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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一种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

肥的方法及产品；其中，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

溶肥的方法包括：获取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

液，并将母液进行浓缩，冷冻结晶，过滤分离得到

含结晶水的钙和镁组合物；向含结晶水的钙和镁

组合物中掺混含硫晶体原料。以上制备钙镁硫中

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中，将钙镁的母液通过冷冻

结晶后，掺混含硫晶体原料后直接制成含钙镁硫

中量元素水溶肥的产品，整体工艺实施中生成可

直接具有价值的肥料产品，且无废弃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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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获取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并将所述母液进行冷冻结晶，过滤分离获得含结晶水

的钙和镁组合物；

向所述含结晶水的钙和镁组合物中掺混含硫晶体原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含硝酸钙

和硝酸镁的母液是磷矿原料经过浸取、过滤后获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获取含硝

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的步骤包括：

将磷矿原料于0～900℃下煅烧，获取煅烧矿；

将所述煅烧矿用铵盐溶液或稀酸溶液进行浸取，获取浸取浆液；

对所述浸取浆液进行固液分离，获取浸出液即为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浸取反应

的过程为：

直接用铵盐溶液进行浸取，再加稀酸溶液调节料浆pH为4.0～6.5；

或，直接用稀酸溶液进行钙镁浸取，pH为0 .1～1 .5，二次用碱性原料中和控制料浆

pH4.0～6.5。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铵盐溶液

为硝酸铵；或，所述稀酸溶液供体为硝酸；或，所述含硫晶体晶体原料为硫脲、硫脲衍生物中

一种或多种。

6.如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

所述母液进行冷冻的过程中温度保持‑10℃～10℃。

7.如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

所述母液进行冷冻之前还包括：

将所述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进行浓缩处理，浓缩系统为二效逆流蒸发装置。

8.一种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其特征在于，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制

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制备获得。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其特征在于，包括：N  16%～36%、Ca 

0.5%～11.5%、Mg  0.5%～5.5%、S  1%～25%；其中，铵态N  1.5%～35%、酰态N  1.5%～35%。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其特征在于，所述产品中水不溶

物<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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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及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量元素水溶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

的方法及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中低品位磷矿，矿物颗粒细、嵌布紧密，伴生镁等杂质较高，它会降低磷矿石的品

位，增大磷矿湿法处理时的硫酸消耗，影响磷酸及磷酸盐深加工的过程及产品的质量。为了

提升在肥料制备的原料的品质，贵州省化工研究院在专利号为ZL201510226362.7名称为

“一种由中低品位磷矿制取磷精矿副产碳酸钙、氧化镁的工艺”的发明专利中提出了一种对

中低品位磷矿进行加工去除其中的钙镁杂质，过程包括将中低品位磷矿为主要原料在900

～1100℃的温度下煅烧，并将煅烧后的煅烧矿依次用60～100℃的水进行消化、硝酸铵溶液

浸取，最后再经过硫酸铵溶液浸取得到磷精矿，能够有效地将煅烧矿中氧化钙、氧化镁中

钙、镁元素分离，提高磷精矿中五氧化二磷的含量。

[0003] 而以上步骤实施中，浸取的反应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硝酸中和煅烧产生的钙镁氧化

物的碱性性质，使浸取反应体系的pH降低至适合镁杂质的浸取去除。

[0004] 而后续冷冻法硝酸磷肥的制备中，以磷精矿为原料进一步通过酸解、冷冻、中和的

的步骤制备硝酸磷肥产品的冷冻环节中，会产生大量含有游离酸的副产物粗硝酸钙；在上

工艺设计中，在生成可直接具有价值的肥料产品、并减少副产物上还存在优化和改进空间。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提出一种一种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获取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并将所述母液进行冷冻结晶，过滤分离获得含结

晶水的钙和镁组合物；

向所述含结晶水的钙和镁组合物中掺混含硫晶体原料。

[0006] 优选地实施中，所述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是磷矿原料经过浸取、过滤后获得。

[0007] 优选地实施中，所述获取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的步骤包括：

将磷矿原料于0～900℃下煅烧，获取煅烧矿；

将所述煅烧矿用铵盐溶液或稀酸溶液进行浸取，获取浸取浆液；

对所述浸取浆液进行固液分离，获取浸出液即为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

[0008] 优选地实施中，所述浸取反应的过程为：

直接用铵盐溶液进行浸取，再加稀酸溶液调节料浆pH为4.0～6.5；

或，直接用稀酸溶液进行钙镁浸取，pH为0.1～1.5，二次用碱性原料中和控制料浆

pH4.0～6.5。

[0009] 优选地实施中，所述铵盐溶液为硝酸铵；或，所述稀酸溶液供体为硝酸；或，所述含

硫晶体晶体原料为硫脲、硫脲衍生物中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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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实施中，将所述母液进行冷冻的过程中温度保持‑10℃～10℃。

[0011] 优选地实施中，将所述母液进行冷冻之前还包括：

将所述含硝酸钙和硝酸镁的母液进行浓缩处理，浓缩系统为二效逆流蒸发装置。

[0012] 本申请的有一个实施例还提出一种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根据以上所述的

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制备获得。

[0013] 优选地实施中，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包括：N  16%～36%、Ca  0.5%～11.5%、

Mg  0.5%～5.5%、S  1%～25%；其中，铵态N  1.5%～35%、酰态N  1.5%～35%。

[0014] 优选地实施中，所述产品中水不溶物<0.5%。

[0015] 以上制备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方法中，将钙镁的母液通过冷冻结晶后，掺混

含硫晶体原料后直接制成含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的产品，整体工艺实施中生成可直接具

有价值的肥料产品，且无废弃物产生。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一个实施例中菜籽种植中施用不同肥料的产量对比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功能特点及优点将结合实施例，参照附图做进一步说明。应当

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18] 本申请的一个实施例提供一种通过以中低品位磷矿为原料制备磷精矿和钙镁硫

中量元素水溶肥的工艺方法，工艺方法的实施过程参见图1所示的工艺流程图；主体制备包

括如下步骤：

S10，将充分破碎或粉碎后的磷矿原料于0～900℃下煅烧，获取煅烧矿和热解废

气；

S20，将煅烧矿与水混合后进行湿法球磨，获得磷矿浆；

S30，将磷矿浆用铵盐溶液或稀酸溶液进行钙镁杂质的浸取反应，获取浸取浆液；

S40，对浸取浆液进行固液分离，获取磷精矿产品和含有钙镁的母液。

[0019] 以上步骤是低品位磷矿为原料获得一个主产物磷精矿的步骤，其中相关的原理和

物质转化具体包括：

步骤S10的煅烧过程中磷矿原料发生的变化为钙镁杂质的形态转化，中低品位磷

矿是指磷含量低于30%，镁含量在3.5%以上的磷矿；将其作为原料用于肥料生产制备时，需

要去除其中的钙、镁杂质；钙、镁杂质以白云石(CaCO3·MgCO3)、方解石(CaCO3)等的形态存

在。煅烧的过程中，白云石和方解石在煅烧温度750℃以上时就开始分解，如下：

CaCO3·MgCO3＝CaO+MgO+2CO2（g）；CaCO3＝CaO+CO2（g）；

因此煅烧处理之后，磷矿原料中的钙、镁杂质转化成CaO、MgO的氧化物形态、与磷

共同存在煅烧矿中而煅烧过程中产生的热解废气主要上就是CO2，虽然还有磷矿原料中的

水分、有机物等成分生成的CO2和水蒸气（含量低）。

[0020] 煅烧处理之后磷矿原料中的钙、镁杂质转化成CaO、MgO的氧化物形态、与磷共同存

在煅烧矿中。进一步步骤S20中，进一步对煅烧矿与水进行湿法球磨，通过湿法球磨一方面

可以使磷矿煅烧矿的粒径均一，促进消化和后续钙镁杂质的浸出；并且通过将其与水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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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球磨，可以对煅烧矿进行消化，便于后续浸取的顺畅进行。实施中，根据后续浸取反

应的效率和品质，可以采用球磨至浆料中固体颗粒的粒径＜0.5mm。

[0021] 进一步步骤S30中核心的浸取反应的反应过程中化学过程为：

MgO+H2O+NH4NO3 → Mg2++NO3
‑+H2O+NH3（g）；

镁之外另一杂质钙的反应过程为：

CaO+H2O+NH4NO3 → Ca2++NO3
‑+H2O+NH3（g）。

[0022] 在优选的实施中步骤S30的浸取过程缓步进行，逐步分离钙和镁，包括：

S31，直接用铵盐溶液进行浸取，再加稀酸溶液调节料浆pH为4.0～6.5。或者，直接

用稀酸溶液进行钙镁浸取，pH为0.1～1.5，二次用碱性原料中和控制料浆pH4.0～6.5。

[0023] 而后步骤S40通过离心、沉降或压滤等进行固液分离后，得到的固体即为含有极少

量杂质的磷精矿，液体即为含有硝酸钙和硝酸镁的硝酸钙镁的母液。

[0024] 进一步工艺的主体步骤还包括：

S50，将步骤S40或步骤S10a获得的钙镁的母液进行浓缩、冷冻结晶，使钙镁以晶体

硝酸钙镁的形式析出，固液分离即可获得晶体硝酸钙镁。

[0025] 在该步骤S50中，冷冻的过程中固相晶体的生成可以表示为：

n（Ca(NO3)2 . Mg(NO3)2）. nH2O → n（Ca(NO3)2 . Mg(NO3)2 .10H2O）+ (n‑10n) 

H2O。

[0026] 在更加优选的实施中，在步骤S50的冷冻结晶之前，还可以将钙镁的母液进行浓缩

处理，对于减少母液体积/提升钙镁的浓度以促进结晶析出是有利的。在一些具体的实施

中，浓缩可以是通过将钙镁的母液送至二效或者三效浓缩系统或设备中进行浓缩，例如浓

缩系统为二效逆流蒸发装置。

[0027] 以及在步骤S50的实施中，冷冻结晶大约可以控制在冷却到温度为‑10℃～0℃进

行。在以上低温冷冻下，60%以上的硝酸钙和硝酸镁以结晶形式析出；然后再将冷却溶液于

以上冷冻温度下进行真空过滤，促进晶粒的凝结和析出。

[0028] 在一些优选的实施中，为了提升产出效率，以上步骤S50固液分离的液相成分还可

以进一步继续浓缩后重复步骤S50的冷冻结晶，以使钙镁的母液中的钙镁更多地被转化成

晶体析出。

[0029] 在一些具体的产品实施中，以上步骤S50所获得的晶体进行干燥处理去除水分后

的成分中： N（总氮）≥16%、N（铵态氮）2%～5%、Ca 2%～12%、Mg 2%～6%；以及少量不可避免

的其他杂质。可以表示为：

进一步在以上步骤S50后，主体工艺步骤还包括：

S60，向干燥后的晶体硝酸铵钙镁中掺混硫晶体原料例如硫脲使晶体为含硫晶体，

即可获得含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含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中含有：

N（总氮）16%～36%、N（铵态氮）1.5%～35%、N（酰态氮）1.5%～35%、Ca 0.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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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  0.5%～5.5%、S  1%～25%。

[0030] 或者在一些其他的变化实施中，在掺混硫脲或其衍生物的基础上，还可以向晶体

中掺混硼、锌等不影响水溶的微量元素成分，补充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的微量元素。

[0031] 以上工艺设计中，将钙镁的母液通过冷冻结晶后，掺混硫脲后直接制成含钙镁硫

中量元素水溶肥的产品；则整体工艺实施中生成可直接具有价值的肥料产品，且基本无需

处理的副产物。并且产品基本能全溶，适用于喷灌、滴灌、撒施等多种施肥方式，符合国家水

肥一体化种植规划。

[0032] 为使本发明上述的工艺细节更利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和实施，以及验证本案

实施后工艺生产过程情况和产品情况的进步性效果，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例来对本案的上

述内容进行举例说明。

[0033] 实施例1

S50，将由采用以上步骤S10‑S40的磷精矿生产线中固液分离的1500Kg钙镁母液

（比重1.395）送至二效浓缩系统，浓缩至122℃、比重1.535；

再将浓缩料浆送至结晶器中进行冷冻结晶；将结晶料浆送至离心机，离心分离，干

燥，得到532kg晶体硝酸铵钙镁，产品含N（总氮）16 .78%、N（铵态氮）3.73%、Ca3 .81%、Mg 

5.12%。

[0034] S60，于掺混设备中向步骤S50的晶体硝酸铵钙镁中再加入28Kg硫脲进行掺混，得

到钙镁硫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含N（总氮）16.85%、N（铵态氮）3.54%、N（酰态氮）1.82%、Ca 

3 .62%、Mg  4 .69%、S  2 .08%。对以上肥料产品进行水不溶物含量检测，含有的水不溶物<

0.5%，水溶性优。

[0035] 实施例2

S50，将由采用以上步骤S10‑S40的磷精矿生产线中固液分离的1500Kg钙镁母液

（比重1.395）送至二效浓缩系统，浓缩至122℃、比重1.535；

再将浓缩料浆送至结晶器中进行冷冻结晶；将结晶料浆送至离心机，离心分离，干

燥，得到532kg晶体硝酸铵钙镁，产品含N（总氮）16 .78%、N（铵态氮）3.73%、Ca3 .81%、Mg 

5.12%。

[0036] S60，于掺混设备中向步骤S50的晶体硝酸铵钙镁中再加入4Kg硫脲、硼酸0.5kg、硝

酸锌0 .5kg进行掺混，得到含钙镁硫、以及硼和锌的中量元素水溶肥，产品含N（总氮）

16.53%、N（铵态氮）3.54%、N（酰态氮）1.46%、Ca  3 .62%、Mg  4 .69%、S  1 .67%、Zn  0 .11%、B 

0.1%。对以上肥料产品进行水不溶物含量检测，含有的水不溶物<0.5%，水溶性优。

[0037] 为了验证以上实施例所制备得到的肥料产品在种植中的效果，将其用于广东菜籽

种植，并以不含S、其他的元素成分相同的非晶体硝酸钙镁肥，以及不含S、其他的元素成分

相同的晶体硝酸钙镁肥做对比，主要种植作物的试验结果见图1所示。根据图1的种植产量

对比，非晶体肥的肥效是弱于晶体肥的肥效的；同时以硫脲掺混的水溶含S晶体肥的肥效跟

进一步有提升，产量能提升至接近2900Kg/hm2。

[0038]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

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

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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