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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

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属于化工和冶

金领域。本发明是利用冶金级五氧化二钒中五氧

化二钒与杂质元素熔点和升华性质的差异，采用

真空升华的方式提纯冶金级五氧化二钒获得高

纯五氧化二钒，解决现有技术流程长、成本高的

问题。本发明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步骤：a、冶金级

五氧化二钒干燥、粉碎；b、送入真空升华设备，抽

真空至10‑3～10‑6Pa，升温至700～1000℃进行真

空升华；c、真空升华完成后，冷却，停止真空，取

出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本发明效率高、流程短、

成本低，适于在本领域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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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冶金级

五氧化二钒中五氧化二钒与杂质元素熔点和升华性质的差异，采用真空升华的方式提纯冶

金级五氧化二钒获得高纯五氧化二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冶金级五氧化二钒干燥、粉碎；

b、将步骤a处理后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送入真空升华设备，抽真空至10-3～10-6Pa，升温

至700～1000℃进行真空升华；

c、真空升华完成后，冷却，停止真空，取出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a中，干燥的温度80～150℃，干燥时间30～120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a中，粉碎采用气流粉碎的方式，粉碎至-80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b中，升温至700～1000℃，保温30～120min进行真空升华。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将步骤a处理后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送入真空升华设备，先通入0.02～0.2MPa分

压的氮气，再抽真空至10-3～10-6Pa，升温至700～1000℃，保温30～120min进行真空升华。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c中，真空升华完成后，停止加热，冷却至＜300℃时停止真空，再冷却6小时

以上之后向真空升华设备充入0.02～0.2MPa分压氮气，最后取出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

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冶金级五氧化二钒指含钒物料经钠化、钙化焙烧或直接酸浸工

艺提钒，获得的V2O5含量＞98％的产品。

9.根据权利要求1至7中任一项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

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升华设备是配备了机械泵、分子泵和加热炉膛的设备。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真空升华设备调整真空度区间包括10-6～50Pa，加热温度区间包括30～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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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和冶金领域，涉及一种高纯五氧化二钒制备的方法，具体涉及一

种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高纯V2O5被广泛用于钒电池电解液制备、钒催化剂生产及其他高附加值产品的制

备，受到广泛关注，但国内有关高纯度V2O5的研究起步较晚，报道也很少。现有高纯V2O5的制

备都是以钒渣钠化焙烧浸出液、石煤提钒溶液或多钒酸铵、偏钒酸铵为原料对除杂和沉钒

过程进行研究。目前，高纯V2O5生产存在成本高、流程复杂、产品质量波动等问题，有待开发

新的技术和装备高效、低成本生产高纯V2O5。

[0003] 如公开号CN102531054A、公开日2017年7月4日的专利，利用粗偏钒酸铵为原料，经

热水溶解、镁盐/钙盐除杂，再加入铵盐或氨水沉淀偏钒酸铵，将偏钒酸铵过滤、清洗后进行

煅烧得到纯度>99.9％的V2O5产品。

[0004] 如公开号CN102923775A、公开日2013年2月13日的专利，釆用多钒酸铵、碱溶、酸化

除杂、碱溶、铵盐沉钒工艺制得了纯度达99.99％的五氧化二钒。

[0005] 如公开号CN104538660A、公开日2015年4月22日的专利，以多钒酸铵为原料，加氢

氧化钠溶解，再加入氧化钙、氢氧化钙或氢氧化钙浆料沉钒获得钒酸钙，用碳酸氢铵浸出钒

酸钙，加铝酸钠、硫酸铝或氢氧化铝除硅获得净化液，向净化液通入氨气，冷却结晶偏钒酸

铵，焙烧后得到纯度>99.5％的V2O5。

[0006] 如公开号CN104831075A、公开日2015年8月12日的专利，从废钒钼系SCR催化剂中

分离钒、钼并制备高纯V2O5。将钒钼溶液进行萃取分离，反萃富钒有机相得到反萃液，进行二

次萃取和反萃得到富钒溶液，加入硫酸铵沉钒，经干燥、煅烧得到纯度>99％的V2O5。

[0007] 如公开号CN104099483A、公开日2014年1月15日的专利，将全湿法提钒所得的反萃

液中的四价钒氧化为五价，并析出多聚钒酸沉淀，固液分离并将多聚钒酸沉淀加入到硫酸

溶液中，再加入碳酸氢铵生成多钒酸铵，最后煅烧得到纯度>99.9％高纯五氧化二钒。目前，

钒渣钙化焙烧熟料深度提钒的研究包括熟料浸出过程和尾渣二次浸出，根据钙化熟料中含

钒物相的分步规律，尾渣深度浸出提钒是更直接有效提升钒收率的方法。然而，尾渣深度浸

出通常采用低pH酸浸，产生的深度浸出液钒浓度低、酸量高、杂质含量高，直接沉钒获得钒

产品困难，限制其产业化应用。

[0008] 如公开号CN107285382A、公开日2017年1月24日的专利，将工业级偏钒酸铵溶解于

碱溶液中，通过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进行钒吸附，对吸附后的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进行解

析，获得含钒溶液，并进一步与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接触，获得纯化后的含钒溶液。向纯化

后的含钒溶液加入沉钒剂，获得初级偏钒酸铵，进一步提高重结晶、洗涤、干燥获得高纯偏

钒酸铵，煅烧获得高纯V2O5。

[0009] 如公开号CN106676289A、公开日2018年1月26日的专利，将含钒物料进行焙烧，得

到五氧化二钒含量在49wt％以下的焙烧产物，之后将焙烧产物与氯化剂在惰性气氛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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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反应的温度为150℃～200℃，得到三氯氧钒气体和残渣，将三氯氧钒气体进行后处

理，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所述氯化剂选自无水三氯化铝或无水三氯化铝与氯化钠的混合

物。所述方法条件温和，使得钒以气态的形式逸出，易与其它物质进行分离，产品纯度较高，

省去了后续的分离除杂步骤，能够得到纯度≥99％的五氧化二钒产品。

[0010] 如公开号CN106430307A、公开日2017年2月22日的专利，将酸性沉钒与碱性沉钒结

合，水解沉钒与阳离子交换除杂相结合；利用水解沉钒，在酸性条件下除去部分杂质，将所

得钒的水解产物滴加稀氢氧化钠溶解，过滤除去沉淀杂质，再利用阳离子交换树脂去除微

量的二价或二价以上金属阳离子杂质；沉钒时采用液态加铵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控制加铵

速度，使铵盐更加均匀快速地分散在溶液中，减小了共沉淀现象的发生几率，在减少了洗涤

废水排放的同时，也降低了铵盐的消耗；该方法由于首先利用了水解沉钒进行初步除杂，可

以延长阳离子交换树脂的使用周期以及树脂的使用寿命，使生产工艺得到简化，降低了生

产成本。最后再用离子交换树脂深度除杂，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0011] 如公开号CN106241873A、公开日2016年12月21日的专利，用偏钒酸铵粗品配置溶

解液；向溶解液中加入氢氧化钠和碳酸钠，调节其pH值至8.5～9.0；向调节pH值后的溶解液

中加入净化剂，固液分离得到滤液；向滤液中加入氯化铵得到偏钒酸铵沉淀，该沉淀经洗

涤、脱水后得到偏钒酸铵晶体；在500～550℃下，煅烧偏钒酸铵晶体2～2.5小时，得到五氧

化二钒。

[0012] 如公开号CN107555478A、公开日2018年1月9日的专利，采用流态化氯化将工业级

钒氧化物转化为三氯氧钒，通过两级除尘和四级淋洗，得到粗三氯氧钒；粗三氯氧钒经过两

级精馏、催化氧化和煅烧处理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粉体。本发明通过向氯化流化床喷洒三

氯氧钒泥浆防止炉温过高；通过在催化氧化流化床内设置水平多孔内构件，抑制大气泡产

生，提高反应效率。本发明具有原料适应性强、无污染废水排放、生产能耗和操作成本低、产

品质量稳定等优点，适用于4N以上高纯五氧化二钒粉体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0013] 由此可见，目前高纯五氧化二钒生产都存在流程长、成本高，或难于获得高品质产

品的问题，该问题还有待本领域技术人员解决。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高纯五氧化二钒生产流程长、成本高的问题。

[001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

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冶金级五氧化二钒中五氧化二钒与杂质元素熔点

和升华性质的差异，采用真空升华的方式提纯冶金级五氧化二钒获得高纯五氧化二钒。

[0016] 上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a、冶金级五氧化二钒干燥、粉碎；

[0018] b、将步骤a处理后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送入真空升华设备，抽真空至10-3～10-

6Pa，升温至700～1000℃进行真空升华；

[0019] c、真空升华完成后，冷却，停止真空，取出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

[0020] 上述方法步骤a中，干燥的温度80～150℃，干燥时间30～120min。

[0021] 上述方法步骤a中，粉碎采用气流粉碎的方式，粉碎至-80目。

[0022] 上述方法步骤b中，升温至700～1000℃，保温30～120min进行真空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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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进一步的是，上述方法步骤b中，将步骤a处理后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送入真空升

华设备，先通入0.02～0.2MPa分压的氮气，再抽真空至10-3～10-6Pa，升温至700～1000℃，

保温30～120min进行真空升华。

[0024] 上述方法步骤c中，真空升华完成后，停止加热，冷却至＜300℃时停止真空，再冷

却6小时以上之后向真空升华设备充入0.02～0.2MPa分压氮气，最后取出得到高纯五氧化

二钒。

[0025] 上述方法中，所述冶金级五氧化二钒指含钒物料经钠化、钙化焙烧或直接酸浸工

艺提钒，获得的V2O5含量＞98％的产品。

[0026] 上述方法中，所述真空升华设备是配备了机械泵、分子泵和加热炉膛的设备。

[0027] 进一步的是，所述真空升华设备调整真空度区间包括10-6～50Pa，加热温度区间包

括30～1000℃。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目前现有技术都采用萃取反萃取、离

子交换着树脂等湿法工艺进行除杂纯化，成本过高、流程冗长；本发明创造性的利用冶金级

五氧化二钒中五氧化二钒与杂质元素熔点和升华性质的差异，采用真空升华的方式提纯冶

金级五氧化二钒获得高纯五氧化二钒，解决了上述问题，效率高、流程短、成本低，适于在本

领域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冶金级五氧化二钒真空升华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的方法，利用冶金级五氧

化二钒中五氧化二钒与杂质元素熔点和升华性质的差异，采用真空升华的方式提纯冶金级

五氧化二钒获得高纯五氧化二钒。

[0030] 为了更加高效的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工艺更顺畅，设备更耐用，优选的，上述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1] a、冶金级五氧化二钒干燥、粉碎；

[0032] b、将步骤a处理后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送入真空升华设备，抽真空至10-3～10-

6Pa，升温至700～1000℃进行真空升华；

[0033] c、真空升华完成后，冷却，停止真空，取出得到高纯五氧化二钒。

[0034] 进一步优选步骤a中，干燥的温度80～150℃，干燥时间30～120min。粉碎采用气流

粉碎的方式，粉碎至-80目。

[0035] 优选步骤b中，升温至700～1000℃，保温30～120min进行真空升华。

[0036] 为了更加高效的制备高纯五氧化二钒，产品纯度更高，进一步优选的是，上述方法

步骤b中，将步骤a处理后的冶金级五氧化二钒送入真空升华设备，先通入0.02～0.2MPa分

压的氮气，再抽真空至10-3～10-6Pa，升温至700～1000℃，保温30～120min进行真空升华。

[0037] 上述方法步骤c中，优选真空升华完成后，停止加热，冷却至＜300℃时停止真空，

再冷却6小时以上之后向真空升华设备充入0.02～0.2MPa分压氮气，最后取出得到高纯五

氧化二钒。

[0038] 上述方法中，所述冶金级五氧化二钒指含钒物料经钠化、钙化焙烧或直接酸浸工

艺提钒，获得的V2O5含量＞98％的产品。

[0039] 上述方法中，所述真空升华设备是配备了机械泵、分子泵和加热炉膛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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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进一步的是，所述真空升华设备调整真空度区间包括10-6～50Pa，加热温度区间包

括30～1000℃。

[0041]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和效果作进一步的说明，实施例所用冶金级五

氧化二钒的成分如下：V2O598％，Si0 .1～0.6％，Cr0 .1～0.5％，Fe0 .1～0.3％，Al0 .1～

0.3％，Ca0.1～0.2％，Mg0.1～0.2％。

[0042] 实施例1

[0043] 取200克冶金级五氧化二钒，先在100℃下干燥120min，并加入500mL的铂金坩埚

中，随后置入真空升华仪炉膛中部，关闭真空升华仪，充入0.1Pa的氮气，开启冷却水和真空

泵，并按5℃/min升温，3h后真空升华仪真空度达到2.0×10-5Pa，炉膛中部温度达到700℃，

保温120min。保温结束后关闭加热电流，继续维持真空泵工作，4h后真空升华仪降温到280

℃时，关闭真空泵、冷却水和电源。6h后充入0.1MPa的氮气，放空，打开真空升华仪，取出铂

金坩埚和升华台，并收集升华台上的五氧化二钒产品，计量和分析，升华得到的五氧化二钒

产品V2O5含量为99.95％，Si、Na、Cr、S、Al、Fe均＜0.001％，达到高纯五氧化二钒标准的要

求，升华收率93.5％。

[0044] 实施例2

[0045] 取200克冶金级五氧化二钒，先在150℃下干燥60min，并加入500mL的铂金坩埚中，

随后置入真空升华仪炉膛中部，关闭真空升华仪，充入0.02Pa的氮气，开启冷却水和真空

泵，并按5℃/min升温，4h后真空升华仪真空度达到1.0×10-6Pa，炉膛中部温度达到1000℃，

保温30min。保温结束后关闭加热电流，继续维持真空泵工作，5h后真空升华仪降温到250℃

时，关闭真空泵、冷却水和电源。6h后充入0.2MPa的氮气，放空，打开真空升华仪，取出铂金

坩埚和升华台，并收集升华台上的五氧化二钒产品，计量和分析，升华得到的五氧化二钒产

品V2O5含量为99.98％，Si、Na、Cr、S、Al、Fe均＜0.001％，达到高纯五氧化二钒标准的要求，

升华收率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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