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198035.9

(22)申请日 2018.03.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0339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07

(73)专利权人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横村镇

    专利权人 江西金龙化工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陆宗盛　刘劭农　黄伟果　龙兴祥　

胡泽伟　王富玲　黄剑敏　孙科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昌金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6129

代理人 石红丽

(51)Int.Cl.

A01N 25/02(2006.01)

审查员 余爱丽

 

(54)发明名称

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草甘膦母液中有机氮资源综

合利用方法，属于草甘膦母液氮资源回收利用领

域，所述氮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将含氮有机物转化

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以及使用碳酸氢

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本发

明公开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可以

对草甘膦母液中的氮资源进行充分循环利用，减

少草甘膦母液对环境的影响，完善草甘膦生产产

业链，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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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氮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将草甘膦

母液中的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以及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

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

所述将草甘膦母液中的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按照如下步骤

进行：

S1：将草甘膦母液置于湿式催化氧化器与空气进行催化氧化，所述催化氧化的温度范

围为240～280℃，压力为4.5～7.0MPa，得氧化液；所述草甘膦母液为烷基酯法生产草甘膦

的母液，所述草甘膦母液的pH为9～11；

S2：向所述氧化液中添加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所述氧化液的pH为碱性，得碱性氧化液；

所述碱性氧化液的pH为9‑12；

S3：将所述碱性氧化液转移至蒸氨精馏塔中进行减压精馏，蒸汽经过所述蒸馏塔顶上

设置的冷凝器形成冷凝液，未形成所述冷凝液的蒸汽进入与所述冷凝器管道连接的水喷射

吸收塔中，形成碳酸氢铵溶液；所述减压精馏的塔底真空度40～80KPa，塔底温度65～85℃，

塔顶温度55～75℃；

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取所述碳

酸氢铵溶液置于配置釜中，向所述配置釜中加入过量的草甘膦原药，边搅拌边加热，待搅拌

均匀后停止加热，待溶液温度降至20～40℃后，通入液氨调节溶液pH，加入助剂混合均匀，

得所述草甘膦铵盐水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2

中，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质量分数为32％～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温度

为50～9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时间

为0.5～3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草甘膦铵

盐水剂的pH为4.5～5.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为烷

基糖苷、牛酯胺、聚乙二醇以及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几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酸氢铵

溶液：所述草甘膦原药：所述液氨：所述助剂的质量比为50～60:30～35:0～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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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草甘膦母液氮资源回收利用领域，更具体的，涉及草甘膦母液氮资源

综合利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草甘膦(glyphosate)，化学名称为N‑(膦羧甲基)甘氨酸，纯品为非挥发性白色固

体，比重为0.5，大约在230℃左右熔化，并伴随分解，常温下在水中的溶解度只有1.2克，不

溶于一般有机溶剂，其异丙胺盐完全溶解于水，不可燃、不爆炸，常温贮存稳定，对中炭钢、

镀锌铁皮有腐蚀作用。草甘膦为内吸传导型广谱灭生性除草剂，主要抑制物体内烯醇丙酮

基莽草素磷酸合成酶，从而抑制莽草素向苯丙氨酸、酷氨酸及色氨酸的转化，使蛋白质的合

成受到干扰导致植物死亡。草甘膦是通过茎叶吸收后传导到植物各部位的，可防除单子叶

和双子叶、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和灌木等40多科的植物。草甘膦入土后很快与铁、铝等金

属离子结合而失去活性，对土壤中潜藏的种子和土壤微生物无不良影响。

[0003] 草甘膦生产主要有两种合成方式，一是IDA法，即以二乙醇胺或氢氰酸为起始原

料，美国孟山都等国外公司普遍采用该法；另一种为烷基酯法，国内大多数企业采用此法。

传统烷基酯法生成草甘膦过程中，甘氨酸过量，并且过量的甘氨酸发生副反应生成含氮有

机物稳定的存在于草甘膦母液中，草甘膦母液经过微滤、超滤去除杂质后，采用膜浓缩多级

分离处理法除钠，母液经膜处理后分成浓液和淡液(浓液中草甘膦含量1.0～10.0％，氯化

钠含量小于3％，除盐率在90％以上；淡液主要为氯化钠盐水，其中草甘膦含量小于0.1％，

氯化钠含量大于5％)，其中浓液用于草甘膦水剂配制，无法充分利用除草甘膦外的有机氮，

并且该有机氮难以分解，直接配制水剂会对环境有影响。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回收利用草甘膦母液中的氮资源的

综合利用方法，该方法可有效回收并利用草甘膦母液中的氮资源。

[0005] 为达此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发明提供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所述氮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将草甘

膦母液中的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以及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

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

[0007] 所述将草甘膦母液中的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按照如下

步骤进行：

[0008] S1：将所述草甘膦母液置于湿式催化氧化器与空气进行催化氧化，所述催化氧化

的温度范围为240～280℃，压力为4.5～7.0MPa，得氧化液；

[0009] S2：向所述氧化液中添加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所述氧化液的pH为碱性，得碱性氧化

液；

[0010] S3：将所述碱性氧化液转移至蒸氨精馏塔中进行减压精馏，蒸汽经过所述蒸馏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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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上设置的冷凝器形成冷凝液，未形成所述冷凝液的蒸汽进入与所述冷凝器管道连接的水

喷射吸收塔中，形成碳酸氢铵溶液；

[0011] 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取所

述碳酸氢铵溶液置于配置釜中，向所述配置釜中加入过量的草甘膦原药，边搅拌边加热，待

搅拌均匀后停止加热，待溶液温度降至20～40℃后，通入液氨调节溶液pH，加入助剂混合均

匀，得所述草甘膦铵盐水剂。

[0012]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在所述步骤S1中，所述草甘膦母液为烷基酯法生产

草甘膦的母液，所述草甘膦母液的pH为9～11。

[0013]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碱性氧化液的pH为9～12。

[0014]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在所述步骤S2中，所述氢氧化钠溶液的质量分数为

32％～50％。

[0015]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减压精馏的塔底真空度40～

80KPa，塔底温度65～85℃，塔顶温度55～75℃。

[0016]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加热温度为50～90℃。

[0017]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搅拌时间为0.5～3h。

[0018]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草甘膦铵盐水剂的pH为4.5～5.5。

[0019]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助剂为烷基糖苷、牛酯胺、聚乙二醇以及脂肪醇

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0] 在本发明较佳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碳酸氢铵溶液：所述草甘膦原药：所述液氨：所

述助剂的质量比为50～60:30～35:0～2:8～11。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2] 本发明提供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将草甘膦母液中的含氮有机物转

化为碳酸氢铵溶液，并且将此碳酸氢铵溶液直接用于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无需去除溶剂，

碳酸氢铵利用率可达99％：一方面可防止草甘膦母液中的含氮有机物对环境造成污染；一

方面可有效利用草甘膦母液中的氮资源，去除杂草的同时给农作物补充农作物容易吸收的

氮源，促进农作物生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4] 烷基酯法草甘膦生产主要原料为多聚甲醛、甘氨酸、亚磷酸二甲酯、三乙胺、甲醇、

盐酸，其中多聚甲醛的解聚是以三乙胺为催化剂，经过解聚、加成、缩合、水解反应，其中甘

氨酸作为烷基酯法合成生产草甘膦的主要原材料，除了反应生成草甘膦外，还发生副反应

生成增甘膦、N‑甲基草甘膦、N‑羟甲基甘氨酸等含氮有机物，最终生成草甘膦原粉和草甘膦

母液两部分，草甘膦的原粉含量95％～96.5％，上述含氮有机物最终溶解在草甘膦母液中。

该草甘膦母液pH值为9～11，主要成分有：草甘膦、氯化钠、甘氨酸、增甘膦、亚磷酸盐、甲醛、

N‑甲基草甘膦、N‑羟甲基甘氨酸等。

[0025] 以下实施例中的草甘膦母液中均经过三乙胺回收处理，处理方法按照现有技术进

行，此处省略此回收方法。

[0026]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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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本实施例提供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所述氮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将含

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以及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

的氮资源利用；

[0028] 所述将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的氮资源回收利用包括所述含氮有机物转化

为碳酸氢铵的氮资源回收以及碳酸氢铵的利用；

[0029] 所述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30] S1：将所述草甘膦母液置于湿式催化氧化器与富氧空气进行催化氧化，所述空气

中氧气的体积分数为23％，控制催化氧化的温度范围为240℃，压力为4.5MPa，得氧化液，氧

化液中主要含铵根离子、碳酸根离子、磷酸根离子、未被催化的有机氮以及其他杂质，测得

此氧化液的pH值为8.4，此催化氧化的效率85％，其中氨根离子占氧化液总质量的0.64％；

[0031] S2：向所述氧化液中添加质量百分数32％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所述氧化液的pH

为9.5，得碱性氧化液。

[0032] S3：将所述碱性氧化液转移至蒸氨精馏塔中进行减压精馏，所述减压精馏的塔底

真空度40KPa，塔底温度85℃，塔顶温度75℃，测得精馏塔底的脱氨后氧化液的氨含量

229mg/L，蒸汽经过所述蒸馏塔顶上设置的冷凝器形成冷凝液，冷凝液的温度为35℃，所述

冷凝液回流至蒸氨精馏塔内，未形成所述冷凝液的蒸汽进入与所述冷凝器管道连接的水喷

射吸收塔中，形成碳酸氢铵溶液，测得所述碳酸氢铵溶液的质量百分数为15.0％。

[0033] 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按碳

酸氢铵溶液：草甘膦原粉：液氨：助剂的质量配比为50:30:2:8先加入碳酸氢铵溶液至反应

釜中，再加入草甘膦原药，加热升温至50℃，保温充分搅拌反应0.5h，冷却至20℃，然后加入

液氨和草甘膦助剂(烷基糖苷)，得到草甘膦铵盐水剂，测得水剂pH值为5.5，草甘膦含量为

30.7％。

[0034] 在所添加的助剂中，烷基糖苷因具有较强的广谱抗菌活性，产品增稠效果显著、易

于稀释、无凝胶现象，使用方便。

[0035] 为了防止在所述水喷射吸收塔中未被吸收的氨气污染空气，所述水喷射吸收塔与

尾气吸收装置管道连接，尾气吸收装置中含有工艺水，所述工艺水是生产草甘膦工艺中生

产的酸性废水，废水循环利用，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提供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所述氮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将含

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以及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

的氮资源利用；

[0038] 所述将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的氮资源回收利用包括所述含氮有机物转化

为碳酸氢铵的氮资源回收以及碳酸氢铵的利用；

[0039] 所述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40] S1：将所述草甘膦母液置于湿式催化氧化器与富氧空气进行催化氧化，所述空气

中氧气的体积分数为27％，控制催化氧化的温度范围为255℃，压力为5.8MPa，得氧化液，氧

化液中主要含铵根离子、碳酸根离子、磷酸根离子、未被催化的有机氮以及其他杂质，测得

pH值为7.6，此催化氧化的效率90.7％，其中氨根离子占氧化液总质量的0.79％；

[0041] S2：向所述氧化液中添加质量百分数40％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所述氧化液的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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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1，得碱性氧化液。

[0042] S3：将所述碱性氧化液转移至蒸氨精馏塔中进行减压精馏，所述减压精馏的塔底

真空度60KPa，塔底温度75℃，塔顶温度65℃，测得精馏塔底的脱氨后氧化液的氨含量

153mg/L，蒸汽经过所述蒸馏塔顶上设置的冷凝器形成冷凝液，所述冷凝液至蒸氨精馏塔

内，未形成所述冷凝液的蒸汽进入与所述冷凝器管道连接的水喷射吸收塔中，形成碳酸氢

铵溶液，测得所述碳酸氢铵的含量为19.2％。

[0043] 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按碳

酸氢铵溶液：草甘膦原药：液氨：助剂的质量配比为55:32:1:10先加入碳酸氢铵溶液至反应

釜中，再加入草甘膦原药，加热升温至70℃，保温充分搅拌反应1.5h，冷却至30℃，然后加入

液氨和草甘膦助剂(烷基糖苷、牛酯胺，所述烷基糖苷、所述牛酯胺质量比4:1)，得到草甘膦

铵盐水剂，测得水剂PH值为5.2，草甘膦含量为30.4％。

[0044] 在所添加的助剂中，烷基糖苷因具有较强的广谱抗菌活性，产品增稠效果显著、易

于稀释、无凝胶现象，使用方便；牛脂胺聚氧乙烯醚具有优良的乳化、分散、增溶、抗静电、润

滑、缓蚀能力，具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烷基糖苷和牛酯胺是作为草甘膦盐水剂的增效剂而加

入的。

[0045] 实施例3

[0046] 本实施例提供的草甘膦母液氮资源综合利用方法，所述氮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将含

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以及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

的氮资源利用；

[0047] 所述将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的氮资源回收利用包括所述含氮有机物转化

为碳酸氢铵的氮资源回收以及碳酸氢铵的利用；

[0048] 所述含氮有机物转化为碳酸氢铵溶液的氮资源回收，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49] S1：将所述草甘膦母液置于湿式催化氧化器与富氧空气进行催化氧化，所述空气

中氧气的体积分数为35％，控制催化氧化的温度范围为280℃，压力为7.0MPa，得氧化液；氧

化液中主要含铵根离子、碳酸根离子、磷酸根离子、未被催化的有机氮以及其他杂质，测得

此氧化液的pH值为7.1，此催化氧化的效率98％，其中氨根离子占氧化液总质量的1.2％；

[0050] S2：向所述氧化液中添加质量百分数50％的氢氧化钠溶液，调节所述氧化液的pH

为11.9，得碱性氧化液。

[0051] S3：将所述碱性氧化液转移至蒸氨精馏塔中进行减压精馏，所述减压精馏的塔底

真空度80KPa，塔底温度65℃，塔顶温度55℃，测得精馏塔底的脱氨后氧化液的氨含量34mg/

L，蒸汽经过所述蒸馏塔顶上设置的冷凝器形成冷凝液，所述冷凝液回流至蒸氨精馏塔内，

未形成所述冷凝液的蒸汽进入与所述冷凝器管道连接的水喷射吸收塔中，形成碳酸氢铵溶

液，测得所述碳酸氢铵的含量为26.0％。

[0052] 使用碳酸氢铵溶液配置草甘膦铵盐水剂的氮资源利用，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53] 按碳酸氢铵溶液：草甘膦原药：液氨：助剂的质量配比为60:35:0:11先加入碳酸氢

铵溶液至反应釜中，再加入草甘膦原药，加热升温至90℃，保温充分搅拌反应3h，冷却至40

℃，然后加入草甘膦助剂(包含烷基糖苷、牛酯胺、聚乙二醇、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其质量比

为4:1:1:0.5)，得到草甘膦铵盐水剂，测得水剂pH值为4.5，草甘膦含量为30.9％。

[0054] 在所添加的助剂中，烷基糖苷因具有较强的广谱抗菌活性，产品增稠效果显著、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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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稀释、无凝胶现象，使用方便；牛脂胺聚氧乙烯醚具有优良的乳化、分散、增溶、抗静电、润

滑、缓蚀能力，具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烷基糖苷和牛酯胺是作为草甘膦盐水剂的增效剂而加

入的，而脂肪醇聚氧乙烯醚则是作为乳化的作用而加入的，聚乙二醇是作为稳定剂而加入

的。

[0055] 本发明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发明的

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发明不受此

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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