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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混合器在环保领域的应用 

宋忠俊 

(上海化工研究院化学工程及装备研究所) 

摘 要 简述静态混合器的概念和特点，指出静 态混合器在环保领域的应用及应用 

原理，列举 了若干应用实例 ，期望能促进在环保领域进一步推广应用静态混合器。 

关键 词 静 态混合器 保护 环境 三废 治理 应用 

人类社会在生产活动 中不断产生的三废 

(废渣、废水、废气)污染着环境 ，影响人类 自 

身的生存，影响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治 

理三废保护环境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治理三废 

的办法众多，相关的设备也不少，而静态混合 

器是一种简便但却有效的新一代设备。 

1 静态混合器的概念和特点 

静态混合器是一种新型先进的化工单元设 

备，自70年代开始应用后 ，迅速在国内外各个 

领域得到推广应用。众所周知，对于二股流体 

的混合 ，一般采用搅拌的方法。这是一种动态 

混合设备 ，设备中有运动部件。而静态混合器 

内主要构件静态混合单元在混合过程中自身并 

不运动，而是籍借流体本身的能量并借助静态 

混合单元的作用使流体得到分散混合 ，设备内 

无一运动部件 。 

结合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应用，笔者认为 静 

态混合器具有以下特点： 

(1)混合性能好，效率高，易实现连续化 

生产，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生产效率； 

(2)操作弹性大，操作稳定 ； 

(3)放大效应小，放大容易；静态混合器 

型号 、规格多 ，适用 范围广 ； 

(4)结构简单 ，设备体积小 ，占地面积小， 

*宋惠俊 ，勇 ，1947年 lO月生，高级工程师。上海市，200062。 

不易损坏，设备费用低； 

(5)能耗低，操作费用小。 

三废的处理过程均与化学工程中的单元操 

作过程诸如分散、混合、萃取、吸收、反应等 

过程有关。静态混合器的上述特点 ，决定了其 

在三废处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合静态混合器的特点和三废治理的实际 

情况，静态混合器主要适用介质为流体，特别 

适合于废水、废气的治理 。 

2 静态混合 器在 环保领域 的应 用 

如上所述，静态混合器特别适合于废水、废 

气的治理，涉及到分散、混合、萃取、吸收、反 

应等单元操作过程。 

在废水处理中，有时需向废水中加人絮凝 

剂进行凝集沉淀处理。对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混 

合过程 ，絮凝剂与废水混合得越均匀，废水处 

理效果就越好 。就流量比而言，二者流量相差 

极大，要混合均匀具有相当的难度。一般采用 

机械搅拌方法 ，但往往因絮凝剂和废水的混合 

不均匀而影响凝集效果 。 

混合 的均匀程度 可用不均匀度系数 

来定量表示。不均匀度系数越小 ，混合程度越 

均匀 。工程 上不均匀 度系数 小于 5 则认 为混 

合已基本均匀。若不均匀度系数小于 1 ，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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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相当均匀 ，一般过程不必要求如此高。混 

合的均匀程度与混合设备的混合性能、被混体 

系特性、流率 比及流速有关。流率比大小对混 

合难易有相当的影响，流率相差越大，混合难 

度越高。为保证混合均匀 ，必须选用混合性能 

相对较好的静态混合器。对于废水和絮凝剂的 

混合，絮凝剂或是无机絮凝剂 ，或是有机高分 

子絮凝剂 ，预先配制咸水溶液，尽管二者流率 

相差甚大，有时达 1：1000，但经过一定长度的 

静态混合器后 ，能使絮凝剂与废水均匀混合。 

上述混合过程就其本质而言为二种相溶液 

体的混合，即所谓分布混合。而另一类涉及互 

不相溶二种液体的混合，即所谓分散混合，一 

相要分散成液滴与另一相混合 ，不光有分布混 

合均匀问题 ，还有液滴大小与大小分布的问题。 

某些废水所含的有害物质 ，可以用有机溶 

剂来萃取。对于废水萃取过程 ，萃取剂和废水 

互不相溶，往往包含三个步骤 ：先将废水和萃 

取剂混合，萃取剂将废水中的待处理组分萃取 

出来，然后二相分离 ，再将萃取相进行处理，分 

离出溶质，回收萃取剂循环使用 。废水和萃取 

剂是互不相溶的二相，萃取操作中，一相为连 

续相，一相为分散相。分散相形成液滴，液滴 

的大小及其分布直接与两相接触表面积有关。 

而依据表面更新理论，表面更新频率和传质系 

数有关。由于萃取过程既要使二相分散混合，叉 

要使二相有效分离，所以液滴既要细小又要大 

小分布均匀 ，过细的液滴往往无法使二相有效 

分离。在保证有效分离的前堤下，液滴越小且 

大小分布越均匀 ，则萃取效果越好。而一般萃 

取设备往往较难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 或操作 

条件极为荷刻，使萃取操作不能尽如人意。 

但静态混合器却能满足萃取要求。静态混 

合器内产生的液滴细小且大小均匀，两相接触 

比表面积大。静态混合单元内的径向速度脉冲 

既使径向混合均匀，又使液滴不断变形而引起 

连续的表面更新，且连续相和分散相间高的相 

对速度 ，极大地提高了传质系数。这样 ，大的 

比表面积与高的传质系数有利于提高传质速率 

和萃取效率。 

某些废水呈酸性或呈碱性，则需要加入碱 

性或酸性溶液中和，使其 pH值接近 7。这一过 

程存在酸碱中和反应 ，虽然反应本身一般是快 

速反应 ，又往往是 均相反应 ．不存在 传质问题 ， 

但混合均匀与否又影响废水 中各处的 pH值， 

所以混合的均匀程度对过程结果直接有显著影 

响。由于加入的碱性或酸性溶液量相对较少，所 

以同废水中加人絮凝剂相仿，混合具有相当的 

难度 。 

上述混合的二种物料不管是均相还是非均 

相，均为液相。而对于气液体系，涉及到气相 

和液相，属非均相体系，又往往伴有化学反应 ， 

存在传质过程。比较反应速率和传质速率，往 

往是反应速率快，传质速率慢，过程阻力集中 

在传质方面，强化传质提高传质速率能有效提 

高整个过程速率和效果 ，而静态混合器是提高 

传质速率的有效设备 。 

与萃取相仿，气液二相与互不相溶的二个 

液相一样，为非均相体系，发生传质过程时，为 

提高传质速率，要求传质设备提供高的二相接 

触比表面积和提高表面更薪频率，从而强化传 

质。所不同的是气液体系产生的是气泡(静态混 

合器操作时一般采用气体分散)，互不相溶二种 

液相产生的是液滴。前者要注意的是脉冲，后 

者要注意的是乳化 。 

在废水的生化处理中，好气性生物处理有 

着重要地位。好气性微生物的生长需要氧气，往 

往需要用专门的装置进行充氧，如果废水中溶 

解氧不足就会使好气性生物处理效果下降。 

在废气处理中，吸收尤其是化学吸收是一 

种重要的废气处理方法。例如用碱的水溶液吸 

收氮氧化物和硫化氢、亚硫酸铵水溶液吸收二 

氧化碳、四氯化碳吸收废气中的氯气等。 

使用静态混合器能有效改进气体的分散混 

合，提高气液比表面积和传质系数 ，强化传质 

从而强化整个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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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静态混合器在环保领域应用实例 

(1)絮凝剂与废水的混合 

上海怡 中纺织实业公司纺织废水与无机絮 

凝剂(碱式氯化铝)的混合过程采用 SVI 型静 

态混合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该公司总的废 

水 处理 量 为 2800m ／d，考 虑到 生产 发 展 的需 

要 ，设计时按 4000m。／d进行设 计 。由于该公 司 

临近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为了确保出水水 

质 ，经 生化处理 的废 水需要加 入碱 式氯化铝后 

再一次去沉淀池进行沉降。废水与絮凝剂混合 

均匀与否，直接影响到凝聚过程 ，从而影响沉 

淀后排放出的水质 。该公司沉淀后的排放水达 

到 工业 废水 排 放标 准 ，即化 学需 氧量 C0D≤ 

100mg／I ，生物需氧 量 B0D≤30mg／I ，悬 浮物 

质 SS≤ 70mg／I ，pH一6～9。 

上海普林电路板公司采用 SVI 型静态混 

合器进行有机絮凝剂和电路板废水的混合。废 

水流量为 40m。／h，聚丙烯酰胺水溶液的流量为 

23I ／h。用计 量泵加入 ．两者流量 比为 1739：1。 

流量相差如此之大的流体混合一般都 比较 困 

难 ，但由于采用了静态混台器作为混合设备 ，混 

合效果很好 。与未采用静态混合器相比，颗粒 

沉降速度明显加快，确保了沉淀池排放水的水 

质 。 

(2)含酚废 水的处理 

含酚废水的处理有多种方法 ，萃取法是其 

中一种。萃取所用的萃取剂种类很多，但比较 

常用的是用煤油稀释的 N一503作为萃取剂。 

与传统的搅拌釜、脉冲萃取塔 转盘塔等 

设备相比，静态混合器内液滴大小分布均匀是 

一 个突出的优点。其它设备容易造成液滴大小 

分布不均匀 ，过大的液滴影响萃取效率，过小 

的液滴在随后 的两相分离时造成困难。 

上海染 化二厂生产碳 酸二苯酯 (OPC)过程 

中，产生大量的含酚污水 ，平均每天有 27t含酚 

量在 2000~5000mg／i 的废水 产生 ，需用 N一 

503萃取废水中的酚。原采用脉冲萃取塔，但处 

理效果差，特别是运转一定时间后塔内阻力增 

大，严重影响处理能力，致使操作不稳定。在 

原脉冲塔污水进 口区接装 SVI 一50型静态混 

合器后 ，废水和 N一503混合后进入原塔，而原 

塔仅作分离罐使用 排出污水的含酚量大大下 

降，均小于 50mg／I ，达到了工业排放标准 ，处 

理 能力 由原来 12t／d提高 到 30t／d。二 者对 比见 

表 l。 

表 1 静 态混合 器和脉 冲萃取 塔的对 比 

设备名称 废 量 样品的标准偏差 

相 同工艺在河南四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高桥石化公 司化 工厂 、上海 中华化工厂 、浙 

江建德更楼化工厂等得到了应用。 

(3)含粗胺废水的处理 

某农药化工有限公司在甲胺磷生产过程中 

产生粗胺废水 ，废水中粗胺含量 2．5％～5 ， 

用纯苯作萃取剂进行处理。原来使用脉冲萃取 

塔，操作 中发现顶部分不清，增加一个分离槽 

后效果仍不理想，且噪声大。后采用 SV! 型静 

态混合器，问题得到解决 ，没有了噪声 ，操作 

稳定 ，厂方反映良好。去年扩产时仍选用上海 

化工研究院生产的静态混合器，但考虑到流量 

增大，改用规格大一级的静态混合器。 

(4)用作 中和反应器 

九江化工 厂盐 水 中和 过程采 用 SVI 一200 

型静态混合器。该厂盐水呈碱性，需加入盐酸 

中和。生产上原来用曲径槽，由于两种液体的 

流量相差较大，所以混合均匀难以达到 ，往往 

因混合不均匀而造成中和不均匀，致使反应器 

出口各点的 pH值相差较大。采用静态混合器 

作混合设备后，情况大大改变。比较见表 2。 

表 2 曲径槽出口处与静态混合器出口处pH值比较 

序号{ 等 竿 
l 9．20 9．30 9．38 9．40 9．4l 9．43 

2 7．90 8．oo 8．6o 8．90 8．99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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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滤膜在 水处理 中的应用 

纳滤膜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朱晓兵 ’ 周 集体 邱介 山 周 旭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摘 要 概述 了纳滤膜的分 离特性 、材质 、组件 、制备 工艺以及 分 离机理模 型 ，并 

介 绍 了双极膜 、两性 膜 两种新 型纳滤膜品种和纳滤膜 生化反 应器 ，综述 亍纳滤膜在 

水处理 中的应 用及研 究进展 。 

关键词 纳滤 水处理 超 纯水 分 离机理 纳滤膜 生化反应 器 

术之一。由于膜分离过程中，物质不发生相变 
1 纳滤膜的概念 (个别膜过程除外)

， 分离效果好 ，操作简单，可 

膜分离技术是一项新兴的分离技术，自从 在常温下避免热破坏，使得膜分离技术在化工、 

60年代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以来 ，发展十分 电子、冶金、纺织、轻工 、石油和医药等领域 

迅速 ，被认为是 21世纪初最有发展前途的高技 得到广泛的应用，发挥着节能、环保和清洁等 

*朱晓兵 ，男 ，l977年 6月生 硕士 ，博士生。大连市．1l601_2。 

(5)用作曝气装置 

北京焦化厂在废水的生化处理脱酚中，原 

来采用穿孔管鼓风曝气 ，实践证明穿孔管的最 

大缺点是布气孔易堵、操作不稳定 ，此外能耗 

较大、效率较低。改用静态混合式曝气器后 ，不 

仅解决 了穿孔管布气孔堵塞造成的操作不稳 

定，而且可以节约一台 30kw 的鼓风机，动力 

消耗降低 15 ～25 。 

(6)用于废气处理 

兰州炼油化工总厂引进的硫化烷基酚钙装 

置，排出的尾气中硫化氢含量高 ，使用氢氧化钠 

水溶液作为吸收剂。该厂原采用填料塔二级串 

联吸收流程。由于第一级吸收塔处理的是高浓 

度硫化氢气体，塔内填料在硫化氢和碱的腐蚀 

下很快粉化，半年左右就需更换填料 ，而且粉化 

物随碱液循环造成机泵磨损。后采用 SVL一 

3O0型静态混合器替代原来的j2『i000×10000 

mm第一级吸收填料塔 ，采用静态混合器一填料 

塔串联流程 。静态混合器的实际吸收率超过了 

设计值 ，达到 99 以上 。有关数据参见表 3。 

表 3 静 态混合 器的吸 收效率 

序号 1 2 

入 口H2S浓度／％(vt) 42 35 

出口H2S浓度／ (vt) 0．2 0．25 

吸收效率／ (wt) 99．7 99．5 

6 

7 

8 

9 

lO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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