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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

方法与装置，将磷石膏和有机萃取剂通过螺旋提

料机加入到酸浸槽中和浓硫酸混合制成磷石膏

浆液，加热、搅拌使浆液均匀，让磷石膏中的杂质

充分浸出；对混匀后的浆液施加电场，使得包裹、

吸附在磷石膏表面的杂质充分释放出来；经过电

解离后的磷石膏浆液输送到水洗塔中，在水洗塔

中施加电场和磁场，在搅拌状态下磷石膏浆液中

的金属、重金属、放射性金属离子在电场力的作

用下发生定向迁移，最终在电极表面发生沉积，

实现与磷石膏浆液的分离；本方法和装置适用性

广，对磷石膏杂质含量无选择性；处理时间短、能

耗低、处理效率高，无二次污染；能有效分离回收

磷石膏中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实现资

源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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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电解离：将磷石膏和有机萃取剂通过螺旋提料机加入到酸浸槽中和浓硫酸混合制

成磷石膏浆液，加热、搅拌使浆液均匀，让磷石膏中的杂质充分浸出；对混匀后的浆液施加

电场，磷石膏中的二水硫酸钙在热硫酸中解离为钙离子和硫酸根离子，使得包裹、吸附在磷

石膏表面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及存在其晶格内的杂质充分释放出来；在电场力作

用下破坏有机及硫化物结合态的金属化合物的化学键，促使其向可交换态转化，从而实现

磷石膏中的杂质从固相到液相的转变，分离进入到磷石膏浆液中；同时有机萃取剂将杂质

萃取进入有机相中；

（2）电磁迁移沉积：经过电解离后的磷石膏浆液输送到水洗塔中，在水洗塔中施加电场

和磁场，在搅拌状态下磷石膏浆液中的金属、重金属、放射性金属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发

生定向迁移，迁移的带电离子在磁场中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通过控制脉冲磁场发生器中

的电流方向使得带电离子所受洛伦兹力方向与电场力方向一致，加快离子向电极两侧迁移

的速度，两电极附近的离子浓度不断增加，最终在电极表面发生沉积，实现与磷石膏浆液的

分离；将电极从电极卡槽中取出，对电极上沉积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进行溶解分离

得到金属溶液，进一步回收利用，对水洗后的磷石膏浆液进行脱水，将可溶性磷类、氟类和

有机类杂质脱除后得到半水石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浓硫酸的质量浓度

为25%～35%，磷石膏与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3～1:5，浓硫酸浸出时间为45min～12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有机萃取剂为磷酸

三丁酯、四氯化碳或磷酸二辛酯，磷石膏与有机萃取剂的质量体积比为1:5～1: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酸浸槽中电场由不

锈钢电极产生，通入电流方式为直流电，电压为10～30V，电场施加时间为连续施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额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酸浸槽中加热温

度为70～90℃，搅拌速度为40～80r/min。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水洗塔中电场由多

孔电极产生，通入电流方式为直流电，电压为30～60V，电极材料为不锈钢、石墨或碳；电场

施加时间为1～3h，多孔电极的孔隙率为20%～5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磁场由脉冲磁场发

生器中的赫姆霍兹线圈产生，向线圈施加的电压为20～50V，赫姆霍兹线圈匝数为50～100，

电感量为5～30μH，磁场施加时间为60～180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搅拌速

度为30～60r/min。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水洗塔进水口的水

流速度为5～20m/s，水洗塔中磷石膏浆液含水率为80%～90%。

10.实现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螺旋

提料机（1）、酸浸槽、泵（9）、水洗塔，其中酸浸槽包括壳体（2）、不锈钢电极（3）、加热管（5）、

入料口（6）、出料口（7）、搅拌器Ⅰ（8），不锈钢电极（3）设置在壳体（2）内，壳体（2）上部开有入

料口（6），入料口与螺旋提料机（1）连通，壳体（2）底部开有出料口（7），加热管（5）设置在壳

体（2）内底部，壳体内设置有搅拌器Ⅰ（8），出料口（7）通过管道与泵（9）连接；水洗塔包括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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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10）、浆液进口（11）、电磁发生装置（12）、搅拌器Ⅱ（13）、进水口（14）、浆液出口（15）、

观察孔（4），塔壳体（10）内设置有搅拌器Ⅱ（13），塔壳体（10）上部开有进水口（14），塔壳体

（10）下部开有浆液进口（11），浆液进口（11）通过管道与泵（9）连接，塔壳体（10）底部设置有

浆液出口（15），塔壳体（10）侧面开有一个以上观察孔（4），电磁发生装置（12）设置在塔壳体

（10）内，不锈钢电极（3）、电磁发生装置（12）、加热管（5）、搅拌器Ⅰ、搅拌器Ⅱ分别与电源连

接。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电磁发生装置包

括支架（16）、磁感线圈（17）、多孔电极（18），磁感线圈（17）设置在支架（16）上，多孔电极

（18）包括弧形多孔正极板和弧形多孔负极板，多孔电极贯穿设置在支架内，电磁发生装置

产生的电场、磁场覆盖水洗塔内腔。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不锈钢电极（3）

包括弧形正极板和弧形负极板，弧形正极和弧形负极产生的电场覆盖酸浸槽内腔，弧形正

极板和弧形负极板分别与电源正负极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泵为耐腐蚀的污

泥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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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和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和装置，属于磷石膏的资源化利用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磷石膏是我们在使用湿法生产磷酸的时候所排出的工业废渣，在我国磷石膏的利

用率还很低，尤其是我国的西南地区，因为没有有效的利用磷石膏，使得磷石膏的堆放、处

置日益成为影响环境的重要问题。磷石膏中含有的杂质是限制磷石膏利用率的主要原因。

[0003] 磷石膏主要成分是二水硫酸钙，磷石膏中硫酸钙干基质量分数一般超过80％，甚

至超过90％，但其利用率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磷石膏中含有大量的磷类杂质、氟类杂质、有

机类杂质、金属盐和放射性元素等，是一种重要的再生石膏资源。

[0004] 磷是磷石膏中主要的有害杂质，磷石膏中的磷主要以可溶性磷、共晶磷、难溶性磷

三种形式存在，难溶物覆盖在磷石膏表面，阻碍石膏继续溶出和水化，从而延长磷石膏及其

制品的凝结硬化时间、降低水泥早期强度和降低石膏制品的强度，其中以可溶性磷对磷石

膏性能影响最大。

[0005] 磷石膏中的氟来源于磷矿石，磷矿石经硫酸分解时，磷矿石中的氟有20％～40％

夹杂在磷石膏中，以可溶氟NaF和难溶氟（CaF、Na2SiF6、Na2AlF6）两种形式存在。可溶性氟是

影响磷石膏性能的主要形式，它有促凝作用，若可溶性氟含量较低时，其对磷石膏的性能影

响较小，但当它的质量分数超过0.3％时，可溶性氟会使水化产物晶体粗化，晶体间分子力

削弱，结构疏松，从而降低磷石膏的强度。难溶性氟有惰性，可以作为惰性填料对磷石膏基

本不产生影响，若以同结晶络合物存在，则会有很大的活性和热不稳定性。磷石膏中的氟会

对环境造成危害。

[0006] 磷石膏中的有机物来源于磷矿石中的有机杂质，以及在一些工艺生产中所加的有

机添加剂，其杂质组分主要是乙二醇甲醚乙酸酯、异硫氰甲烷、3-甲氧基正戊烷等。有机物

一般呈现絮状，它们分布在二水石膏晶体表面，其质量分数随磷石膏粒度的增大而增加。若

磷石膏作为胶凝材料使用时，该杂质的存在会明显地增加需水量，同时又会减弱二水石膏

晶体间的接合，削弱晶体间的分子力，使硬化体结构疏松，强度降低。

[0007] 磷石膏中还含有碱金属盐、硅、铁、铝、镁等杂质，另外也有金属与磷酸盐形成的络

合物，以及一些放射性元素，如铀、镭、镉、铅、铜等元素。碱金属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磷酸

盐、氟化物等可溶性盐形式存在。磷石膏制品受潮时，碱金属离子会沿硬化体孔隙移出表

面，它会等水分蒸发后在表面析晶，产生粉化和泛霜。磷石膏中的放射性元素来源于磷矿

石，因此磷石膏也带有一定的放射性，会危害人体健康。目前，国内外还没有找到一种处理

放射性元素的方法。

[0008] 对磷石膏的除杂而言，目前主要有化学法、物理法、热处理法等，具体表现为碱改

性、水洗、浮选、煅烧、陈化等方法。以上方法存在问题1.工艺对磷石膏中有机物含量有选择

性；2.一次性投资大、能耗高、污水排放的二次污染以及其它污染、还有工艺较复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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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能耗大、处理量较小。

发明内容

[0009] 针对现有磷石膏除杂的局限性，即现有的去除磷石膏中杂质的分离效率低，资源

循环效益低，无法有效脱除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绿色、高效脱除

磷石膏中杂质的方法，既一种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与装置。

[0010] 本发明一种电磁强化磷石膏除杂的方法与装置具体内容如下

（1）电解离：将磷石膏和有机萃取剂通过螺旋提料机加入到酸浸槽中和浓硫酸混合制

成磷石膏浆液，加热、搅拌使浆液均匀，让磷石膏中的杂质充分浸出；对混匀后的浆液施加

电场，磷石膏中的二水硫酸钙在热硫酸中解离为钙离子和硫酸根离子，使得包裹、吸附在磷

石膏表面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及存在其晶格内的杂质充分释放出来；在电场力作

用下破坏有机及硫化物结合态的金属化合物的化学键，促使其向可交换态转化，从而实现

磷石膏中的杂质从固相到液相的转变，分离进入到磷石膏浆液中；同时有机萃取剂将杂质

萃取进入有机相中；

（2）电磁迁移沉积：经过电解离后的磷石膏浆液输送到水洗塔中，在水洗塔中施加电场

和磁场，在搅拌状态下磷石膏浆液中的金属、重金属、放射性金属离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发

生定向迁移，迁移的带电离子在磁场中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通过控制脉冲磁场发生器中

的电流方向使得带电离子所受洛伦兹力方向与电场力方向一致，加快离子向电极两侧迁移

的速度，两电极附近的离子浓度不断增加，最终在电极表面发生沉积，实现与磷石膏浆液的

分离；将电极从电极卡槽中取出，对电极上沉积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进行溶解分离

得到金属溶液，进一步回收利用；对水洗后的磷石膏浆液进行脱水，将可溶性磷类、氟类和

有机类杂质脱除后得到半水石膏。

[0011] 本发明选用硫酸作为浸出剂，将磷石膏和有机萃取剂通过螺旋提料机混合加入到

酸浸槽中，通过机械搅拌让磷石膏充分混匀。酸浸槽底部设有加热装置提高反应体系温度，

硫酸温度的升高增加分子扩散作用，促进反应体系中的反应物熵增加，使得磷石膏中杂质

更易于溶于酸液中，从而提高浸出率。同时温度的升高降低了磷石膏的反应活化能，有利于

破坏含杂硫酸钙晶格，使其化学键更容易断裂解离，让晶格内的杂质充分释放出来溶解在

溶液中。

[0012] 本发明选用电场作用对磷石膏浆液进行处理，具体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破坏有

机及硫化物结合态金属、重金属化学键让其向可交换态转变，增加磷石膏浆液中可交换态

重金属浓度。二是对磷石膏施加电迁移作用，将呈现为可交换态的金属、重金属及放射性金

属在电场的作用下迁移至阴极区域，带负电荷的水溶态氟离子、氟酸盐离子迁移至阳极区

域，两种本是混杂在一起的浆液组分向相反的区域迁移，实现分离；三是磷石膏浆液中的电

极电势低于金属离子在溶液中的平衡电位，获得一定过电位时金属离子在电极表面还原沉

积。磷石膏浆液中的金属离子向电极表面迁移，迁移到电极表面附近的金属离子发生化学

转化反应，离子水化程度降低和重排，电子在电极和水化离子之间跃迁，金属离子和阴极表

面发生电荷传递，金属离子得到电子还原后在电极表面形成吸附原子，吸附在电极表面的

吸附原子脱去剩余水化膜成为金属原子，新生的吸附态金属原子沿电极表面扩散到适当位

置，进入晶格生长，从而形成晶体。本发明中多孔电极具有较高的孔隙率和比表面积，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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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重金属和放射性金属离子的沉积提供了充足的接触面积，减少沉积物的脱落。

[0013] 本发明水洗塔内部提供的直流电场空间内增加一个与直流电场垂直的可控磁场，

通过控制调节电场强度和外加磁场强度，按需求改变磷石膏浆液中正负离子的运动轨迹，

使磷石膏浆液中正负离子发生偏转，使得带电离子所受洛伦兹力方向与电场力方向一致，

加快离子向两电极的迁移速度，缩短带电离子在水洗塔装置中的停留时间，让两电极附近

的离子浓度不断增加，更有效提高带电离子的分离效率，从而达到金属、重金属及放射性元

素在多孔电极表面沉积以便回收利用。磁场由亥姆霍兹线圈产生，它是由完全相同的圆形

导体线圈组成，每一个导体线圈载有同向电流，内部产生均匀度较高的磁场。赫姆霍兹线圈

内部产生的电磁力对磷石膏浆液，尤其是对溶度积常数较大的重金属，如Ni、Ti、Co、Sr等，

由于其溶度积较大，这些金属离子较难与OH-形成难溶化合物，不易发生沉淀，变为可交换

态金属，从而越容易在电磁力的协同作用下迁移至电极表面发生沉积。

[0014] 所述浓硫酸的质量浓度为25%～35%，磷石膏与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3～1:5，浓硫

酸浸出时间为45min～120min。

[0015] 所述有机萃取剂为磷酸三丁酯、四氯化碳、磷酸二辛酯。

[0016] 所述有机萃取剂为磷酸三丁酯、四氯化碳或磷酸二辛酯，磷石膏与有机萃取剂的

质量体积比为1:5～1:7。

[0017] 所述酸浸槽中电场由不锈钢电极产生，通入电流方式为直流电，电压为10～30V，

电场施加时间为连续施加。

[0018] 所述酸浸槽中加热温度为70～90℃，搅拌速度为40～80r/min。

[0019] 所述水洗塔中电场由多孔电极产生，通入电流方式为直流电，电压为30～60V，电

极材料为不锈钢、石墨或碳；电场施加时间为1～3h，多孔电极的孔隙率为20%～50%。

[0020] 所述磁场由脉冲磁场发生器中的赫姆霍兹线圈产生，向线圈施加的电压为20～

50V，赫姆霍兹线圈匝数为50～100，电感量为5～30μH，磁场施加时间为60～180min。

[0021] 所述步骤（2）中搅拌速度为30～60r/min。

[0022] 所述水洗塔进水口的水流速度为5～20m/s，水洗塔中磷石膏浆液含水率为80%～

90%。

[0023] 本发明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完成上述方法的电磁强化脱除磷石膏中杂质的装置，

其包括包括螺旋提料机  、酸浸槽、泵  、水洗塔，其中酸浸槽包括壳体、不锈钢电极、加热管、

入料口、出料口、搅拌器Ⅰ，不锈钢电极  设置在壳体内，壳体上部开有入料口，入料口与螺旋

提料机连通，壳体底部开有出料口，加热管设置在壳体内底部，壳体内设置有搅拌器Ⅰ，出料

口通过管道与泵连接；水洗塔包括塔壳体、浆液进口、电磁发生装置、搅拌器Ⅱ、进水口、浆

液出口、观察孔，塔壳体内设置有搅拌器Ⅱ，塔壳体上部开有进水口，塔壳体下部开有浆液

进口，浆液进口通过管道与泵连接，塔壳体底部设置有浆液出口，塔壳体侧面开有一个以上

观察孔，电磁发生装置设置在塔壳体内，不锈钢电极、电磁发生装置、加热管、搅拌器Ⅰ、搅拌

器Ⅱ分别与电源连接。

[0024] 所述不锈钢电极包括弧形正极板和弧形负极板，弧形正极和弧形负极产生的电场

覆盖酸浸槽内腔，弧形正极板和弧形负极板分别与电源正负极连接。

[0025] 所述电磁发生装置包括支架、磁感线圈、多孔电极，磁感线圈设置在支架上，多孔

电极包括弧形多孔正极板和弧形多孔负极板，多孔电极贯穿设置在支架内，电磁发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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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电场、磁场覆盖水洗塔内腔。

[0026] 所述提料机螺旋为变距螺旋。

[0027] 所述泵为耐腐蚀的污泥泵。

[0028] 本发明方法及装置的优点与效果如下：

1.有效分离回收磷石膏中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0029] 2.处理时间短、能耗低、处理效率高，无二次污染。

[0030] 3.适用性广，对磷石膏杂质含量无选择性。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为水洗塔中电磁发生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中：1-螺旋提料机；2-壳体；3-不锈钢电极；4-观察孔；5-加热管；6-入料口；7-出料

口；8-搅拌器Ⅰ；9-泵；10-塔壳体；11-浆液进口；12-电磁发生装置；13-搅拌器Ⅱ；14-进水

口；15-浆液出口；16-支架；17-磁感线圈；18-多孔电极。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保护范围不局限于所述

内容。

[0033] 实施例1：本实施例处理对象为某磷酸厂湿法生产磷酸过程中产生的磷石膏，其中

磷类杂质含量1.5%，氟类杂质含量1.2%，有机类杂质含量0.35%，金属和重金属氧化物及放

射性金属类杂质含量1.3%。

[0034] 1、酸浸处理：将磷石膏与磷酸三丁酯加入到螺旋提料机内，经过混匀后加入到酸

浸槽中，不锈钢电极装进电极卡槽中，往酸浸槽中加入浓度为28%的硫酸，磷石膏与有机萃

取剂的质量体积比为1:5，磷石膏与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3，打开酸浸槽底加热装置，让体系

温度达到70℃；含杂二水硫酸钙在热硫酸中解离为钙离子和硫酸根离子，使得其包裹、吸附

在磷石膏表面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及存在其晶格内的磷、氟等杂质充分释放出来。

体系温度升高增加磷石膏浆液分子扩散作用，促进反应体系中的反应物熵增加，使得磷石

膏中杂质更易于溶于酸液中，从而提高浸出率。同时降低了磷石膏的反应活化能，破坏含杂

硫酸钙晶格，使其化学键更容易断裂解离，让磷石膏中杂质充分释放出来溶解在溶液中。电

动机带动搅拌轴，搅拌速度为40r/min；接通电极电源，控制直流电压为15V；附着和吸附在

磷石膏表面或晶格内部的带电离子在电场力作用下发生定向迁移，脱离化学键和晶格束

缚，以可交换态形式存在于磷石膏浆液中，达到分离溶解的目的。磷酸三丁酯将磷石膏浆液

中的有机杂质萃取进入到有机相中，浸出时间为50min；

2、水洗处理：将经过电解离后的磷石膏浆液从水洗塔下端口加入，清水以8m/s的流速

从水洗塔上部加入，使得磷石膏含水率为80%。将孔隙率为30%的多孔石墨电极装入电极卡

槽中，控制直流电压为40V并保持1h；然后将赫姆霍兹线圈置入水洗塔内，向线圈中施加的

电压为20V，线圈材质为铜线，赫姆霍兹线圈匝数为50，电感量为8μH，磁场施加时间为

60min，搅拌器搅拌速度为35r/min；磷石膏浆液中的可交换态金属、重金属、放射性金属离

子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发生定向迁移，迁移的带电金属离子在磁场中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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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制脉冲磁场发生器中的电流方向使得带电离子所受洛伦兹力方向与电场力方向一

致，加快金属离子向阴极的迁移速度，带负电荷的水溶态氟离子、氟酸盐离子迁移至阳极区

域，两种本是混杂在一起的浆液组分向相反的区域迁移，两电极附近的离子浓度不断增加，

两电极电势低于金属离子在溶液中的平衡电位，获得一定过电位时金属离子在电极表面还

原沉积；从电极卡槽中取出多孔电极后洗去表面沉积的金属，实现与磷石膏的彻底分离。

[0035] 3.脱水处理：将水洗后的磷石膏浆液通过离心脱水机，实现磷石膏浆液中的可溶

性磷类、氟类和有机类杂质的脱除，得到较低杂质的半水石膏。经过电磁强化处理后，磷类

杂质去除率为95%；氟类杂质去除率为82%；有机类杂质去除率为80%；金属和重金属氧化物

及放射性金属类杂质去除率为65%。

[0036] 如图1-2所示，完成上述方法的装置包括螺旋提料机1、酸浸槽、泵9、水洗塔，其中

酸浸槽包括壳体2、不锈钢电极3、加热管5、入料口6、出料口7、搅拌器Ⅰ8，不锈钢电极3设置

在壳体2内，壳体2上部开有入料口6，入料口与螺旋提料机1连通，壳体2底部开有出料口7，

加热管5设置在壳体2内底部，壳体内设置有搅拌器Ⅰ8，出料口7通过管道与泵9连接；不锈钢

电极3包括弧形正极板和弧形负极板，弧形正极和弧形负极产生的电场覆盖酸浸槽内腔，弧

形正极板和弧形负极板分别与电源正负极连接；

水洗塔包括塔壳体10、浆液进口11、电磁发生装置12、搅拌器Ⅱ13、进水口14、浆液出口

15、观察孔4，塔壳体10内设置有搅拌器Ⅱ13，塔壳体10上部开有进水口14，塔壳体10下部开

有浆液进口11，浆液进口11通过管道与泵9连接，塔壳体10底部设置有浆液出口15，塔壳体

10侧面开有一个以上观察孔4，电磁发生装置12设置在塔壳体10内，不锈钢电极3、电磁发生

装置12、加热管5、搅拌器Ⅰ、搅拌器Ⅱ分别与电源连接；电磁发生装置包括支架16、磁感线圈

17、多孔电极18，磁感线圈17设置在支架16上，多孔电极18包括弧形多孔正极板和弧形多孔

负极板，弧形多孔正极板和弧形多孔负极板贯穿设置在支架内，电磁发生装置产生的电场、

磁场覆盖水洗塔内腔。

[0037] 磷石膏和有机萃取剂通过进料斗加入到螺旋提料机1中，在电动机的工作下带动

螺旋转动把物料提升后从进料口6进入酸浸槽中，往酸浸槽中加入一定浓度的浓硫酸，打开

不锈钢电极电源和加热管电源进行酸浸出，经过浸出处理后的磷石膏浆液采用泵9通过管

道从料浆进口11抽入到水洗塔中；清水从进水口14加入到水洗塔内，打开与多孔电极18和

磁感线圈17连接的电源开关，经过电磁处理后的浆液从浆液出口15排除进入下一步的脱水

处理。

[0038] 实施例2：本实施例处理对象为某磷石膏堆放处理中心的磷石膏库存，其中磷类杂

质含量1.1%，氟类杂质含量0.9%，有机类杂质含量0.22%，金属和重金属氧化物及放射性金

属类杂质含量0.9%。

[0039] 酸浸处理：将磷石膏与四氯化碳加入到螺旋提料机内，经过混匀搅拌后加入到酸

浸槽中，不锈钢电极装进电极卡槽中，往酸浸槽中加入浓度为30%的硫酸，磷石膏与有机萃

取剂的质量体积比为1:6，磷石膏与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4，打开酸浸槽底加热装置，让体系

温度达到80℃，含杂二水硫酸钙在热硫酸中解离为钙离子和硫酸根离子，使得其包裹、吸附

在磷石膏表面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及存在其晶格内的磷、氟等杂质充分释放出来。

体系温度升高让磷石膏浆液中分子扩散作用加强，使得磷石膏中杂质溶解度增加，从而提

高浸出率。同时降低了磷石膏的反应活化能，破坏含杂硫酸钙晶格，使其化学键更容易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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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离，让晶格内的杂质充分释放出来溶解在溶液中。电动机带动搅拌轴，搅拌速度为50r/

min。接通电极电源，控制直流电压为20V。附着和吸附在磷石膏表面或晶格内部的带电离子

在电场力作用下发生定向迁移，脱离化学键和晶格束缚，以可交换态形式存在于磷石膏浆

液中，达到分离溶解的目的。磷酸三丁酯将磷石膏浆液中的有机杂质萃取进入到有机相中，

浸出时间为60min。

[0040] 水洗处理：将经过电解离后的磷石膏浆液从水洗塔下端口加入，清水以12m/s的流

速从水洗塔上部进入，使得磷石膏含水率为85%。将孔隙率为35%的多孔石墨电极装入电极

卡槽中，控制直流电压为50V并保持1.5h。磷石膏施加电迁移作用，将呈现为可交换态的金

属、重金属及放射性金属在电场的作用下迁移至阴极区域，带负电荷的水溶态氟离子、氟酸

盐离子迁移至阳极区域，两种本是混杂在一起的浆液组分向相反的区域迁移；然后将赫姆

霍兹线圈置入水洗塔内，向线圈中施加的电压为30V，线圈材质为铜线，赫姆霍兹线圈匝数

为80，电感量为12μH，磁场施加时间为70min，搅拌器搅拌速度为45r/min。迁移的带电离子

在磁场中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通过控制脉冲磁场发生器中的电流方向使得带电离子所受

洛伦兹力方向与电场力方向一致，加快离子向两电极的迁移速度，两电极附近的离子浓度

不断增加，最终在多孔电极表面发生沉积；实现与磷石膏浆液的分离。

[0041] 脱水处理：将水洗后的磷石膏浆液通过离心脱水机，实现磷石膏浆液中的可溶性

磷类、氟类和有机类杂质的脱除，得到较低杂质的半水石膏。经过电磁强化处理后，磷类杂

质去除率为96%；氟类杂质去除率为86%；有机类杂质去除率为85%；金属和重金属氧化物及

放射性金属类杂质去除率为70%。

[0042] 本实施例装置结构同实施例1。

[0043] 实施例3：本实施例处理对象为某化工厂烟气脱硫产生的脱硫石膏，其中磷类杂质

含量1.5%，氟类杂质含量0.3%，有机类杂质含量0.18%，金属和重金属氧化物及放射性金属

类杂质含量1.6%。

[0044] 酸浸处理：将磷石膏与磷酸二辛酯加入到螺旋提料机内，经过混匀搅拌后加入到

酸浸槽中，不锈钢电极装进电极卡槽中，往酸浸槽中加入浓度为35%的硫酸，磷石膏与有机

萃取剂的质量体积比为1:7，磷石膏与浓硫酸的质量比为1:5，打开酸浸槽底加热装置，让体

系温度达到85℃。含杂二水硫酸钙在热硫酸中解离为钙离子和硫酸根离子，使得其包裹、吸

附在磷石膏表面的金属、重金属和放射性元素及存在其晶格内的磷、氟等杂质充分释放出

来。体系温度升高增加分子扩散作用，促进反应体系中的反应物熵增加，使得磷石膏中杂质

更易于溶于酸液中，从而提高浸出率。同时降低了磷石膏的反应活化能，破坏含杂硫酸钙晶

格，使其化学键更容易断裂解离，让晶格内的杂质充分释放出来溶解在溶液中。电动机带动

搅拌轴，搅拌速度为60r/min。接通电极电源，控制直流电压为25V。磷酸三丁酯将磷石膏浆

液中的有机杂质萃取进入到有机相中。浸出时间为70min。

[0045] 水洗处理：酸浸后的磷石膏浆液从水洗塔下端口加入，清水以15m/s的流速从水洗

塔上部进入塔内，使得磷石膏含水率为90%，将孔隙率为40%的多孔石墨电极装入电极卡槽

中，控制直流电压为60V并保持2h。磷石膏施加电迁移作用，将呈现为可交换态的金属、重金

属及放射性金属在电场的作用下迁移至阴极区域，带负电荷的水溶态氟离子、氟酸盐离子

迁移至阳极区域，两种本是混杂在一起的浆液组分向相反的区域迁移。然后将赫姆霍兹线

圈置入水洗塔内，向线圈中施加的电压为35V，线圈材质为铜线，赫姆霍兹线圈匝数为90，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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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量为18μH，磁场施加时间为85min，搅拌器搅拌速度为50r/min。迁移的带电离子在磁场中

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通过控制调节电场强度和外加磁场强度，按需求改变磷石膏浆液中

正负离子的运动轨迹，使磷石膏浆液中正负离子发生偏转，使得带电离子所受洛伦兹力方

向与电场力方向一致，加快离子向两电极的迁移速度，缩短带电离子在水洗塔装置中的停

留时间，让两电极附近的离子浓度不断增加。迁移到电极表面附近的金属离子发生化学转

化反应，离子水化程度降低和重排，电子在电极和水化离子之间跃迁，金属离子和阴极表面

发生电荷传递，金属离子得到电子还原后在电极表面形成吸附原子，吸附在电极表面的吸

附原子脱去剩余水化膜成为金属原子。从电极卡槽中取出多孔电极后洗去表面沉积的金

属，实现与磷石膏的彻底分离。

[0046] 脱水处理：将水洗后的磷石膏浆液通过离心脱水机，实现磷石膏浆液中的可溶性

磷类、氟类和有机类杂质的脱除，得到较低杂质的半水石膏。经过电磁强化处理后，磷类杂

质去除率为97%；氟类杂质去除率为90%；有机类杂质去除率为90%；金属和重金属氧化物及

放射性金属类杂质去除率为75%。

[0047] 本实施例装置结构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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