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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Number:7664-38-2 基本信息

中文名:
磷酸; 

正磷酸

英文名: Phosphoric acid

别名: Orthophosphoric acid

分子结构:

分子式: H
3
O
4
P

分子量: 98.00

CAS登录号: 7664-38-2

EINECS登录号: 231-633-2

物理化学性质

熔点: 21ºC

沸点: 158ºC

水溶性: MISCIBLE

密度: 1.685

性质描述:

磷酸(7664-38-2)的性状：  

    1.本品为无色透明黏稠状液体，长时间受冷即生成柱状结晶，溶于水并放热，有腐蚀性。 

    2.熔点：42.35℃。沸点：213℃。相对密度1.814。无臭，但有辛辣收敛性酸味，有腐蚀性。能与水或乙醇混

溶，易吸收空气中的湿气。85%的磷酸相对密度1.69。 

    3.冷却后即为结晶状，加热至150℃成为无水物，200℃成为焦磷酸，300℃以上成为偏磷酸。 

详情请看

安全信息

安全说明:
S26：万一接触眼睛，立即使用大量清水冲洗并送医诊治。  

S45：出现意外或者感到不适，立刻到医生那里寻求帮助（最好带去产品容器标签）。  

危险品标:

C：腐蚀性物质 

危险类别码: R34：会导致灼伤。  

危险品运输编号: UN1805

CAS#7664-38-2化学试剂供应商(点击生产商链接可查看价格)

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7664-38-2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400-666-7788  

阿法埃莎(Alfa Aesar) 磷酸专业生产商、供应商，技术力量雄厚 800-810-6000/400-610-6006  

深圳迈瑞尔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代理ABCR) 长期供应正磷酸等化学试剂，欢迎垂询报价 0755-86170099  

萨恩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生产销售H3O4P等化学产品，欢迎订购 021-58432009  

阿达玛斯试剂 是以Phosphoric acid为主的化工企业，实力雄厚 400-111-6333  

阿拉丁试剂 本公司长期提供Orthophosphoric acid等化工产品 021-50323709  

CAS号:7664-38-2 磷酸;正磷酸 CAS No.查询免费提供下载

爱化学尽量确保CAS No 7664-38-2数据的准确性，但并不承诺其准确性，因此凡使用以上数据造成不良后果，均与爱化学无关，爱化学也不承担任何责任。-CAS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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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 Organics 是7664-38-2等化学品的生产制造商 +32 14/57.52.11  

阿凡达化学 专业生产和销售磷酸，值得信赖 400-615-9918  

Sigma-Aldrich 专业从事正磷酸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800-736-3690  

供应商信息已更新且供应商的链接失效，请登录爱化学 CAS No. 7664-38-2 查看 

若您是此化学品供应商，请按照化工产品收录说明进行免费添加

其他信息

产品应用: 用于制药、颜料、电镀、防锈等。

1.磷酸 （7664-38-2）的制备方法： 

    方法一： 

    BV-Ⅲ级磷酸的制备主要采用三氯氧磷水解工艺。工艺路线是：先对工业三氯氧磷进行精馏，制备得的三氯氧磷

进行水解，然后进行脱酸、超净过滤、超净分装成产品。

    方法二： 

    工业生产方法有湿法和热法。前者制得磷酸浓度较低，而且含杂质较多，需要进行净化。如以酮-醇混合物为萃

取体系精制湿法磷酸，经萃取-洗涤-反萃取和钡盐沉淀净化的工艺流程，已生产出合格的85%工业磷酸。后者制得磷

酸浓度和纯度都高，但耗电量大、投资和成本较高。 

    1.湿法是用酸分解磷矿石制得。此法分为硫酸法、盐酸法、硝酸法和硫酸氢铵法。常用为硫酸法。硫酸法由于

反应温度和制得磷酸浓度不同，在磷酸水溶液中硫酸钙晶体有三种不同形式，按其生产工艺分为"二水物"流程、"半

水物"流程、"无水物"流程，近年还出现"半水-二水物"流程和"二水-半水物"流程等。湿法(硫酸法)二水物流程将磷

矿石粉碎至80~100目后，加入萃取槽，再加人淡磷酸和返酸以维持料浆的液固比为(2.5~3.5):1(重量比)，并调节磷

酸浓度。把硫酸按理论量的102%~104%加入萃取槽，与磷矿粉于75~85℃进行萃取反应4～8h。反应后的料浆经过滤，

滤液即为磷酸，浓度一般在20%~25%P
2
O
5
，其中一部分返回萃取槽调节液固比，另一部分送去蒸发浓缩，制得磷酸成

品。其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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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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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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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F↑滤渣经多次洗涤后排出，其磷石膏用于制造硫酸的原

料，洗液返回萃取槽用。 

    2.热法热法磷酸的生产有酸冷流程、水冷流程和喷射除雾流程，现分述如下： 

    酸冷流程将黄磷在熔磷槽内熔化成液体，经磷喷嘴送人燃烧水合塔，同时用压缩空气(一次空气)将磷雾化，使

磷氧化燃烧生成五氧化二磷。为了使磷氧化完全，在塔顶还需补充二次空气。在塔顶沿塔壁淋洒30~40℃的循环磷

酸，使五氧化二磷气体冷却，同时与水合成磷酸。排出的气体进入电除雾器以回收磷酸，再经冷却至30~40℃后，大

部分作循环磷酸返回燃烧水合塔，小部分作磷酸成品。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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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流程将黄磷熔化

后，用泵把液态磷送人燃烧室，同时用压缩空气使磷雾化，并补充二次空气，使磷在燃烧室内进行氧化。产生气体

温度为800℃左右，在室外用水冷却，使壁温保持80~125℃。从燃烧室出来的气体进入石墨制的气体冷却器，气体经

冷却至80℃时进入水合塔，在塔中分三层喷水冷却，并水合成磷酸成品。尾气冷却至100℃以下，经电除雾器排入大

气。 

    喷射除雾流程将液态黄磷经磷喷嘴送入燃烧水合塔，同时用压缩空气使磷雾化，燃烧生成的五氧化二磷立即与

水形成磷酸酸雾。将酸雾经热交换器冷却后被喷射除雾器吸入，酸雾在喷射器喉部碰撞，凝集成大颗粒后在旋风分

离器内回收，配制成85%H
3
PO

4
，制得磷酸成品。 

    方法三： 

    将沉淀剂氢氧化钡缓慢加入装有粗磷酸的降硫罐，搅拌加热至95℃，并维持20min后放入陈化罐，陈化 26d左

右。下层浊液经过滤回收磷酸，上层清液加热至85℃泵入除砷填充塔的塔顶，从塔底通入H
2
S气体。过剩的尾气从塔

顶导入NaOH溶液中和槽，带有悬浮块的磷酸液浆从塔底出料，进入凝聚罐，并加热至90℃，后经过滤罐、调节罐(维

持温度80℃)，再入吸附罐。吸附罐的温度控制在80℃，加入活性炭、硅藻土进行搅拌吸附1h。最后进入滤浆罐，维

持55℃过滤后即得食品级磷酸。 

    方法四： 

    重结晶法将工业磷酸用蒸馏水溶解后，把溶液提纯，除去砷和重金属等杂质，经过滤，使滤液符合食品级要求

时，浓缩，制得食用磷酸成品。 

    方法五： 

    三氯氧磷法将工业级三氯氧磷经蒸馏提纯后与高纯水反应，调到所需浓度后便生成磷酸，再用冷冻结晶法提

纯，并用微孔滤膜过滤除去尘埃颗粒，制得无色透明的BV-1级磷酸。 

    2.杂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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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质                  BV-Ⅲ级          MOS级 

还原高锰酸钾物质(以O计)       10×10-6        50×10-6 

挥发酸                        10×10-6        10×10-6 

氯化物(Ct)                     1×10-6         1×10-6 

硝酸盐(NO
3
)                    5×10-6         5×10-6 

硫酸盐(S0
4
)                   10×10-6        20×10-6 

铝(Al)                       300×10-9 

砷(As)                        50×10-9       0.5×10-6 

钡(Ba)                       100×10-9 

镉(Cd)                       450×10-9         5×10-6 

钙(Ca)                         1×10-6        20×10-6 

铬(Cr)                       200×10-9 

钴(Co)                        50×10-9 

铜(Cu)                        20×10-9         5×10-6 

金(Au)                       150×10-9 

铁(Fe)                        50×10-9        10×10-6 

铅(Pb)                       300×10-9         5×10-6 

锂(Li)                        50×10-9 

镁(Mg)                       100×10-9        10×10-6 

锰(Mn)                        10×10-9        50×10-6 

镍(Ni)                        50×10-9        50×10-6 

钾(K)                        450×10-9        50×10-6 

钠(Na)                       100×10-9        10×10-6 

锶(Sr)                       100×10-9 

钛(Ti)                       300×10-9 

钒(V)                         10×10-9 

锌(Zn)                       400×10-9        10×10-6 

3.毒性与防护： 

    磷酸是二级无机酸性腐蚀品，对皮肤有强刺激性。操作时应戴好防护用具。 

4.包装及贮运： 

    选择化学稳定性好的聚乙烯瓶，在超净环境下进行洗瓶及分装，按一般腐蚀性液体贮运。 

5.其它： 

    1.类别：腐蚀物品。  

    2.可燃性危险特性：遇H发孔剂可燃，受热排放有毒磷氧化物烟雾。  

    3.储运特性：库房通风低温干燥，与H发孔剂、碱类分开存放。  

    4.灭火剂：砂土、泡沫、水。 

质量指标： 

    Ⅰ.GB 3149—92(强制性国标) 

1．色度,号(GT-11-1)                       ≤20 

2．含量(H
3
PO

4
)                         ≥85.0% 

3．砷(以As计)                        ≤0.0001% 

4．氟(以F计)                          ≤0.001% 

5．重金属(以Pb计)                     ≤0.001% 

6．氯化物(以Cl-计)                   ≤0.0005% 

7．硫酸盐(以SO2-
4
计)                  ≤0.005% 

8．易氧化物(以H3PO3计)                ≤0.012% 

限量： 

    GB 2760—2002：复合调味料、罐头、可乐型饮料、干酪、果冻、软饮料、含乳饮料，均GMP。 

毒性： 

    1．对人无中毒报告。浓溶液对皮肤有腐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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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法及其他:

    2．ADI 0～70mg/kg(以磷计的总磷酸盐量，FAO/WHO，2001)。 

    3．GRAS(FDA，§182.1073，2000)。 

    4．LD
50
1530mg/kg(大鼠，经口)。 

鉴别试验： 

    1．取试样约0.5g，放于100ml烧杯中，加水10ml，酚酞试液(TS-167)1滴，用40g/LNaOH液调至中性，滴加10g/L

硝酸银溶液，应有黄色沉淀生成，该沉淀能溶于稀硝酸或氨水。 

    2．磷酸试验 阳性。取试样数ml，加稀硝酸试液(TS-158)，中和。然后加等容量的钼酸铵试液(TS-22)，温热。

应有鲜黄色沉淀产生，该沉淀溶于稀氨试液(TS-13)。 

含量分析： 

    GB 3149—92方法 

    1．混合指示剂 取0.1%百里酚蓝溶液3份(V)和0.1%酚酞溶液2份(V)，混合均匀。 

    2．测定手续 

    (1)重量法： 

    亦称仲裁法。取试样5g(称准至0.0002g)放于100ml烧杯中，加10ml盐酸，盖上表面皿，煮沸10min，冷却后转入

500ml容量瓶中，加10ml盐酸，用水定容后，摇匀。取该溶液50ml放于500ml容量瓶中护再用水定容后，摇匀，是为

试样液。 

    取试样液20ml放于400ml烧杯中，用水稀释至100ml，加喹钼柠酮试液(TS-202)50ml，盖上表面皿，在电热板上

加热至杯内温度达72℃±5℃，保持半分钟或在水浴中保温至溶液分层(不能用明火加热，不论在加试剂或加热时都

不能搅拌混匀，以免形成块状物)，冷却过程中转动3～4次。用预先在175～185℃(或240～260℃)恒重的4号玻璃坩

埚过滤，先将上层清液过滤，沉淀用倾泻法洗涤3～4次，每次约用水20ml，洗液通过坩埚过滤，然后将沉淀转到玻

璃坩埚中，继续用水洗涤5～6次，置坩埚于175～185℃烘箱中烘45min(或240～260℃烘箱中烘15niin)，玻璃坩埚于

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重。 

    同测定手续，进行空白试验。 

    (2)容量法： 

    按上述重量法测定手续进行至"……冷却过程中转动3～4次"，以下操作按下述测定手续进行。 

    用铺有滤纸、脱脂棉或纸浆的过滤器过滤，先将上层清液过滤，沉淀用倾泻法洗涤3～4次，每次约用水25～

30ml，然后将沉淀转到过滤器上，继续用水洗涤至无酸性(取约20Al洗出液，加一滴混合指示剂和1滴0.25mol/L的氢

氧化钠液，所呈颜色与处理同体积水所呈的颜色相近为止)。将沉淀转入原烧杯中，加不含二氧化碳的水100ml，搅

匀沉淀，约加0.5ml/L氢氧化钠标准液10ml，充分搅拌至沉淀溶解，加5滴混合指示剂，用0.25mol/L盐酸标准液滴

定，溶液由紫色变为微黄色时为终点。 

    用同样测定手续，进行空白试验。 

    本方法平行测定时允许误差在0～2%以内。 

质量指标分析： 

    1．砷 

    (1)试剂的制备 

    ①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溶液 取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1g，用0.5%吡啶溶解后定容至200ml，贮于密闭的

棕色瓶中，避光，该溶液稳定期为两周。 

    ②溴化钾 溴酸钾溶液 取溴化钾20g和溴酸钾5.2g，用少量水溶解后稀释至100ml。 

    ③氯化亚锡盐酸溶液 取氯化亚锡40g溶于由25ml水和75ml盐酸配成的混合液中。 

    (2)测定 

    方法一：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法(仲裁法) 

    ①标准曲线的绘制：分别吸取0、2.5、5.0、10.0、15.0、20.0ml砷标准溶液(见GT-3中方法一；相当于砷的含

量0、2.5、5.0、10.0、15.0、20.0μg)于6只砷发生瓶中，加1:1盐酸20ml，再加水至40ml，加15%碘化钾溶液2ml和

氯化亚锡溶液2ml，搅拌后放置15min。 

    分别取5ml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吡啶溶液到吸收管内，连接到分光光度计或光电比色计的各部分，静置

15min，加5g锌粒至砷发生瓶中，立即盖好瓶盖和吸收器，反应约45min，移去吸收器、混匀溶液。用分光光度计在

波长540nm处，或光电比色计用相当波长的滤色片，以空白溶液作参比，测定各溶液的光密度，绘制浓度-光密度曲

线。 

    每次用新配制的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溶液和新的一批锌粒时，都要重新绘制标准曲线。 

    ②试样测定：取试样若干克(称准至0.0002g，使所取试样中的含砷量在1～20μg之间)于胂发生瓶中，加水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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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ml，加1ml溴化钾-溴酸钾溶液，将胂发生瓶放在水浴中加热，直至溶液释放出的溴的黄色在5min内不消失(不然

将继续加适量溴化钾-溴酸钾溶液)，再加1ml溴化钾－溴酸钾溶液，继续在水浴上加热直至溶液完全褪色，冷却溶液

至室温，加1:1盐酸20ml，用水稀释至40ml，加15%碘化钾溶液2ml，以下操作按本方法"①"的测定手续进行。 

    本方法平行测定的允许误差在0.00003%以内。 

    方法二：砷斑法(参见GT-3中方法二) 

    取试样2g(称准至0.1g)于胂发生瓶中，加1:1盐酸20ml，用水稀释至40ml，加15%碘化钾溶液2ml和氯化亚锡溶液

2ml，摇匀后放置10min，加5g无砷金属锌，立即将已装好醋酸铅棉花及溴化汞试纸的玻璃管装上，放置于25～30℃

暗处1h，与砷标准溴化汞试纸颜色比较。 

    砷标准的配制：吸取适量的砷标准溶液于广口瓶中，与试样同时同样处理。 

    为求得砷的含量，需配制一系列砷标准。 

    2．氟： 

    仪器见GT-15。 

    (1)试剂 

    ①琥珀酸缓冲液pH4.6。溶解5.9g琥珀酸[丁二酸(CH
2
COOH

2
)
2
]在约300ml水中，用0.5mol/L氢氧化钠溶液通过pH

计调节至pH值为4.6。用水稀释至500ml。 

    ②茜素氨羧络合剂：分析纯。配制0.88g/L溶液。称取0.44g茜素氨羧络合剂悬浮于200ml水中，加少量0.5mol/L

氢氧化钠溶液直至固体刚好溶解，加50ml缓冲液，用pH计调节溶液pH值为4.5～4.8，用水稀释至500ml，贮藏在0～

50℃。 

    ③硝酸镧：分析纯。配制0.86g/L溶液。溶解0.43g硝酸镧[La(NO3)3·6H2O；在500ml水中。 

    ④混合发色剂：使用前等体积混合茜素氨羧络合剂溶液和硝酸镧溶液。 

    ⑤氟标准溶液：即1ml含0.002mg氟。将氟化钠于105℃下烘2h，于干燥器中冷却后，按GB 602-77第二章第19条

配制。使用前用水稀释50倍。 

    (2)测定 

    ①标准曲线的绘制：分别吸取0、2.5、5.0、7.5、10.0、15.0、20.0ml氟标准溶液(相当于氟含量0、5.0、

10.0、15.0、20.0、30.0、40.0μg)于7只50ml容量瓶中，各加水至20ml，然后加0.1ml酚酞试液(TS-167)，用

0.2mol/L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桃红色，再加0.02mol/L硝酸溶液使褪色，加5ml缓冲液，10ml混合发色剂和10ml丙

酮，用水稀释至刻度，混匀。放置20min后，用分光光度计在波长620nm或光电比色计用相当波长的滤色片，以空白

溶液作参比，测定各溶液的光密度。绘制浓度－光密度曲线。 

    ②试样测定：称取试样45g(称准至0.1g)，置于蒸馏瓶(250ml三颈圆底烧瓶，分馏柱长120mm)中，加0.75g二氧

化硅，用约5ml水冲洗蒸馏瓶内壁，加数ml甘油在温度计套管内，将蒸馏瓶与水蒸气发生器(容量约3000ml的广颈烧

瓶)和冷凝器连接。 

    在500ml容量瓶中放入40ml水和0.2mol/L氢氧化钠溶液10ml，用以收集蒸馏液。 

    加热蒸馏瓶和水蒸气发生器，不要立即通水蒸汽到蒸馏瓶中，直到蒸馏瓶中溶液达到138～139℃时才通入水蒸

气。蒸馏时温度维持在139℃±3℃。 

    收集约400ml馏出液后，停止蒸馏，用水稀释至刻度。 

    吸取一定量馏出液(使氟含量小于40μg)，体积不大于20ml，放于50ml容量瓶中。若有必要，加入一定量水使体

积为20rnl。以下操作按上述"①标准曲线绘制"的测定手续进行。 

    本方法平行测定的允许差数在0.0002%以内。 

    3．重金属： 

    取试样5g(称准至0.1g)，于5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取30ml该试样液于50ml比色管中，加10%氨

水中和至中性，冷却，用水稀释至40ml，加0.5ml冰乙酸，10ml新制备的饱和硫化氢水，摇匀，放置10min，与铅标

准比色液比色。 

    铅标准比色液的配制 吸取10ml试样液，加适量的铅标准溶液(TS-128)，稀释至30ml，以下与同体积试样同时同

样处理，为求得重金属铅的含量，需要配制一系列的铅标准比色液。 

    4．氯化物： 

    取试样5g(称准至0.1g)于25ml比色管中，用水稀释至约20ml，加2mL5mol/L硝酸和1mL0.1mol/L硝酸银溶液，用

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放置10min，与氯化钠标准比浊液比浊。 

    氯化钠标准比浊液的配制：吸取适量的氯化钠标准溶液(0.01mg氯/ml；参见GT-8)，与试样同时同样处理。为求

得氯化物的含量，需要配制一系列氯化钠标准比浊液。 

    5．硫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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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试样5g(称准至0.1g)于5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取10ml该试样液于25ml比色管中，加5mL95%

乙醇和1mL3mol/L盐酸，在不断摇动下滴加3mL25%氯化钡溶液，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放置10min，与硫酸盐标准

比浊液比浊。 

    硫酸盐标准比浊液的配制：吸取适量的硫酸钠标准溶液(0.01mg硫酸根/ml)，与试样同时同样处理。为求得硫酸

盐含量，需要配制一系列硫酸盐标准比浊液。 

    6．易氧化物： 

    取试样7g(称准至0.1g)置于100ml烧杯中，加5ml水和0.2mL0.1mol/L高锰酸钾溶液，加热煮沸10min，其所显粉

红色不得消失。 

详情请看

相关化学品信息

氢化钠  764692-53-7  76400-80-1  五氯乙烷  76835-64-8  769949-77-1  764-81-8  76609-59-1  76116-20-6  767260-87-7  1,1,2-三氟

三氯乙烷  764654-23-1  吡唑并[1,5-a]吡啶-2-甲醇  3-乙氧基丙酸乙酯  7695-56-9  二甲基甲酰胺  紫杉醇  异丁醛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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