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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工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对生态环
[1-3]

不同综合法二氧化氯发生器的结构形式、工艺参数和

境和水资源保护的要求愈来愈高 。造纸工业中漂白

应用实践进行阐述和对比分析，为建设单位选用二氧

废水的可吸附有机卤素 （AOX） 和二

化氯制备装置提供参考。

英等污染物

[4-6]

的排放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为达到日趋严
格的环保要求和保证企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在化学
漂白浆生产中，以二氧化氯 （ClO2） 为主要漂剂的无

1

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工艺简述
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系统由 3 个既相互联系、又

元素氯 （Elemental Chlorine Free，ECF） 漂白技术已

相互独立的装置区域组成，制备过程中产生两种中间

目前，使用二氧化氯纸浆漂白企业，现场制备二

品二氧化氯 （ClO2）。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主要生产

成为主流生产工艺并被广泛应用于清洁漂白技术[7-8]。

氧化氯的方法主要有甲醇法[9] 和综合法[10]。甲醇法二

氧化氯制备系统国产化已近 8 年，技术已经成熟[11]。

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系统也在 2015 年实现国产化，
运行情况良好。在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技术中，根据
二氧化氯发生器结构形式及控制工艺的差别，分为卧
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两种生产工艺。本文针对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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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即氯酸钠 （NaClO3） 和盐酸 （HCl），及最终产

成本是补充的纯水、氯气和电解区域所用的电力，图 1

为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工艺流程示意图。由图 1 可见，
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技术的特点是系统可以对各个装
收稿日期：2019-07-04（修改稿）

*通信作者：杨泽广，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洁制浆造纸新
技术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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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区域内的副产品进行回收利用和循环，氯气回收进

酸钠，中间产物和二次产物为弱 （稀） 氯酸钠。

行盐酸的合成，来自二氧化氯合成过程中产生的盐类

2. 1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生成系统主要由卧式发生

以及补充的盐液都送回氯酸钠电解系统用于电解反
应，加入的盐酸在二氧化氯生成和氯酸钠电解时可以
完全反应。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

器、蒸发器、冷凝器、吸收塔和稀氯气鼓风机组成。
图 2 为纸浆漂白二氧化氯综合法工艺中使用的典型卧
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结构示意图，发生器是一个钛制容
器，包括 9 个反应室和 4 组加热管束，盐酸与强氯酸
钠溶液在各个反应室内逐级反应；加热管束以低压蒸
汽为热源，使对应反应室内的反应温度升高，以弥补
因反应液浓度降低引起反应效率的下降，从而提高发
生器内的总反应效率，产生二氧化氯混合气体。

图1

强氯酸钠溶液和盐酸从端部加入到发生器内，因

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工艺流程示意图

不断反应生成二氧化氯而被消耗，二氧化氯发生器内

系统反应方程式如公式（1）～公式（4）所示 〔2〕。

不安装液位计，反应后的弱氯酸钠溶液从最后一个反

氯酸钠电解：

应室溢流到蒸发器，弱氯酸钠浓缩并消耗部分残余盐

NaCl + 3H 2 O + 电能 → NaClO 3 + 3H 2

二氧化氯合成：

NaClO 3 + 2HCl → NaCl + ClO 2 +

盐酸合成：

（1）

酸后再返回到氯酸钠电解系统。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在微真空状态下运行，为防

1
Cl 2 + H 2 O（2）
2

H 2 + Cl 2 → 2HCl

（3）

Cl 2 + 4H 2 O + 电能 → 2ClO 2 + 4H 2

（4）

止二氧化氯气体因浓度高而分解，在二氧化氯发生器
的每一个反应室里都注入空气，将风机循环分解产生
的稀氯气用来稀释发生器中的二氧化氯气体，控制二
氧化氯气体在混合气中的分压不超过分解界限。

总反应：

2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所配套的吸收塔通常采用玻
璃钢材质，一般分为三级填料塔床。氯气和二氧化氯
都在此塔中被吸收，最后的液体产品含有浓度较高的

两种二氧化氯发生器设备结构与特点

氯气，被送至储罐。

二氧化氯发生器是整个二氧化氯制备系统的核心

2. 2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

生产设备之一，有卧式发生器和立式发生器两种类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生成系统设备主要由立式发

型。在工艺过程中，一次加入的原料称为强 （浓） 氯

生器装置、弱氯酸钠返回泵、弱氯酸钠加热器、气体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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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器、二氧化氯冷凝器、吸收/提气塔、稀氯气真

面和顶部设置有视镜，可有效控制内部循环液量。反

空泵等组成。

应后的弱氯酸钠溶液通过返回泵抽出，加热后送至气

图 3 为某纸浆企业采用的国产立式二氧化氯发生

体分离器，尽可能消耗掉部分残酸后送回到电解工段。
由于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在高真空状态下运行，

器装置，包括立式发生器、加热器、盐酸加入器、循

环泵，这些设备与上、下循环管形成了一个强制循环

一般二氧化氯吸收塔选用钛材的二级盘式吸收/抽提

反应蒸发系统，反应母液在循环泵的作用下进行强制

塔。顶层为吸收段，氯气和二氧化氯都在此塔中被吸

循环。

收；底层为氯气抽提段，最后的液体产品含有微量氯
气，被送至储罐。
3

两种二氧化氯发生器工艺参数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和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不仅

设备结构不同，对应的生产工艺参数差别也很大，产
品和副产品成分也存在差异。参数如表 1 所示。
4
4. 1

两种二氧化氯发生器的生产实践对比
运行稳定性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采用外加空气稀释二氧化氯

气体，一旦稀释空气的供应量不足，极易发生二氧化
氯的分解而造成系统停机，影响漂白工段的正常运
行。公用介质 NaCl 溶液压力不稳定，会使稀释空气

压缩机的水环密封水流量变化，导致稀释空气压缩机
供应稀释空气不足，二氧化氯浓度过高发生分解。而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内的反应条件受外界条件影响较
图3

小，根据二氧化氯产能控制发生器加热器蒸汽用量，
国产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回路示意图

在发生器内蒸发出该产能所需的水蒸气量。蒸发出来

强氯酸钠溶液与盐酸在二氧化氯发生器及循环回
路中反应，反应混合液在回到二氧化氯发生器时发生
闪蒸，释放出二氧化氯、氯气，同时溶液在高真空度

的水蒸气稀释反应生成的二氧化氯及氯气，不仅使二
氧化氯气体浓度控制在安全浓度内，且一直维持在比
较稳定的水平，从而降低二氧化氯分解机率。
4. 2

操作方便性

状态下沸点降低，水蒸发为水蒸气。水蒸气稀释了反

开机时，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的稀释空气需要现

应生成的二氧化氯及氯气，使二氧化氯气体浓度控制

场手动调整到各级反应室的空气流量；立式二氧化氯

在安全浓度范围内。

发生器的开机则全部采用自动控制，无需现场调节工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安装液位和密度计，设备侧
表1
工艺
原料
发生器内反应温度
发生器压力
NaClO3 进口温度
HCl 进口温度

二氧化氯溶液

两种二氧化氯发生器工艺参数
卧式发生器

立式发生器

480～500 g/L 强氯酸钠溶液，105～115 g/L NaCl 溶液， 490～530 g/L 强氯酸钠溶液，100～120 g/L NaCl
质量分数 30%～32%HCl 溶液

溶液，质量分数 30%～32.5%HCl 溶液

-1.5～-1 kPa(g)

-75～-69 kPa(g)

1 ～9 反应室反应温度逐渐升高，25～85℃
#

#

25℃
35℃

二氧化氯浓度：8.5～10 g/L，氯气浓度：1.8 g/L

副产品稀 Cl2 含量（氯气/总混合气体，V/V）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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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参数，操作简单。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在开机时内

71～73℃
45～50℃
35～40℃

二氧化氯浓度：9.0～10 g/L，氯气浓度≤0.3 g/L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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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工艺方法
反应压力
反应温度
副产品

差异性对比表

卧室二氧化氯发生器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

微负压：-1 kPa(g)

高真空：-75～-69 kPa(g)

二氧化氯气体稀释介质：空气、氯气，稀氯气体积分数 19%～21%

二氧化氯气体稀释介质：水蒸气、氯气，稀 Cl2 体积分数 60%～65%

25～85℃逐级提高

71～73℃

吸收塔无气提剥氯段，二氧化氯溶液含氯约 1.8 g/L

产品
产能
可靠性

吸收塔有气提剥氯段，二氧化氯溶液含氯≤0.3 g/L

目前最大达到 25 t/d

目前最大达到 55 t/d

工艺影响因素较多，可靠性稍差

工艺参数稳定，可靠性好

操作

手动与自动结合，操作复杂

全自动，操作简单

维护

结构复杂，维护频率高

结构简单、维护频率低

部的物料组分或温度变化容易造成局部浓度过大而发

生二氧化氯分解，开机到生产时间一般需要 8～12 h；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因物料组分和温度变化小，一般
在 2～3 h 即可完成，开机速度快。
4. 3

设备维护

吹扫到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内各个反应室的稀释
空气通过空气喷嘴注入，在气流运动下该稀释空气喷
嘴容易产生振动而造成喷嘴脱落，或喷嘴被震出小裂
纹，导致缝隙腐蚀加剧而断裂。某纸浆厂二氧化氯分
解频繁一直找不到原因，在工厂年修进行卧式二氧化
氯发生器内部检查时发现喷嘴已脱落，重新安装后解

二氧化氯中的氯气含量可降低到与立式二氧化氯发生
器相同的水平。纯度高的二氧化氯溶液可减少在制浆
漂白过程中 AOX 的生成量，符合高要求的废水排放
指标。
4. 6

装置产能
目前，单个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最大产能基本在

25 t/d 左右，单个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最大产能则已
达到 55 t/d。由国内某公司设计并承建的两套国产综
合法二氧化氯系统，单个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产能已
达 35～38 t/d。
4. 7

投资及运行费用

决了二氧化氯分解的问题。因此，每次停机检修都需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结构相对简单，但需配套一

考虑进行发生器内部检查。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结构

台轴流泵将反应液在发生器内不断循环；卧式二氧化

设计简单，内部无易损、易变形部件，因此无需经常

氯发生器内部结构复杂，制造成本较高，且因副产品

性开人孔内部检查，设备的侧面设计有 3 个液位观察
视镜，顶部设计有 2 个气相和循环液观察视镜，顶部

氯气含氧量大而使盐酸炉设备增大。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轴流泵消耗电能，但发生器

视镜也可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发生器内情况。

内是在高真空度状态下反应和蒸发，降低了溶液沸

4. 4

点，减少了蒸汽用量；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内真空度

副产品浓度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需要稀释空气控制混合气中

二氧化氯浓度，副产品稀氯气体积分数约为 20% （稀

释空气带入的氧气使副产品中氧气含量高）；立式二
氧化氯发生器装置内水蒸气稀释混合气中二氧化氯浓
度，副产品稀氯气体积分数可达 60% 以上。在相同

规模二氧化氯产能的情况下，采用立式二氧化氯发生
器工艺时盐酸炉规格相对较小，燃烧灯头的使用寿命

小，强制蒸发耗汽较多，产品二氧化氯含氯高而使原
料氯气消耗大。总体而言，两种二氧化氯发生器的综

合法装置在投资和运行成本上几乎无明显差异，表 2
为两种二氧化氯发生器差异性对比。
5

结

语

二氧化氯制备作为现代化漂白浆厂生产流程中清

较长。

洁生产的重要环节，其运行好坏直接影响漂白浆的质

4. 5

量和成本。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工艺，所使用化工原

产品纯度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生成系统在微真空状态下运

料少、成本低，可以解决纸浆厂氯气和烧碱的不平衡

行，吸收塔无脱氯工艺，产品氯气含量较高；立式二

需求。目前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技术和装备已经成功

氧化氯发生器二氧化氯制备系统采用有脱氯工艺的组

国产化，并且已在生产实践中证明其技术和装备成熟

合式吸收/气提塔，最终的液态产品中氯气含量低。

可靠，进一步推广应用，与进口装备和技术相比不但

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采用与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相同

可以降低二氧化氯制备的投资成本，而且相对于甲醇

的后处理设备如气提剥氯及相关的技术措施后，产品

法，也可降低漂白浆的生产成本，同时解决甲醇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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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生产中产生副产品芒硝的问题。在综合法二氧化氯
发生器生产工艺的选择上，卧式二氧化氯发生器采用
与立式二氧化氯反应器相同的后处理设备（如气提剥
氯）及相关的技术措施后，产品二氧化氯中的氯气含
量可降低到与立式二氧化氯反应器同样的水平。因而
立式二氧化氯发生器生产工艺在运行、操作、维护、
产品质量、产能等指标上都具有优势，是纸浆企业采
用综合法二氧化氯制备可以优先选择的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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