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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

磷的工艺，具体为：1)将剩余污泥进行处理至含

水率为92％～97％；2)进行酸热水解反应，离心

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3)将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

应池中，并测定其磷的摩尔浓度，再添加镁盐水

溶液，搅拌，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

沉淀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4)将2)的下层泥与

3)中的剩余液体混合并接种厌氧颗粒污泥，进行

厌氧消化反应，回收厌氧上清液；5)将厌氧上清

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按照3)的方法进行反应

获得磷酸铵镁粗品。本发明先通过采用热水解技

术使污泥磷释放，再采用厌氧消化再次强化污泥

磷释放，然后通过鸟粪石沉淀法对前两阶段产生

的富磷上清液进行磷回收，磷的回收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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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按照以下步骤实施：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离心处理至含水率为92％～97％，离心的转速为1200～

2000rpm，在室温离心3～8分钟，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

步骤2，将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

pH  ＝2～4，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70～80℃，热水解反应时间为0.7～1.5h，然后进行

离心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离心的转速为3500～5000rpm，在室温离心8～15分钟，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

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

然后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  ＝8～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1:1～

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0～30℃下进行反应，搅拌，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

沉淀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器，然

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15％～25％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消化反

应一定的时间，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厌氧消化反应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80～200r/min，反应温度为35～

50℃，反应时间为15～20天；

步骤5，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清液中磷的

摩尔浓度，然后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  ＝8～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

＝1.1:1～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0～30℃下进行反应，搅拌，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

将磷酸铵镁沉淀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的搅拌速度为150～300r/min，搅拌时间为8～15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5中的搅拌速度为150～300r/min，搅拌时间为8～15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对所述磷

酸铵镁沉淀进行分离时采用固液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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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污泥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方法技术领域，涉及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

回收磷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高速发展，截止2017  年6月底，

全国城镇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已达4063座，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78亿m3/d；而作为污水处

理的衍生品，污泥产生量也大幅增加，2017  年产生4000多万吨含水率80％的污泥，相较于

2016年污泥产生量增加了300～500万吨，预计到2025年，我国的污泥产生量将达到6000～

9000万吨。但是由于污泥的厌氧消化、脱水后填埋、焚烧等工艺在我国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

经济技术等问题，导致我国城镇污泥的无害化处置率仍不足  30％，远没有达到规划要求。

污泥随意堆放现象严重，污泥中大量的有机物、氮磷等污染物质的流失导致的水环境污染

问题已经凸显出来。

[0003] 磷资源的短缺迫使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富磷资源，我国磷循环系统在整体上呈现较

为典型的单向、开放式物质流结构。在单向流过程中磷资源输入强度高，但利用率较低，磷

资源在利用过程中被大量浪费，导致磷在水体和土壤环境中大量富集，最终通过市政管网

的汇集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在城镇污水处理厂二级生化处理系统中，进水中高达90％以上

的磷负荷会转移到污泥中，产生的污泥中富含磷元素。因此，从剩余污泥中回收磷的潜力很

大。

[0004] 目前多采用化学法进行磷回收，包括磷酸铵镁法和磷酸钙盐法，由于磷酸铵镁法

在回收磷的同时可回收部分氨氮，且鸟粪石(MgNH4PO4)是很好的缓释肥料，所以应用更为广

泛，由于污泥中的磷既存在于胞外聚合物中，因此磷酸铵镁法不能回收率很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先通过采用热水解技

术使污泥磷释放，再采用厌氧消化再次强化污泥磷释放，然后通过鸟粪石沉淀法对前两阶

段产生的富磷上清液进行磷回收，磷的回收率高。

[0006]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具体按照以

下步骤实施：

[0007]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处理至含水率为92％～97％，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

[0008] 步骤2，将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酸热水解反

应，然后进行离心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09]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

浓度，然后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1:1～1.5:1添加镁盐水溶液，搅拌，形成磷酸铵镁沉

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

得磷酸铵镁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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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

器，然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15％～25％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

消化反应一定的时间，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0011] 步骤5，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清液中

磷的摩尔浓度，然后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1:1～1.5:1添加镁盐水溶液，搅拌，形成磷酸

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

镁粗品。

[0012] 本发明的特征还在于，

[0013] 步骤1中将剩余污泥进行进行离心处理得到含水率为92％～97％的污泥，离心的

转速为1200～2000rpm，在室温离心3～8分钟。

[0014] 步骤2具体为：给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1～5mol/L 的NaOH溶

液调节PH至PH＝2～4，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70～80℃，热水解反应时间为0.7～1.5h，

然后进行离心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15] 步骤2中离心的转速为3500～5000rpm，在室温离心8～15分钟，离心后采用板框压

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16] 步骤3具体为：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

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至  PH＝8～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

＝1.1:1～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0～30℃下进行反应，搅拌，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

将磷酸铵镁沉淀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

镁粗品。

[0017] 步骤3中的搅拌速度为150～300r/min，搅拌时间为8～15min。

[0018] 步骤4中的厌氧消化反应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  80～200r/min，

反应温度为35～50℃，反应时间为15～20天。

[0019] 步骤5具体为：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

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8～10，再以摩尔浓度

比为Mg：P＝1.1:1～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0～30℃下进行反应，搅拌，形成磷酸铵镁沉

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20] 步骤5中的搅拌速度为150～300r/min，搅拌时间为8～15min。

[0021] 对磷酸铵镁沉淀进行分离时采用固液分离装置。

[002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发明是通过将热水解以及厌氧消化的上清液均在鸟粪石反应池进行反应，

可以使剩余污泥中的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磷的释放率可达  59％。

[0024] (2)本发明通过磷酸铵镁法回收磷，同时对氨氮也进行了回收，使氨氮得到了资源

化利用。

[0025] (3)本发明通过热水解可使剩余污泥中的有机物大量释放出来，释放率为50％，通

过厌氧消化可以使释放出来的有机物70％转化为甲烷，转化成的甲烷可以作为前段热水解

加热所需的能源，资源回收利用率高。

[0026] (4)本发明不仅对剩余污泥进行了资源化利用，而且同时对剩余污泥有很好的减

量效果，热水解条件下，随着污泥细胞壁的破裂，污泥中的水大量释放出来，经过离心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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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层泥的含水率在85％以下，对污泥的运输与后段处理有很大利处。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9] 本发明一种从剩余污泥液相中回收磷的工艺，其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按照以下步

骤实施：

[0030]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离心处理至含水率为92％～97％，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

离心的转速为1200～2000rpm，在室温离心3～8分钟；

[0031] 步骤2，给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1～5mol/L的  NaOH溶液调节

PH至PH＝2～4，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70～80℃，热水解反应时间为0.7～1.5h，使剩余

污泥中有机物、氨氮和正磷酸盐转移到上清液中，然后进行离心，离心的转速为3500～

5000rpm，在室温离心8～15分钟，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

层泥；

[0032]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

浓度，然后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至PH＝8～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1:1

～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0～30℃下进行反应，搅拌，搅拌速度为150～300r/min，搅拌

时间为8～15min，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并保

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33]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

器，然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15％～25％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

消化反应，厌氧消化反应的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80～200r/min，反应温

度为35～50℃，反应时间为15～20 天，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0034] 步骤5具体为：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

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1～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8～10，再以摩尔浓度

比为Mg：P＝1.1:1～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  20～30℃下进行反应，搅拌，拌速度为150～

300r/min，搅拌时间为8～15min，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

置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35] 实施例1

[0036] 步骤1，去城市污水处理厂取剩余污泥，以1500r/min，通过离心机，室温条件下离

心5分钟，使其含水率为95％；

[0037] 步骤2，将预处理得到的95％含水率剩余污泥进入热水解反应器，用  2mol/LNaOH

溶液调节污泥PH为3，温度为75℃条件下，进行热水解反应  1h，反应后以4000r/min转速，离

心10min，排出上清液，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上清

液中含有氨氮(318.7mg/L)  和正磷酸盐(226 .8mg/L)，并且上清液中释放出大量有机物

(SCOD为  8229mg/L)；

[0038] 步骤3，测定步骤2得到上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和含量，然后加入  1～5mol/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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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H溶液调节pH为9，投加Mg/P摩尔比为1.3的镁盐水溶液，反应温度选择25℃，搅拌速度选

择200r/min，搅拌反应10min，使上清液中含有的正磷酸盐和氨氮与镁离子形成磷酸铵镁沉

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

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39] 步骤4，将步骤3分离沉淀物后得到的剩余液体与步骤2所得到的下层泥混合注入

厌氧消化反应器中，反应器接种20％体积的厌氧颗粒污泥(厌氧接种污泥的特性为：SS 

20.0～21.1g/L、TP  30.3～32.6mg/L、NH4+‑N  51.23～53.44mg/L、COD  450.2～473.8mg/

L)，搅拌速率为150r/min，反应温度为45℃，在无氧条件下进行厌氧消化15天，对厌氧消化

后的污泥进行离心处理，得到含有氨氮(643.0mg/L)和正磷酸盐(175.2mg/L)厌氧上清液；

[0040] 步骤5，测定步骤4得到厌氧上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和含量，然后加入1～5mol/L的

NaOH溶液调节pH为9，投加Mg/P摩尔比为1.3的镁盐水溶液，反应温度选择25℃，搅拌速度选

择200r/min，搅拌反应10min，使上清液中含有的正磷酸盐和氨氮与镁离子形成磷酸铵镁沉

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

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41] 经步骤1‑5处理磷回收率达到59.0％。

[0042] 实施例2

[0043]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离心处理至含水率为92％，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离心的

转速为2000rpm，在室温离心8分钟；

[0044] 步骤2，给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1mol/L的NaOH  溶液调节PH

至PH＝2，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70℃，热水解反应时间为0.7h，使剩余污泥中有机物、

氨氮和正磷酸盐转移到上清液中，然后进行离心，离心的转速为3500rpm，在室温离心8分

钟，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45]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

浓度，然后加入1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至PH＝8，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1:1添加镁

盐水溶液，在20℃下进行反应，搅拌，搅拌速度为150r/min，搅拌时间为8min，形成磷酸铵镁

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铵

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46]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

器，然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15％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消化反

应，厌氧消化反应的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80r/min，反应温度为35℃，反

应时间为15天，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0047] 步骤5具体为：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

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1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8，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

P＝1.1: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0℃下进行反应，搅拌，拌速度为150r/min，搅拌时间为8min，

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酸铵镁

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48] 实施例3

[0049]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离心处理至含水率为97％，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离心的

转速为1200rpm，在室温离心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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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步骤2，给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5mol/L的NaOH  溶液调节PH

至PH＝4，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80℃，热水解反应时间为1.5h，使剩余污泥中有机物、

氨氮和正磷酸盐转移到上清液中，然后进行离心，离心的转速为5000rpm，在室温离心15分

钟，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51]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

浓度，然后加入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至PH＝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5:1添加镁

盐水溶液，在30℃下进行反应，搅拌，搅拌速度为300r/min，搅拌时间为15min，形成磷酸铵

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

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52]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

器，然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25％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消化反

应，厌氧消化反应的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200r/min，反应温度为50℃，反

应时间为20天，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0053] 步骤5具体为：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

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

Mg：P＝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30℃下进行反应，搅拌，拌速度为300r/min，搅拌时间为

15min，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

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54] 实施例4

[0055]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离心处理至含水率为94％，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离心的

转速为1800rpm，在室温离心6分钟；

[0056] 步骤2，给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3mol/L的NaOH  溶液调节PH

至PH＝3，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75℃，热水解反应时间为1.2h，使剩余污泥中有机物、

氨氮和正磷酸盐转移到上清液中，然后进行离心，离心的转速为4000rpm，在室温离心13分

钟，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57]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

浓度，然后加入3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至PH＝9，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2:1添加镁

盐水溶液，在26℃下进行反应，搅拌，搅拌速度为250r/min，搅拌时间为11min，形成磷酸铵

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

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58]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

器，然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20％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消化反

应，厌氧消化反应的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140r/min，反应温度为45℃，反

应时间为17天，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0059] 步骤5具体为：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

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3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9，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

P＝1 .2: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27℃下进行反应，搅拌，拌速度为230r/min，搅拌时间为

13min，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

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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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实施例5

[0061] 步骤1，将剩余污泥进行离心处理至含水率为93％，得到预处理剩余污泥，离心的

转速为1800rpm，在室温离心7分钟；

[0062] 步骤2，给步骤1所得到的经预处理的剩余污泥中加入5mol/L的NaOH  溶液调节PH

至PH＝4，然后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为80℃，热水解反应时间为1h，使剩余污泥中有机物、氨

氮和正磷酸盐转移到上清液中，然后进行离心，离心的转速为4200rpm，在室温离心12分钟，

离心后采用板框压滤设备进行压滤，分别得到上清液和下层泥；

[0063] 步骤3，将步骤2得到的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上清液中磷的摩尔

浓度，然后加入4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至PH＝9，再以摩尔浓度比为Mg：P＝1.5:1添加镁

盐水溶液，在30℃下进行反应，搅拌，搅拌速度为300r/min，搅拌时间为15min，形成磷酸铵

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并保存剩余液体，将分离得到磷酸

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0064] 步骤4，将步骤2得到的下层泥与步骤3中得到的剩余液体混合注入厌氧消化反应

器，然后给厌氧消化反应器中接种厌氧反应器体积21％的厌氧颗粒污泥，进行厌氧消化反

应，厌氧消化反应的条件为：在无氧条件下进行，搅拌速率为150r/min，反应温度为42℃，反

应时间为16天，回收经过厌氧消化反应后得到的厌氧上清液；

[0065] 步骤5具体为：将步骤4得到的厌氧上清液放入鸟粪石反应池中，并测定该厌氧上

清液中磷的摩尔浓度，然后加入5mol/L的NaOH溶液调节PH  至PH＝10，再以摩尔浓度比为

Mg：P＝1.5:1添加镁盐水溶液，在30℃下进行反应，搅拌，拌速度为300r/min，搅拌时间为

15min，形成磷酸铵镁沉淀，然后将磷酸铵镁沉淀采用固液分离装置分离出，将分离得到磷

酸铵镁沉淀经自然干燥获得磷酸铵镁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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