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名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湿法磷酸高值化和清洁生产的微化工技术及应用 

提名单位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项目简介： 

湿法磷酸高值化和清洁生产是保证磷矿这一战略性资源有效利用的关键。我国的

湿法磷酸绝大部分用于制造磷肥，产能过剩，效益低下，而以食品级磷酸为代表的高

品质磷酸则几乎全部通过高能耗、高尾气排放的热法工艺获得。湿法磷酸净化技术是

我国磷化工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求，是我国攻关近半个世纪

未能取得突破的重大产业难题。国外主流技术虽然针对湿法磷酸杂质种类多且含量

高、金属离子脱除难、体系腐蚀性强等特点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技术发展缓慢，特别

是由于工艺复杂、设备体积庞大、过程效率低，难以适应我国资源禀赋和磷加工特点，

投资大、效率低、安全和环保隐患大等问题突出，无法支撑磷矿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

为此，本项目突破化工装置大型化的传统模式，针对湿法磷酸生产特点，创造性地提

出解决湿法磷酸高值化和清洁生产这一国际工程难题的新范式——发展高效、柔性、

可控的微化工技术，在食品级磷酸生产和资源梯级与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工艺、微设

备和微系统全创新链攻关，取得如下重大突破： 

1、针对高杂质含量湿法磷酸，发明了单级萃取-单级洗涤-单级反萃的国际上最

为简捷的生产食品级磷酸生产工艺和副产氟硅渣氨法生产纳米二氧化硅的绿色微反

应工艺，为构建兼顾湿法磷酸资源高值化和综合梯级利用的全新的微化工清洁生产系

统奠定了工艺基础。 

2、发明了垂直流微槽、双重微筛孔阵列和双重管径微通道等多种微结构元件，

研制了工业规模的微型湿法磷酸萃取器、反萃取器、脱色反应器、洗涤器和中和反应

器等，突破了固体含量高、体系相态急剧变化、大混合比等极端工况条件下的微结构

设备使用的原理性限制，为通过微化工技术生产食品级磷酸及实现副产氟硅渣、萃余

酸、池水的综合利用奠定了装备基础。 

3、在国际上首创 12 万吨/年湿法磷酸净化微化工系统，揭示了系统内沉淀物的

形成、迁移以及进料稳定性对微设备稳定性的影响规律，首次提出了沉淀物迁移控制

与在线清洗技术相结合的万吨级微化工系统长周期维护策略，成功实现了微化工技术

在湿法磷酸净化及其副产资源利用中的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本项目发表 SCI 论文 45 篇，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4 件、实用新型专利 40 件。

湿法磷酸萃取净化的微化工成套技术在瓮福集团及兴发集团应用，已形成 116 万吨/

年的产能，替代热法酸总量 50%。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主持的鉴定意见指出：

此项变革性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显著，有效促进了传统磷化

工产业的转型升级。 

本项目部分成果获 2018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客观评价： 

（1）12万吨/年湿法磷酸净化微化工成套技术科研成果鉴定意见。 

2018 年 5 月 27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在北京组织有关专家对瓮福（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清华大学完成的“12 万吨/年湿法磷酸净化微化工成套技术”进

行了科技成果鉴定。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会长李勇武任组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段雪、李洪钟、费维扬为副组长的鉴定委员会认为，此项变革性技术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有效促进了传统磷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

建议进一步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2）国家科技支撑 5 万吨／年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制备高端产品及氟硅硫铁资源化技

术及示范（2011BAC06B01）课题验收意见。 

    2015 年 9 月 23 日，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十二五”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课题“5 万吨／年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制备高端产品及氟硅硫铁资源化技术

及示范”（课题编号 2011BAC06B01）验收会，认为项目“针对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制备

高端磷酸，研制出微结构萃取设备，建成了 5万吨 P2O5/a成套示范线；针对氟硅渣，

开发了制备高品质白炭黑技术和微反应器，建成了联产纳米二氧化硅和氟化铵

1000t/a 示范线；课题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和考核指标，具有较好的社会、经

济、环境效益”。一致同意通过课题技术验收。 

（3）相关技术成果获奖情况。 

《湿法磷酸净化微化工成套技术及其工业应用》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2018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4）2018 年净化湿法磷酸单项冠军。 

2018 年 11 月 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第三批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和单项冠军产品名单，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湿法净化磷酸”入选

单项冠军产品。 

（5）产品应用证明。 

    南京禄弘禄化工有限公司、深圳腾龙源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众思达贸易有限公

司分别出具了应用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食品添加剂级磷酸的应用证明，

均指出：“该产品质量稳定，质量指标完全达到 GB2886.15-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 磷酸》规定”。 

（6）相关学术评价。 

该项目所提出的微混合器放大方法，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同行的高度关注，对于推

进微化工技术的产业化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哈利法科技大学的 Garlisi教授

指出项目组提出的是一种组合的放大策略，能够将实验室产能扩大 160倍。米兰大学

Rossetti 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组合放大策略能够解决简单的 T 型微通道混合器难以

放大的问题。天津大学的马友光教授则将项目组提出的微结构放大方法评价为“一种

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经济性的创新概念设计方法”。 

http://kyxxxt.cic.tsinghua.edu.cn/hjzl.hj_jbqk.do?m=detail&p_id=9631


应用情况： 

针对湿法磷酸生产特点，该项目突破了化工装置大型化的传统模式，克服了杂质

多且含量高、腐蚀性强、金属离子脱除难、产品收率与磷资源综合利用难以平衡等巨

大挑战，创造性地通过高效、柔性、可控的微化工技术，从微设备设计、微系统构建

和微系统控制及维护等三个层面，给出了湿法磷酸高值化和清洁生产这一国际工程难

题的全新解决方案，形成了完整的微化工技术体系和保证国际上最大的微化工系统灵

活、高效、稳定运行的工程实施能力。 

该项目技术相较于国外主流技术，在投资及回报率、土地占用、生产效率、对资

源与市场的适应性、环境影响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非常适于推广应用，不仅可以有力地驱动磷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且在国际技术市

场上也有足够的竞争力，具备以先进技术重塑全球磷资源利用产业链的潜力。 

该项目技术在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用，

已形成 116万吨/年的净化磷酸产能，替代了热法酸总量的 50%，瓮福集团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食品级磷酸供应商，使我国从一个净化磷酸纯进口国变身成为净出口国，为我

国步入国际磷化工强国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瓮福化工

公司 
全部应用 

18.45 万 吨

P2O5/a 净化磷

酸生产装置 

2012.1至今 
李红林

13508541089 

2 

瓮福达州

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湿法磷酸净化

技术 

22.14 万 吨

P2O5/a 净化磷

酸生产装置 

2012.12至今 
冉瑞泉

15082899862 

3 

瓮福紫金

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湿法磷酸净化

技术 

15.76 万 吨

P2O5/a净化磷

酸生产装置 

2013.1至今 
邱祖军

18905973111 

4 

湖北兴发

化工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湿法磷酸净化

技术 

10 万吨 P2O5/a

净化磷酸生产

装置 

2014.6至今 
李绪

13545715392 

 

 



主要知识产权和标准规范等目录： 

1. 骆广生，刘国涛，吕阳成，王凯，一种从负载磷酸的有机溶剂中脱除杂质离子的

方法。专利号：ZL201310285474.0 

2. 吕阳成，骆广生，一种湿法磷酸分步萃取净化工艺。专利号：ZL201210284819.6 

3. 吕阳成，骆广生，刘振东，一种微结构混合器。专利号：Z ZL201110179977.0 

4. 吕阳成，朱珊，骆广生，王凯，一种具有螺旋通道的管式混合器。专利号：

ZL201510185307.8 

5. 骆广生，李严凯，王凯，徐建鸿，一种串联放大的微结构装置。专利号：

ZL201510405884.3 

6. 骆广生，刘国涛，吕阳成，王凯，一种用氨气从负载磷酸的有机溶剂中脱除杂质

离子的方法。专利号：ZL201310553236.3 

7. 王邵东，吴邦文，一种磷酸精制装置。专利号：ZL201210147778.6 

8. 王权顶，闵胜益，颜鹏，吴邦文，一种磷酸脱色装置。专利号：ZL201210147701.9 

9. 曾祥钦，王邵东，刘荣，李红林，曹阳，冉瑞泉，喻仕瑞，颜鹏，王权顶，湿法

磷酸净化萃取装置除垢的方法。专利号：ZL200910102559.4 

10. 王邵东，冉瑞泉，禹志宏，王权顶，反萃装置。专利号：ZL200910102595.0 

 

 

 

 

 

 

  



主要完成人情况：  

1. 骆广生，排名 1，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提出了项

目的总体思路和技术方案，全面指导该项目的实验、理论和工业化工作。提出了

工艺简捷化的思想，发展了磷配一铵洗涤工艺、双重孔结构微分散元件等。对创

新点1、2、3均有重要贡献。 

2. 王邵东，排名 2，研究员，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用微反应系统取代磷酸净化的萃取塔、洗涤塔

构想，负责该项目中试、工程化、放大、技术方案的审核把关。对创新点1，3均

有重要贡献。 

3. 吕阳成，排名 3，副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负责本

项目技术开发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发明了微槽式微分散元件，设计了微萃取器，

提出了极端流比混合强化策略，指导了萃取和洗涤的工业化试验。对创新点1，2，

3有重要贡献。 

4. 李红林 排名 4，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萃取、洗涤和反萃工业化装置试验和运行的负责人。

承担了全面的组织和协调工作，指导解决了萃取工序微型化的工程问题。对创新

点3有重要贡献。 

5. 王凯，排名 5，副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负责微萃

取器、微洗涤器、微反萃器的详细结构设计，参与总结了设计放大策略。协助指

导研究生开展新型微结构元件流动和传质性能的研究。对创新点2，3有重要贡献。 

6. 田仁道，排名 6，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

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了萃取工序微型化工业化试验的工程设计、

建设与运行的组织工作，工作重点是微结构设备与常规设备的集成与协同控制，

对创新点3做出了重要贡献。 

7. 颜鹏，排名 7，工程师，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瓮

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要技术人员组织了萃取和洗涤工序微型化现场

试验的设计和运行，提出了分相槽的设计及运行维护方案的建设性意见，对创新

点3做出了重要贡献。 

8. 吴邦文，排名 8，工程师O，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参与了萃取和洗涤工序微型化的

现场试验工作，对解决相关系统进料稳定性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创新点3

做出了重要贡献。 

9. 李维红，排名 9，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

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生产负责人参与了微萃取器工业化试验的

组织工作，对试验装置的设计、建设和调优提供了建设性意见，对创新点 3 做出

了贡献。 

10. 杨刚，排名 10，工程师，工作单位：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单位：瓮

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萃取工序微型化工业试验的现场负责人，优化了微结

构设备清洗方案，对创新点 3做出了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包括：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各单位创新推广贡

献如下。 

1.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项目的工程研究与工程化实施单位，对技术创

新和应用的主要贡献包括： 

    （1）建立了 5000吨 P2O5/年微化工萃取净化磷酸工业侧线试验装置和 5万吨

P2O5/年基于微化工技术的湿法磷酸萃取净工业化试验装置，验证了湿法磷酸净化

成套微系统的优势，为工程化研究和工业优化提供了重要基础。 

    （2）确立了基于微化工技术的工艺技术路线，已经成功应用到瓮福化工

18.45万吨 P2O5/年净化磷酸装置、瓮福达州 22.14 万吨 P2O5/年净化磷酸装置、瓮

福紫金 15.76 万吨 P2O5/年净化磷酸装置和湖北兴发集团 2×5 万吨 P2O5/年净化磷

酸装置，实现了工业化。提供了利用微化工技术实现磷化工企业转型升级的重大

示范。 

    （3）形成了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微化工系统的构建和运行方案。实现了原料酸

在线过滤，微设备快装快清，分相槽排渣结构和方式优化，分相槽液位的可靠监

控方案，以及保证长周期高效率运行的微设备串并联方案等，满足了全系统对柔

性和鲁棒性的要求。 

2. 清华大学作为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与支撑单位，对技术创新和应用的主要贡献包括：     

    （1）发展了简捷高效的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工艺。首次基于 MIBK、磷酸、水、

金属离子相互作用机制发明了盐洗涤和氨洗涤技术，提出了单级萃取、单级洗涤、

单级反萃的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工艺，该工艺流程简捷，容易实施和控制，对设备

选型的限制少，可以满足食品级磷酸的制造要求，净化收率有保证。 

    （2）创制了适用于湿法磷酸净化液液传质和反应的系列化高性能微设备。通

过对流体分布区、微分散元件组合、集流区、物料流径的创新与优化设计，满足

了极端流比下高效混合、大量杂质沉淀产生条件下长周期高效萃取、流比和处理

量大范围调变下高效洗涤和反萃的复杂工程要求。 

    （3）提出了湿法磷酸萃取净化微化工系统构建和运行的总体策略，包括原料

酸在线过滤、微设备快装快清、分相槽排渣结构和方式优化，以及保证长周期高

效率运行的微设备串并联方案，为实现全系统对柔性和鲁棒性提供了方法学基础。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说明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

注 

1 
共同知识

产权 
骆广生/1 吕阳成/3 王凯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2 
共同知识

产权 
骆广生/1 吕阳成/3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3 
共同知识

产权 

骆广生/1 王邵东/2 吕阳成/3

 李红林/4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4 
共同知识

产权 
王邵东/2 李红林/4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5 
共同知识

产权 
王邵东/2 李红林/4 颜鹏/7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6 
共同知识

产权 
王邵东/2 吴邦文/8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7 
共同知识

产权 
颜鹏/7 吴邦文/8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署名的授

权专利 

知识产权证明

文件  

8 论文合著 骆广生/1 吕阳成/3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发表论文 论文全文 

 

9 论文合著 骆广生/1 王凯/5 
2008 年 4 月

至今 
共同发表论文 论文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