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LICABLE TECHNoL0GY M ARKET 

管道反 应器制粒状磷铵及氮磷钾复合肥技术 

／ 化工部上海化(2工000研62)究院j璺醯L 
要 根井国内现有备件t以国产磷矿制得的湿法磷酸为原料。通过万吨缎中问试验．确定了其7- 

了 

前言 善 翌嚣 嚣 
在7O年代．TVA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开发成功管 

道反应一转鼓氪化造粒制磷酸馈的工艺流程。在传统工 

艺基础上，主要改革氪化反应器结构和操作条件，其显 

著优点是淮磷酸和氯在管道反应器内在较高的压力和 

温度下进行快速反应，生成熔融体或高浓度的料浆，直 

接卸八造粒机内的料床上，粒化时，返辩比相应减小．由 

于不用料浆泵输送牯稠的料浆，可靠性厦稳定性得以显 

著提高。此外，该流程巳发展成可以制取以磷酸馈为基 

础的多种 NP厦 NPK粒状复合肥料产品。除TVA 外， 

越国的 UHDE公司、西班牙的 CROS公司等也开发成 

功类似的管道反应器工艺，而法国的 GESA公司则开 

发成功能直接制得磷酸二馈的双管道反应器工艺。 

管道反应器工艺与传统的预中和器工艺 比较有其 

显著的优点： 

a．设备简单投资省。 

b．操作控制容易。由于磷酸经料浆可以直接从管道 

反应器喷口中卸出，喷洒在造粒机内的料床上，消除了 

用泵输送高牯度、低水分料浆的困难问题 

c．节省能耗，特别是可以用高浓度的磷酸 。充分利 

用反应热。减步干燥过程的负荷。 

结合国内情况，化肥专家建议．稽国在本世纪束这 

段时闻·发展磷肥工业应以发展磷酸馈系肥斟为主，而 

磷酸馈幕肥料的制造技术的发展应 以管道反应器谎程 

为主。为此t国家科委于1987年正式批准该项目．并作为 

国家 七五 重点攻关项 目。该项 目于1991年通过化工部 

组织的鉴定。鉴定意见认为：“管道反应器工艺与常压法 

预 中和工艺相比．能以高淮度磷酸为原料，利用反应热 

移除磷酸馈料浆中的水分，使造粒工序的返料比降低． 

具有投资省，生产强度高．能耗低等优点。尤其在制取氮 

委评审，该项 目分别被列为‘八五”、 九五”国家科技成 

果重点推广项 目 

2 物理化学基础和过程分析 

2．1 磷酸和氨的化学反应 

在¨O～115"C下用气氪将磷酸中和到生成磷酸一 

铵，氪损根少，而在这些条件下中和到生成磷酸二馈时。 

氪损较大 该中和过程的主要反应是 

H。PO．(液)+NH。(气) 

= NH．H zPOt(固)+120．08kJ 

H PO．(液)+2NHs(气) 

= (NH．)2HPO (固)+200．83k] 

NH H PC' (固)+NH (气) 

=(NH )：HPO {固)+10o．83kJ 

湿法磷酸中含有多种杂质离于，在磷酸的氪化反应 

同 时．会 生 成 一 些 复 杂 化 合 物。如：(Fe、A1) 

NH,．HF~．PO ，称之谓 S 化合物，(Fe．AI)NH H (PO．)： 

’I／8H：O，称 其 为 Q 化 合 物，MgNH PO ·6H2O， 

Fe(NH )=H：F(POt’：等。这些化台物往往是氪化反应器 

壁结垢的根源 

2．2 磷酸铵料浆的遗粒过程 

返料造粒是以粉状、细粒状物料作 为返料。由管道 

反应器提供磷酸铵料浆．借料浆中的含水量及热量，在 

造粒机内擦布或团聚成粒．因此 ，物料 的物理化学性质 

(如组成、化学反应、溶解度、牯度和表面张力等)、造粒 

温度、造粒机的结构对造粒过程都有重要影喃． 

3 管道反应器试验 

管道反应器的长度确定 ．是以反应器束端氪和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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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反应，并以氨损失最小为依据。为了研究管道反应 

器内氨和磷酸反应的情况 对管道反应器的温度分布进 

行了测定。管道反应起始点，磷酸和气氨剧烈反应产生 

太量的厦应热，致使管道反应器内物料温度上升，选到 

最高点之后 ，温度下降，井趋平稳。 

要处理几种酸加上料浆 中固体对管道反应器的腐 

蚀 ，腐蚀条件比较复杂。表l汇总了材料试验结果。 

表1 耐腐蚀材料试验结果 

不加硫 酸 加硫硅 

316L不锯铜 1112 无明显庸蚀 4 庸蚀穿孔 

高话锕 ll20 无明显庸蚀 21 无明显腐蚀 

Z2鬯 
结果表明，以开阳及褥 口礴矿制得的湿法礴酸为原 

料，在不加硫酸的情况下．可选用3151-不锈钢或高铬钢 

制作管道反应器 

管道反应器的结垢与工艺条件、原料磷酸浓度及杂 

质古量等诸多固紊有关，且结垢障管道反应器内位置不 

同而有所不同，在同样的中和度条件下，磷酸浓度的提 

高，料浆水分明显降低，料浆变稠容易形成结垢。试验中 

我们还发现，在料浆中和度为1．o的情况下，由于磷酸镁 

溶解度处于最低处．较容易形成阻塞结垢。管道反应器 

在运转过程中为了阻缓结垢．可问歌使用蒸汽吹扫管道 

反应器，使管内压力复原。 

4 用管道反应器氨化粒化制粒状磷酸一 

铵 

4．1 工艺漶程 

管道 反应器制粒状磷酸一铵工艺流程包括：气氨和 

酸液的管道反应、斟浆造粒、干爆、筛分、破碎、成品包装 

厦尾气处理等工序。试验流程见附图。 

附图 管道反应器村粒状辟接工艺漉程囤 

1．辟琏贮槽 2．磷酸泵 3．磷酸高位槽 4．磷酸计量泵 5．磕醢高位槽 6．硫照计量泵 7．鼓 风机 8．洗涤液计 

量秉 9．量追反应器 l2．转鼓遗氛量 l3．转鼓适鞋机 l4．雌气液甘括 l5．幡晓妒 l6．鼓风机 l7．洗涤液秉 

l8．造粒尾气洗涤器 l9．皮蒂辅道机 20．旋且跨 尘器 21．洗涤液幕 22．干燥尾气洗涤器 23．干燥机 24． 

皮蒂着送机 25．26．27．洗涤液泵 28．卧式洗涤器 29．斗式提升机 3O．粗料振动辩 31．细料振动辩 32．振动 

冷却床 33．洗涤塔 34．洗涤液泵 35．成品控．』用板 36．成品贮斗 37．链蘑机 38 排且机 39．烟囱 

47 P：0s湿法磷酸通过磷酸计量泵4和经计量的气 

氨在管道反应器内反应，藏酸及洗涤靛分别通过硫酸计 

量泵8、洗涤液计量泵8加入管道反应器内。生成的高浓 

度磷酸铵料浆，由管道反应器喷口喷洒于造牲机l3的铀 

料床进行造粒。造粒机内安装有通氨管．可根据需要补 

充气氨及蒸汽。造粒湿料溢流到皮带输送机l9进入干燥 

机23，造粒机尾气由造粒机出料端上方t经斜管道喷淋 

后到文氏洗涤器l8．洗涤靛由泵l7循环使用。 

干爆机的热炉气由燃烧煤气提供，调节炉气温度的 

二次风由鼓风机l6进风。干爆机内物料与热炉气并流， 

尾气经旋风除尘器2口和文氏洗涤器22岳同造粒尾气台 

井进入洗涤塔33，再由排风机38排人大气 。文氏洗涤器 

中吸收藏及洗涤塔中洗涤液，分别由洗涤液泵2l，34循 

环使用．干燥机出口铀料从出料籍的底部．经皮带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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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24进凡斗提机29。斗提机将物料提至粗肺3O．再经细 

筛31筛分，成品迭入振动玲却床32玲却，到成品贮斗包 

装。大块物科经链翳机37破碎后与细粉及部分成品作为 

返料回到造粒机。 

4．2 试验结果 

用管道反应器工艺制取粒状磷酸一铵进行兰种条 

件试验： 

a．管道反应器料浆中和度控制0．7，转鼓造粒机补 

氪封中和度1．0。 

b．管道反应器料浆中和度控制1．0。 

试验测定了不同中和度，不同碑酸浓度时管道反应 

器碑酸铵料浆的古水量 。随着水计量泵加水量的提高， 

磷酸铵料浆含水量增加．而随着科浆中和度的提高，碑 

酸铵料浆的水分又明显降低． 

在 比较了二者试验条件的各项指标，成品颗粒的外 

观 、管道反应器的结垢情况后，认为管道反应器翻粒状 

磷酸一铵，采用管道反应器中和度为0．7，转鼓补氨至中 

和度为1．O工艺较为合理。 

5 用管道反应器氨化粒化铷粒状磷酸二 

铵 

5．1 工艺漉程 

管道反应器制粒状磷酸二铵工艺流程与制造磷酸 

一 铵工艺流程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于尾气处理工序． 

制磷酸二铵时，由于造粒机内氯选出量较多．造粒机引 

出气经文氏洗涤器用稀磷酸吸收氨。吸收藏选到一定浓 

度后，经计量送到干燥文氏洗涤器。稀碑酸在嗳收氨同 

时．逸出部分氟，因此尾气在经过各自文氏洗鬻器后，进 

入卧式错流填料层洗涤器(以下简称卧式洗涤器)除氟， 

再 由排风机排放。 

5．2 试验部分 

卧式洗涤器试验对喷头的喷孔直径、孔厚、中心孔 

直径、十字角、藏道角等5个参数进行试验，在卧式洗涤 

器不同的截面气遗、藏气 比情况下，撼定了洗涤器内各 

组填料的阻力降，洗涤器在正常操作时的阻力降为 

980Pa 

中间试验对用一棍管道反应器生产粒状碑酸二铵 

工艺流程进行了撵讨．采用管道反应器料浆中和度为 

1．45，转鼓造粒机补氨到中和度1．8I艺．能制得含 N 

l7 ，P。0s 47 盼粒状磷酸二铵产品。干燥机出日物料 

粒径合格率(1～4 ram)大于70 。磷酸二恢成品粒径合 

格率大于95 

6 管道反应器制粒状氮磷钾复肥 

6．1 工艺巍程 · 

管道反应器制NPK复肥工艺流程包括：原料预处 

理、管道反应、造粒、干燥、筛分、破碎、成品包装及尾气 

处理等工序。 

管道反应器制 NPK复肥工艺是碑酸和气氯在管 

道反应器内反应．生成高浓度磷酸铵料浆．固体原料尿 

素 ．硫酸铵或氯化铵等氨索及氯化钾等配料后进行预处 

理。由原料提升机提至原料贮斗中．由电振动给料机结 

合皮带秤进行计量，送入造粒机中，和返料一起进行涂 

布造粒．较之使用原料碑酸一恢 、氯化铵、氯化钾等用蒸 

汽团囊造粒，具有颗粒强度大、粒度圊、成粒率高、比较 

经济等优点。 

6．2 试验部分 

6．2．1 造粒工艺条件试验 

磷酸铵科浆的温度及其含水量直接影响造粒温度 

及成粒率．料浆的温度及含水量用求计量泵的加水量来 

调节，试验结果表明t造粒温度僖低大粒明显提高，而水 

计量泵不加水的情况下造粒温度偏高，造粒物料的成粒 

率低，运料倍数较大。 

将中和度的试验点安捧为0 7、1．0、1．45，经过试验 

和长期运转18 d的考棱，确认料浆中和度控制在1．45， 

具有操作稳定，成粒宰较高等优点． 

6．2．2 干壤工艺条件试验 

物料的干燥与干燥炉的结构、物科的停留时问、炉 

气量、炉气温度和干燥铀料的物化性质有关．试验期闻 

对干燥机生产强度进行了撼定，数据表明．干燥机正常 

运转中，其干燥强度选到t kg水／m h。 

6．2．3 长期运转诚藿 

中问试验用管道反应器翻 NPK复肥进行了多次 

长期运转试验．其中代号为N一3一l的试验，运转日期5 

月31日至6月18日，共生产复肥1104 t o代号为 N一4—1 

盼试验，运转日期9月4日至9月19日，生产复肥966 t． 

6．3 分析讨论 

技木经济指标表明，管道反应器翻复混肥工艺藏程 

明显优于固体礴铵团粒法制复混肥工艺藏程。 

a．管道反应器流程工艺筒单，主要设备仅需管道反 

应器 ，磷酸计量泵等，大大少于固体碑恢团粒法流程。 

b．管道反应器流程工艺装置投资省，它与弼规模固 

体礴铵围粒法比较可节省投资62．99万元．约占总投资 

29 (工艺设备购置费可节省25．43万元)。 

c．管道反应器藏程无需粉粒状礴铵部分的厂房，经 

估算遮部分建筑面积500 m 左右．若接500元／m：计，可 

节省建筑工程费25万元。 

d．管道反应器流程操作人员可碱少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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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管道反应器制复混肥产品成本比磷铵团粒法低 

13--]5元／t．年刨利高4o万元。 

f，从技术路线上分析．管道反应器浇程制 NPK复 

肥较之团粒法工艺具有逅斟倍数低、粒度四、强度高等 

优点 

7 结论 

a．通过万吨级规模的中间试验 ’确定了管道反 

应器生产粒状礴酸一铵、磷酸二铸及NPK复肥的工艺 

流程．主要设备的造型 结构和材料。掌握生产过程的操 

作方法．主要工艺条件和控制指标．为基础设计提供了 

必要的技术参效，为大厂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b．研究了管道反应嚣的结{暂、尺寸，喷头型式和安 

装位置。提出了可用316L不锈钢或高话钢制造管道反 

应器 。 

c．研究了原料磷酸浓度，杂质吉量 及工艺条件对 

臂遭反应嚣结构的鼍}响．提出了减缓管遭反应器内壁结 

垢的措麓及结垢的精洗方法． 

d．中间试验成功地开发了尾气洗涤器．该洗错}器采 

用国产立体||丙烯丝网填料和 自行研制的洗涤液喷头． 

对除去尾气中的氟有显著的投果。同时恢设备结构简 

单．易于清洗．可广泛应用于礴肥工业中尾气的氟处理． 

e．以开阳、海I=l碑矿制得的湿法胃隼馥为原料．中I可 

试验取得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 

f．本中问试验棚取粒状磷酸一馈、磷酸二馈、NPK 

复肥的优惠工艺条件见表3。 

表2 中间试验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衰3 优惠工艺条件 

嘎 目 辟酸一馈 鼻瞳二蔷 NPK蔓罡 

堆 ■ 暖 (P 。s ) 45～47 ‘7～ ‘目 

膏肆t(PzOs 一 2彳～3s 
tt匣虚抖禁中和赛 O．7N0：8 1．441．5 
#奠量 垃蕾辩 中和崖 0．耵～1．∞ 1．8～1．9 

返抖槽敷(倍) 3．5～‘．0 I．s～4．-j 
成l‘古术量f ) 《2．O ≤2．0 
干蕾帆出口酋辩量度Lc) g；～ O々 ～8e 

g．管道反应器工艺．可采用高浓度蔫畦为原科．古 

Os 45 ～5O ．在较高温度、压力下进行氮化摊作， 

使造粒工序的返料比障低至3～4(制NPK复肥时为1．5 

～2．O、．动力消耗减少20艋左右，节省投责20陌左右。 

特别是生产NPK复肥时，较团粒法省去了粉状礴 

酸一铰的制造工序．使生产过程具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及 

社会效益． 

(’ 任量辑 张正生) 

收档 日期：1997—11一lB 

t拉术蕃革· 

菜籽油脚生产脱祺剂的工艺 

撼<西蕾瓤油抖擅}1997年第1期镣小红报道：利用 

术化油脚生产脱腆剂．用于建筑璜制板、砖坯、脱横筒单 

可行·是植物油厂增加经济收入的一十来锢【．其生产原 

理是将菜籽油寡与烧碱在加热条件下搅拌生成脂肪酸 

呐皂及甘油，叮制成脱模剂。 

操作要点为：将油脚幕入皂化蜗．量为皂化锕窖积 

的1／7~1／10，向油脚中瀑加碱械，按下式配戚25 左右 

的烧碱藏，碱靛用量(kg)=(油脚重量(t)×油脚古油量 

( )×皂化竹xo．714×(1．1O～1．2o)3／碱藏百分比浓 

度，式中1．1o～1．20为理论超碱量．开启间接汽和直接 

汽，在搅拌下将油脚煮拂．使之完全皂化，停f可接汽和直 

接汽·向锅中器加亦稀释至8～1o倍。再加入一定量的煤 

焦油和适量防腐j阱，继续搅拌均匀．到达规定要求后停 

止搅拌，将脱膜剂成品泵A成品池(■)． (最钧 摘) 

柠檬酸发酵残渣提取食物纤维素的研究 

据<鞭食与饲料工业}1997年第12期许刨敢番报道： 

利用柠檬欧发酵残渣提取食物纤维．为柠糠馥厂滤渣的 

利用开辟了新的出路． 

材料：拧罐酸厂新鲜的发酵残渣}6 NaOH(分析 

纯)} 一淀橱酶(活力ZC~0u，g)．操作要点st．发酵残潦 

处理：称取500 g(提重)加8倍 自来水搅匀过1O目筛．除 

去苗缱，筛下物用6 NaOH(w／w)中和至中性．b，n一 

淀柑酶水解处理：将撼遗煮拂20~30 mln，加适t狰水 

砖却至75"C．再加 a一捷粉酵0．5 (w／w)，保温下承饵 

30 min．c．软化、脱水t将水辑后的残洼加热至沸，加^ 

6 NaOH(w／w)．搅拌反应30 rain，使食物纤维充分软 

化．较化后用自来水边j先边脱水至中性为止 -c．干燥、粉 

碎：将脱水后的残洼均匀地放在烘盘上．放入鼓风式干 

燥箱中，105．c烘4～5 h，至恒置为止．再经粉碎后用20 

且分数jI母过炜，即得成品． (最暂 赫) 

盯 ．O盯 i；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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