继续进行蒸发浓缩，此过程形成了闭环的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回收其中残余的锂；所述碳酸

锂返回至锂盐生产线。此步骤的反应方程式为：

[0030] Li2S  +  CO2  +  2NaOH  =  Li2CO3↓+  Na2S  +  H2O

[0031] 本发明旨在综合利用副产物硫酸钠，将低价值的副产物硫酸钠转化为高价值的硫

化钠，并回收其中的锂，有如下优势：

[0032] （1）本发明克服了以往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的锂回收困难的问题，锂回收

率可达95%以上，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0033] （2）在锂盐生产过程中，其原料硫酸锂和碳酸钠或氢氧化钠都已经过多次精制，所

得硫酸钠产品品质远优于自然芒硝矿，以此硫酸钠为原料制得的硫化钠优于工业优等品，

其中的铁含量低于0.0010%。

[0034] （3）本发明将低价值的含锂的提锂副产物硫酸钠转化为更高价值的硫化钠，拓展

了提锂副产物硫酸钠的应用范围，使没有竞争力的硫酸钠变为有竞争力的硫化钠，具有良

好的经济效益。

[0035] （4）本发明所得硫化钠产品的主要杂质含量（除锂以外），如Ca、Mg、K、Cl、B、Si、Br

等，均较以天然芒硝为原料生产的硫化钠品质更好，杂质含量更低。

[0036] （5）本发明可促进对锂盐生产过程硫酸钠中带锂标准大幅度放宽，有利于系统中

水相平衡、节约能耗、降低制造成本。

附图说明

[0037] 附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9] 实施例1：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

[0040] 依次包括下列步骤：

[0041] 步骤（1），取碳酸锂车间的硫酸钠，其主要成分如下：（%）

[0042] Na2SO4 Li2SO4（以Li2O计） Fe pH（5%水溶液）

99.35 0.035 0.0008 6.5

[0043] 取2.1Kg干燥煤粉与硫酸钠10Kg，混合均匀，于隔绝氧气的反应器中，于825℃反应

55min，待反应结束后，经冷却，得焙烧物料。

[0044] 步骤（2），将焙烧物料用70℃热水提取，过滤分离，得到滤渣、滤液和洗水，洗水用

于下一次提取；

[0045] 步骤（3），滤渣按照碱含量加入稀硫酸，得到硫酸锂溶液和固体渣，硫酸锂溶液返

回锂盐生产线，固体渣为煤渣，进入煤渣场。

[0046] 步骤（4），将所得滤液（即含硫化钠和锂的溶液）进行蒸发浓缩结晶，蒸发浓缩温度

为95℃，当固体析出比例为45%时，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固体产品和一次母液，所述固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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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Na2S•nH2O，可直接包装后作为产品销售；

[0047] 步骤（5），按照锂含量，向所得一次母液（主要成分为硫化钠和少量锂，强碱性）中

通入少量二氧化碳，可使其中的锂以碳酸锂形式沉淀下来，固液分离后，得到二次母液和碳

酸锂，所述二次母液返回至步骤（4）中进行蒸发浓缩，所述碳酸锂返回至锂盐生产线。

[0048] 所得硫化钠产品主要指标如下：（%）

[0049] Na2S Li2S（以Li2O计） Fe 碳酸钠 水不溶物 锂回收率

61.15 0.0007 0.0007 0.77 小于0.0050 98.90

[0050] 实施例2：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

[0051] 依次包括下列步骤：

[0052] 步骤（1），取氢氧化锂车间的硫酸钠，其主要成分如下：（%）

[0053] Na2SO4 Li2SO4（以Li2O计） Fe pH（5%水溶液）

98.77 0.27 0.0007 12

[0054] 取2.9Kg干燥煤粉与硫酸钠10Kg，混合均匀，于隔绝氧气的反应器中，于1075℃反

应25min，待反应结束后，经冷却，得焙烧物料。

[0055] 步骤（2），将焙烧物料用40℃热水提取，过滤分离，得到滤渣、滤液和洗水，洗水用

于下一次提取；

[0056] 步骤（3），滤渣按照碱含量加入稀硫酸，得到硫酸锂溶液和固体渣，硫酸锂溶液返

回锂盐生产线，固体渣为煤渣，进入煤渣场。

[0057] 步骤（4），将所得滤液（即含硫化钠和锂的溶液）进行蒸发浓缩结晶，蒸发浓缩温度

为85℃，当固体析出比例为55%时，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固体产品和一次母液，所述固体产品

为Na2S•nH2O，可直接包装后作为产品销售；

[0058] 步骤（5），按照锂含量，向所得一次母液（主要成分为硫化钠和少量锂，强碱性）中

通入少量二氧化碳，可使其中的锂以碳酸锂形式沉淀下来，固液分离后，得到二次母液和碳

酸锂，所述二次母液返回至步骤（4）中进行蒸发浓缩，所述碳酸锂返回至锂盐生产线。

[0059] 所得硫化钠产品主要指标如下：（%）

[0060] Na2S Li2S（以Li2O计） Fe 碳酸钠 水不溶物 锂回收率

60.37 0.0018 0.0004 1.6 小于0.0050 99.63

[0061] 实施例3：从锂辉石硫酸法工艺提锂副产物硫酸钠中回收锂的方法

[0062] 依次包括下列步骤：

[0063] 步骤（1），取碳酸锂车间的硫酸钠，其主要成分如下：（%）

[0064] Na2SO4 Li2SO4（以Li2O计） Fe pH（5%水溶液）

99.22 0.15 0.0006 5.8

[0065] 取2.5Kg干燥煤粉与硫酸钠10Kg，混合均匀，于隔绝氧气的反应器中，于895℃反应

40min，待反应结束后，经冷却，得焙烧物料。

[0066] 步骤（2），将焙烧物料用40℃热水提取，过滤分离，得到滤渣、滤液和洗水，洗水用

于下一次提取；

[0067] 步骤（3），滤渣按照碱含量加入稀硫酸，得到硫酸锂溶液和固体渣，硫酸锂溶液返

回锂盐生产线，固体渣为煤渣，进入煤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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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步骤（4），将所得滤液（即含硫化钠和锂的溶液）进行蒸发浓缩结晶，蒸发浓缩温度

为90℃，当固体析出比例为55%时，进行固液分离，得到固体产品和一次母液，所述固体产品

为Na2S•nH2O，可直接包装后作为产品销售；

[0069] 步骤（5），按照锂含量，向所得一次母液（主要成分为硫化钠和少量锂，强碱性）中

通入少量二氧化碳，可使其中的锂以碳酸锂形式沉淀下来，固液分离后，得到二次母液和碳

酸锂，所述二次母液返回至步骤（4）中进行蒸发浓缩，所述碳酸锂返回至锂盐生产线。

[0070] 所得硫化钠产品主要指标如下：（%）

[0071] Na2S Li2S（以Li2O计） Fe 碳酸钠 水不溶物 锂回收率

61.03 0.0011 0.0005 1.3 小于0.0050 99.60

[0072]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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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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