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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磷矿品质改善技术领域，特别涉

及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1)镁脱除、(2)氟硅酸钠合

成、(3)磷酸铵镁合成；本发明总体实现磷矿脱

镁、氟硅酸钠生产、磷酸铵镁生产、湿法磷酸萃取

生产耦合，实现氟硅酸钠生产污水闭路循环，二

次利用氟硅酸中间产物，减少湿法磷酸萃取生产

用硫酸消耗；通过磷矿脱镁液两步化学沉淀法，

依次合成氟硅酸钠和磷酸铵镁，克服传统磷矿脱

镁液处理工艺的诸多缺点，实现氟硅酸钠和磷酸

铵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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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40～50％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45～

65℃后恒定，将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反应2～5h，固液分离，获得滤饼和滤液，并

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合，送至湿法磷酸生产尾气

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槽，同时按1：1的质量

比加入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度为39～40℃，反应40～45min后将反应浆料送至第

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和母液，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送至

洗涤槽，用洗涤液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

降物2和上部洗液；将沉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液，滤

饼干燥后得氟硅酸钠，将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收集

槽；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40～50℃后恒定，

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6.5～9.0，机械搅拌反应55～6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燥后得

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稀氟硅酸，其浓度为1～15mol/L。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稀氟硅

酸的添加量以pH恒定为1.0～4.0即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2)中的氟硅酸溶液，其氟硅酸的含量为5～1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步骤(2)中的硫酸钠溶液，其浓度为28～29％，温度为40～45℃。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洗涤液，是水或浓度为28～32％的碳酸钠溶液。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洗涤，洗涤温度≤35℃，pH值控制在5.5～6.0，洗涤前后料浆含水率≤50％，半成品含水率

≤20％。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机械搅拌，其搅拌速度为180～220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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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磷矿品质改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

酸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磷矿资源正处于“多而不富、南多北少、难选难分”的现状。国土资源部已将磷

矿列为不能满足国民生产需求的20中矿产资源之一，而且随着磷化学工业对磷矿资源需求

的增加，富矿的不断消耗，如何合理有效的利用中低品位磷矿特别是高镁磷矿是我国磷化

工产业现阶段所面临的难题，在中低品位磷矿中，主要的杂质成分为白云石、石英、粘土、方

解石以及少量的有机组分。而白云石中镁杂质的存在，严重影响磷矿的处理与应用，在湿法

磷酸生产中，磷矿带入并对生产过程产生危害的主要杂质为镁、铁、铝、钾及钠等。其中，镁

的危害尤为明显。研究发现，若磷矿中w(Mg)超过1％，将对湿法磷酸及后续磷产品的生产产

生不利影响：(1)增加磷酸粘度，降低磷酸中H+活性；(2)延长磷酸钙结晶的成长和转化过

程，降低萃取槽的生产能力；(3)增加过滤阻力，降低过滤强度；(4)增加磷酸浓缩过程阻力；

(5)对磷酸后续产品造成影响，如在过磷酸钙生产中降低磷矿转化率，增加产品固化难度，

产品易吸湿结块。在磷铵生产中生成难溶的MgNH4PO4，降低水溶磷和有效磷含量等。若磷精

矿中w(MgO)降低1.0％，萃取磷酸过程中，w(SO42-)可降低1.53％，同样也会使磷铵产品中w

(N)和w(P2O5)分别提高1.0％和2.0％，磷矿中MgO含量已成为湿法磷酸生产中评价磷矿质

量的重要指标之一。磷矿石中镁杂质的存在会随着磷矿的深加工进入下游磷产品，降低各

工艺系统的效率及磷产品的纯度，增加产品净化系统的负荷，因此磷矿浆脱镁新工艺的研

究已成为磷矿科研及生产中的热门课题。

[0003] 目前现有的磷矿脱镁方法主要是采用化学浸提法，化学浸提法主要是利用酸性介

质选择性的溶解磷矿中的碳酸盐类杂质，并利用液固分离技术，将溶解在液相中的杂质离

子去除，已达到除杂的目的。化学浸提法由于其操作简单，除杂效率高，是目前的研究热点。

在利用化学浸提法脱除磷矿中的镁杂质时主要是利用磷矿中各物相组分与酸性物质反应

活性存在的差异性，在酸性浸提液环境中利用H+选择性地溶解含镁物相如白云石，并结合

液固分离技术，将含镁离子的液相分离，从而达到脱镁的效果。目前在磷矿脱镁工艺中，用

于化学浸提的脱镁试剂主要有无机酸，有机酸，酸性气体，酸式盐等酸性介质；1、有机酸化

学浸提法中，由于其酸性较弱，对磷矿石的溶解作用较小，也可作为脱除磷矿磷矿中碳酸盐

类杂质的化学试剂，如乙酸、乳酸、甲酸和琥珀酸等。Zafar等利用浓度为8％的甲酸，在液固

比为8cm3/g、反应温度为45℃、搅拌速率为350rpm的反应条件下对平均粒径为122.5μm，

P2O5含量为24％，碳酸盐含量(以CO2含量表示)为20％的磷矿进行浸提处理，研究结果表明

处理后的精矿中P2O5含量上升至34％，CO2含量含量降低至4％。Heydarpour等利用浓度为

12％的乙酸，在液固比为8cm3/g、反应温度为55℃的情况下对径为140μm，P2O5含量为

12.2％，碳酸盐含量(以CO2含量表示)为22.49％的磷矿进行浸提处理，研究结果表明处理

后的精矿中P2O5含量上升至20％，碳酸盐基本脱除。在利用有机酸进行浸提脱镁时，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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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脱除磷矿中的镁杂质，同时由于其酸性较弱，还能有效的降低磷损失。但是，在磷矿除

杂的过程中反应的液固比较大，一般在7cm3/g以上，因此在碳酸盐分解的过程中，由于搅拌

及CO2的产生，造成反应体系中起泡现象较严重，为了消除泡沫的影响，往往需要向反应体

系中加消泡剂，从而增加生产成本，并向反应体系中引入了其它杂质。此外，有机酸处理后

的磷矿不利于湿法磷酸的生产，且有价格昂贵；2、酸性气体化学浸提法中，SO2、Cl2以及CO2

均可以作为磷矿脱镁的浸提试剂。利用酸性气体进行磷矿脱镁主要是为了其它化工生产的

尾气处理，其脱镁效果一般，且反应周期较长；3、酸式盐类化学浸提法中，酸式盐硫酸氢镁

的溶液可以应用于磷矿的循环洗涤脱镁，脱镁选择性较好，且磷损失可以控制在较低的水

平，但是脱镁剂的用量较大，且应用范围较窄，对处理的磷矿石品位要求较高，一般要求磷

矿中P2O5含量在25％以上。盛勇等利用硫酸氢镁为脱镁浸提试剂，对P2O5含量为25.2％，

MgO含量为3.14％的磷矿进行脱镁浸提，处理后的精矿中P2O5含量为25.1％，MgO含量为

0.71％，处理过程中P2O5的回收率约为80％；4、在无机酸浸提的磷矿脱镁研究中，硫酸是最

早用作脱镁浸提试剂的无机酸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仍是研究热点。但当前已见

文献报到的以硫酸作为脱镁剂进行脱镁时，由于其溶解过程主要为扩散控制，反应过程中

磷矿表面迅速堆积大量不可透性的针状、细长瓦楞状或片状CaSO4·2H2O晶体，形成局部膜

或局部阻塞，减小了传质速率，降低了磷矿处理效率，造成大量的磷损失，且脱镁规律性较

差。张雪杰等以稀硫酸为脱镁浸提剂，在pH值为3.0，反应温度为55℃、液固比为2.0cm3/g的

条件下对初始粒径为150-180μm，P2O5含量为30.12％，MgO含量为3.99％的马边磷矿化学浸

提2h，研究结果表明磷矿脱镁率可达到68.42％，磷损失也控制在2.61％，把不利于湿法加

工的马边磷矿变成适宜加工的近二类酸法加工用磷矿，该工艺是硫酸浸提研究中比较成熟

的，且已经投入工业应用，磷酸也是作为脱镁试剂的无机酸之一，此工艺虽然磷损失较小，

但是脱镁效果较差，且工艺路线复杂；而湿法磷酸生产的副产物氟硅酸也可作为磷矿脱镁

浸提试剂。在氟硅酸进行磷矿脱镁处理时，虽然有一定的脱镁效果，但是磷损失严重，且氟

硅酸腐蚀过滤设备及管道，生产成本较高，现大都改作生产氟硅酸钠。云南三环化工有限公

司分别利用质量分数为17.84％的氟硅酸及氟硅酸与硫酸的混酸对平均粒径小于833μm，

P2O5含量为29.72％，MgO含量为2.21％的磷矿进行脱镁浸提，结果表明MgO的脱出率分别为

70.82％、79.13％，而P2O5的损失率分别高达6.5％、5.7％。

[0004] 综上所述，利用化学浸提法脱除磷矿中镁杂质的工艺方法与其它脱镁工艺相比，

其脱镁效率普遍较高，且所用原料一般均方便易得、处理的工艺流程简单、生产成本经济合

理。化学浸提法脱镁工艺的研究及应用已成为中低品位磷矿合理应用的重点研究内容，此

外，在磷矿浆化学浸提法脱镁过程中会产生含有大量镁及少量钙、铁、铝等金属阳离子以及

磷、硫的酸性废液，成分复杂，若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磷会造成水体

富营养化，酸性废液会使水体pH值发生变化，抑制微生物生长，阻碍水体自净，造成土壤酸

化。从国内外镁盐工业市场需求来看，镁盐需求量处于逐年上升的趋势，发展前景相当广

阔，广泛应用于医药、橡胶、轮胎、油漆等行业。如果能自磷矿脱镁液中提取镁制备镁产品，

不仅能避免环境污染，亦能降低弱酸脱镁生产成本，将是一条最为理想的综合利用途径。

[0005] 因此，如何有效的提高磷矿中镁的脱除率，并对脱除液中的大量的镁、磷进行高效

的回收，减少排放后对土壤、环境的污染，提升其附加值是目前中低品味磷矿处理时重点研

究的对象，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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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了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

法。

[0007] 具体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8] 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40～50％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

45～65℃后恒定，将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反应2～5h，固液分离，获得滤饼和滤

液，并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合，送至湿法磷酸生产

尾气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0010]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槽，同时按1：1的

质量比加入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度为39～40℃，反应40～45min后将反应浆料送

至第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和母液，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

送至洗涤槽，用洗涤液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

得沉降物2和上部洗液；将沉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

液，滤饼干燥后得氟硅酸钠，将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

收集槽；

[0011]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40～50℃后

恒定，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6.5～9.0，机械搅拌反应55～6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

燥后得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0012] 所述的稀氟硅酸，其浓度为1～15mol/L。

[0013] 稀氟硅酸的添加量以pH恒定为1.0～4.0即可。

[0014] 所述步骤(2)中的氟硅酸溶液，其氟硅酸的含量为5～15％。

[0015] 所述的步骤(2)中的硫酸钠溶液，其浓度为28～29％，温度为40～45℃。

[0016] 所述的洗涤液，是水或浓度为28～32％的碳酸钠溶液。

[0017] 所述的洗涤，洗涤温度≤35℃，pH值控制在5.5～6 .0，洗涤前后料浆含水率≤

50％，半成品含水率≤20％。

[0018] 所述的机械搅拌，其搅拌速度为180～220rpm。

[0019] 湿法磷酸萃取生产原理：

[0020] 用硫酸分解磷矿浆，可生成磷酸和硫酸钙结晶的混合料浆。控制适宜的反应条件，

可取获得粗大、均匀、易于过滤和洗涤的二水硫酸钙结晶。其总反应表示如下：

[0021] Ca5F(PO4)3+5H2SO4+10H2O＝3H3PO4+5CaSO4·2H2O+HF↑

[0022] 在实际生产中，反应是分两步进行的：

[0023] 1、磷矿颗粒首先被淡磷酸分解，生成磷酸一钙：

[0024] Ca5F(PO4)3+10H3PO4＝3H3PO4+5Ca(H2PO4)2+HF↑

[0025] 2、磷酸一钙继续与硫酸反应生成磷酸和二水硫酸钙结晶：

[0026] 5Ca(H2PO4)2+5H2SO4＝10H3PO4+5CaSO4·2H2O↓

[0027] 反应得到的磷酸和二水硫酸钙结晶的混合料浆，采用真空过滤的方法进行液固分

离，分别得到稀磷酸和磷石膏。并对磷石膏进行二次逆流洗涤，充分回收磷酸。

[0028] 在反应过程中，其它物质发生的副反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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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6HF+SiO2＝H2SiF6+2H2O

[0030] H2SiF6＝SiF4↑+2HF↑

[0031] 四氟化硅气体从反应槽逸出，在洗涤装置中用水吸收生成氟硅酸，同时析出易堵

塞设备及管道的硅胶-SiO2·nH2O

[0032] 3SiF4+(n+2)H2O＝2H2SiF6+SiO2·nH2O

[0033] 氟硅酸化学浸提法脱镁原理：

[0034] 天然磷矿石分为磷灰石和磷块岩两类，其主要成分均为氟磷酸钙[Ca5F(PO4)3]，磷

矿中镁基本都以白云石(CaCO3·MgCO3)形式存在。利用弱氟硅酸介质下CaCO3和MgCO3的反

应活性远大于氟磷酸钙的特性，使H+通过磷矿颗粒微细孔隙渗透至白云石微粒表面参加反

应，以达到分解CaCO3·MgCO3及脱除Mg2+的目的。同时，稀酸中的H+还会和Fe2O3及Al2O3反应，

其反应如下：

[0035] CaCO3·MgCO3+2H2SiF6＝CaSiF6+2CO2↑+MgSiF6+2H2O

[0036] Fe2O3+3H2SiF6＝Fe2(SiF6)3+3H2O

[0037] Al2O3+3H2SiF6＝Al2(SiF6)3+3H2O

[0038] 氟磷酸钙在稀酸脱镁过程中也会有少量分解，其反应如下：

[0039] Ca5F(PO4)3+5H2SiF6+8H2O＝3H3PO4+5CaSiF6+HF↑

[0040] 氟硅酸化学浸提法脱除磷矿伴生镁

[0041] 氟硅酸钠合成原理：

[0042] SiF62-+Na2SO4＝Na2SiF6+SO42-

[0043] 其中SiF62-和Na2SO4的投料顺序主要影响成核速度和结晶生长速度，从而影响结晶

产品的粒度和密度。生产中可以通过控制投料顺序和速度得到不同的产品，其核心是通过

控制结晶过程的过饱和度，继而控制适宜的成核速度和结晶生长速度。投料顺序一：将硫酸

钠溶液加入氟硅酸中，可得到大结晶、高密度产品。氟硅酸钠在酸性介质中的溶解度显著增

加，所以采用此法投料的过饱和度最小，成核速度小，结晶生长快。投料顺序二：将氟硅酸加

入硫酸钠溶液中，可得到胶状产品，其粘度高，会降低离子在溶液中的运动速度。更为重要

的是，大量硫酸根离子(SO42-)的存在会大幅降低氟硅酸根离子(Si4+)在结晶晶面上的生长

速度。因此，采用此法投料的过饱和度最大，成核速度快，结晶生长慢。投料顺序三：将氟硅

酸和硫酸钠溶液并流加入反应器中，可得到密实但稍细的产品。此法的最大优点是可实现

连续生产，结晶在相对稳定的过饱和度下长成。理论上，其结晶的粒度分布较集中。由于此

法对操作管理和设备、仪表的可靠性要求高，目前采用的企业相对较少。

[0044] 磷酸铵镁合成原理：

[0045] 在磷矿浆化学浸提法脱镁过程及氟硅酸钠合成反应过程中会产生含有大量镁及

少量钙、铁、铝等金属阳离子以及磷、硫的酸性废液，为了回收滤液中的镁和磷，在磷矿浆脱

镁滤液中加入铵根离子，生成磷酸铵镁沉淀。磷酸铵镁是一种难溶于水的化合物，其溶度积

Ksp在25℃时仅为2.5×10-13。因此，磷酸铵镁合成反应速度很快且比较完全，故从物性分析

该反应可行。主要化学反应如下：

[0046] Mg2++NH4++H2PO4-+6H2O＝MgNH4PO4·6H2O↓+2H+

[0047] Mg2++NH4++HPO42-+6H2O＝MgNH4PO4·6H2O↓+H+

[0048] Mg2++NH4++PO43-+6H2O＝MgNH4PO4·6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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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此外，因磷矿浆脱镁滤液中还存有Fe3+、Al3+、Ca2+等离子，故磷酸铵镁制备过程中

(pH值>8)还伴有如下副反应的发生：

[0050] Mg2++2NH3·H2O＝Mg(OH)2↓+2NH4+

[0051] Ca2++2NH3·H2O＝Ca(OH)2↓+2NH4+

[0052] Fe3++3NH3·H2O＝Fe(OH)3↓+3NH4+

[0053] Al3++3NH3·H2O＝Al(OH)3↓+3NH4+

[005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1)通过湿法磷酸生产过程中附产氟硅酸用以

磷矿浆脱镁，降低湿法磷酸萃取生产用矿镁磷比，降低磷矿带入镁并对湿法磷酸及磷复肥

生产过程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0055] (2)通过氟硅酸化学浸提法脱除磷矿伴生镁，克服传统磷矿脱镁工艺诸多缺点，实

现脱镁效益最大化。

[0056] (3)通过磷矿脱镁液两步化学沉淀法，依次合成氟硅酸钠和磷酸铵镁，克服传统磷

矿脱镁液处理工艺的诸多缺点，实现氟硅酸钠和磷酸铵镁联产。

[0057] (4)克服传统氟硅酸钠生产工艺附产大量含氟、硫酸根、钠离子、硅胶等污水，污水

处理用石灰消耗大且处理难度大，处理后污水作为二次工业水使用风险较大，若返回湿法

磷酸萃取生产系统，易造成磷石膏过滤系统结晶堵塞等缺点。实现氟硅酸钠生产污水零排

放。

[0058] (5)磷酸铵镁合成反应滤液(主要成分为硫酸)返回湿法磷酸萃取槽用于萃取磷矿

浆生产湿法磷酸，降低硫酸消耗。

[0059] (6)本发明总体实现磷矿脱镁、氟硅酸钠生产、磷酸铵镁生产、湿法磷酸萃取生产

耦合，实现氟硅酸钠生产污水闭路循环，二次利用氟硅酸中间产物，减少湿法磷酸萃取生产

用硫酸消耗。

附图说明

[0060] 图1：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61]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这些实

施方式，任何在本实施例基本精神上的改进或代替，仍属于本发明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

范围。

[0062] 实施例1

[0063] 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4]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40％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45℃

后恒定，将浓度为1～15mol/L的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pH恒定为1.0，反应2h，固液

分离，获得滤饼和滤液，并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

合，送至湿法磷酸生产尾气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0065]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含量为5％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槽，

同时按1：1的质量比加入浓度为28％，温度为40℃的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度为39

℃，反应40min后将反应浆料送至第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和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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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送至洗涤槽，在温度为35℃，pH值为5.5的环境下，用水进行

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2和上部洗液；将沉

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液，滤饼干燥后得氟硅酸钠，将

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收集槽；

[0066]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40℃后恒定，

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6.5，在180rpm的速度下搅拌反应5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燥

后得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0067] 实施例2

[0068] 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9]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50％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65℃

后恒定，将浓度为15mol/L的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pH恒定为4.0，反应5h，固液分

离，获得滤饼和滤液，并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合，

送至湿法磷酸生产尾气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0070]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含量为15％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

槽，同时按1：1的质量比加入浓度为29％，温度为45℃的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度

为40℃，反应45min后将反应浆料送至第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和母

液，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送至洗涤槽，在温度32℃，pH值为6.0的环境下，用浓度为

32％的碳酸钠溶液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

降物2和上部洗液；将沉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液，滤

饼干燥后得氟硅酸钠，将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收集

槽；

[0071]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50℃后恒定，

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9.0，在220rpm的速度下搅拌反应6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燥

后得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0072] 实施例3

[0073] 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4]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45％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50℃

后恒定，将浓度为1～15mol/L的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pH恒定为2.5，反应3h，固液

分离，获得滤饼和滤液，并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

合，送至湿法磷酸生产尾气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0075]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含量为10％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

槽，同时按1：1的质量比加入浓度为28.5％，温度为43℃的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

度为39.5℃，反应43min后将反应浆料送至第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

和母液，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送至洗涤槽，在温度28℃，pH值为5.8的环境下，用水

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2和上部洗液；

将沉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液，滤饼干燥后得氟硅酸

钠，将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收集槽；

[0076]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40℃后恒定，

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9.0，在220rpm的速度下搅拌反应5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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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0077] 实施例4

[0078] 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9]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40％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65℃

后恒定，将浓度为15mol/L的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pH恒定为1.0，反应5h，固液分

离，获得滤饼和滤液，并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合，

送至湿法磷酸生产尾气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0080]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含量为5％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槽，

同时按1：1的质量比加入浓度为29％，温度为40℃的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度为40

℃，反应40min后将反应浆料送至第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和母液，

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送至洗涤槽，在温度25℃，pH值为6.0的环境下，用浓度为

32％的碳酸钠溶液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

降物2和上部洗液；将沉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液，滤

饼干燥后得氟硅酸钠，将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收集

槽；

[0081]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40℃后恒定，

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9.0，在180rpm的速度下搅拌反应6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燥

后得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0082] 实施例5

[0083] 一种磷矿脱镁并联产氟硅酸钠和硫酸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4] (1)镁脱除：将磷矿加水调和成含量为50％的磷矿浆，泵入反应槽中，加热至45℃

后恒定，将浓度为15mol/L的稀氟硅酸匀速滴加至磷矿浆中，pH恒定为4.0，反应2h，固液分

离，获得滤饼和滤液，并对滤饼采用水洗涤2-3次，并烘干获得磷精矿；洗涤液和滤液混合，

送至湿法磷酸生产尾气洗涤吸收系统制得氟硅酸溶液；

[0085] (2)氟硅酸钠合成：将步骤(1)中的含量为15％的氟硅酸溶液送至氟硅酸钠合成

槽，同时按1：1的质量比加入浓度为28％，温度为45℃的硫酸钠溶液，控制合成槽反应温度

为40℃，反应40min后将反应浆料送至第一增稠槽中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得沉降物1和母

液，将母液泵入母液槽，将沉降物1送至洗涤槽，在温度35℃，pH值为6.0的环境下，用水或浓

度为28％的碳酸钠溶液进行洗涤，将洗涤后的浆料送至第二增稠槽自然沉降，沉降分离后，

得沉降物2和上部洗液；将沉降物1和沉降物2混合，经离心机进行脱水、分离，得滤饼和滤

液，滤饼干燥后得氟硅酸钠，将母液槽、滤液和上部洗液混合，将上部含硅胶的液体溢流至

收集槽；

[0086] (3)磷酸铵镁合成：将步骤(2)中收集槽中的液体泵入反应槽，加热至50℃后恒定，

加入液氨调节pH值为6.5，在220rpm的速度下搅拌反应65min后经离心机过滤，将滤饼干燥

后得磷酸铵镁产品，将滤液返回湿法磷酸萃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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