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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化工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钛液

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及其制备终点的在线判

定装置，旨在解决人工判定导致水解得到的偏钛

酸的批次稳定性较差的问题。该钛液水解外加晶

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易于推广，通过第一计量泵和第二计量泵能

够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释混合器中，再由稀

释混合器将制备料和水混合后由浊度检测器测

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反馈给控

制器，最后由控制器判定晶种是否制备完成，可

实现在线判定，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避免了人

员操作带来的判定差异，提高了水解得到的偏钛

酸的批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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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包括晶种制备罐(10)，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工艺水罐(20)、稀释混合器(30)、浊度检测器(40)和控制器(50)；

所述晶种制备罐(10)的提取口通过管道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一进料口连接，晶种制

备罐(10)的提取口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一进料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一计量泵(11)；

所述工艺水罐(20)的出水口通过管道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二进料口连接，工艺水罐

(20)的出水口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二进料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计量泵(21)；

所述稀释混合器(30)的出料口与浊度检测器(40)的进料口连接；

所述浊度检测器(40)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与控制器(50)电连接，所述控制器(50)分

别与晶种制备罐(10)、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电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晶种制备罐(10)内设置有搅拌器(12)。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浊度检测器(40)包括检测箱和设置在检测箱内的浊度仪(42)，所述浊度仪(42)与信号传输

单元(41)电连接。

4.如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浊度检测器(40)的出料口上连接有第三计量泵(43)。

5.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至4中任意一项所述的钛

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进行晶种制备终点的判定。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列步骤：

步骤一，将碱液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并预热到85℃；

步骤二，将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预热到85℃并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开启晶种制备

罐(10)进行搅拌并加热，同时开启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

至稀释混合器(30)中，稀释混合器(30)将制备料和水混合后由浊度检测器(40)测定稀释液

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反馈给控制器(50)；

步骤三，待检测到的浊度达到控制器(50)内的设定值时，判定晶种已制备完成；同时，

控制器(50)控制晶种制备罐(10)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

放入钛液预热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

解反应。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碱液的质

量浓度为10％。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制备料与

水的体积比为1:3～15。

9.如权利要求6、7或8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控制

器(50)内的设定值为500～1500NTU。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控制器

(50)内的设定值为800～1200NTU。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205668 A

2



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及其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及其制备终点的

在线判定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硫酸法钛白的水解是将可溶性钛盐从溶液中以水合二氧化钛形式沉积出来的一

个化学过程。水解得到的偏钛酸进一步通过盐处理、煅烧等工序得到二氧化钛初品。水解偏

钛酸粒子的形状、粒度和粒度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氧化钛初品的粒子粒度和粒度分

布，水解产物质量的好坏决定着最终产品的质量，是整个生产工艺最关键的工序。水解晶种

制备是水解工序的关键步骤之一，晶种制备有自生晶种和外加晶种两种方法。目前主流的

方法是外加晶种水解，然而其制备终点采用的是人工判定，水解工序自动控制水平较低。且

由于人工操作为离线操作，不能实时反映晶种变化情况，同时不同的操作人员因熟练程度

不同也会带来判定误差，导致水解得到的偏钛酸的批次稳定性较差。晶种制备终点的判定

差异将给水解过程及水解偏钛酸质量带来波动，进而影响后续的水洗除杂过程以及煅烧二

氧化钛初品质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旨在解决人工判

定导致水解得到的偏钛酸的批次稳定性较差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

判定装置，包括晶种制备罐，还包括工艺水罐、稀释混合器、浊度检测器和控制器；

[0005] 所述晶种制备罐的提取口通过管道与稀释混合器的第一进料口连接，晶种制备罐

的提取口与稀释混合器的第一进料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一计量泵；

[0006] 所述工艺水罐的出水口通过管道与稀释混合器的第二进料口连接，工艺水罐的出

水口与稀释混合器的第二进料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计量泵；

[0007] 所述稀释混合器的出料口与浊度检测器的进料口连接；

[0008] 所述浊度检测器通过信号传输单元与控制器电连接，所述控制器分别与晶种制备

罐、第一计量泵和第二计量泵电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是，所述晶种制备罐内设置有搅拌器。

[0010] 进一步的是，所述浊度检测器包括检测箱和设置在检测箱内的浊度仪，所述浊度

仪与信号传输单元电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是，所述浊度检测器的出料口上连接有第三计量泵。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该方法采用任意一种上述的钛

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进行晶种制备终点的判定。

[0013] 进一步的是，上述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14] 步骤一，将碱液放入晶种制备罐中，并预热到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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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二，将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预热到85℃并放入晶种制备罐中，开启晶种制备

罐进行搅拌并加热，同时开启第一计量泵和第二计量泵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释混合器

中，稀释混合器将制备料和水混合后由浊度检测器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

反馈给控制器；

[0016] 步骤三，待检测到的浊度达到控制器内的设定值时，判定晶种已制备完成；同时，

控制器控制晶种制备罐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放入钛液预热

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解反应。

[0017] 进一步的是，步骤一中，碱液的质量浓度为10％。

[0018] 进一步的是，步骤二中，制备料与水的体积比为1:3～15。

[0019] 进一步的是，步骤三中，控制器内的设定值为500～1500NTU。

[0020] 进一步的是，步骤三中，控制器内的设定值为800～1200NTU。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结构简单、

操作方便、易于推广，通过第一计量泵和第二计量泵能够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释混合

器中，再由稀释混合器将制备料和水混合后由浊度检测器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

输单元反馈给控制器，最后由控制器判定晶种是否制备完成，可以实现在线判定，降低了人

工劳动强度，避免了人员操作带来的判定差异，提高了水解得到的偏钛酸的批次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中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的实施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标记为：晶种制备罐10、第一计量泵11、搅拌器12、工艺水罐20、第二计量泵

21、稀释混合器30、浊度检测器40、信号传输单元41、浊度仪42、第三计量泵43、控制器50。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包括晶种制备罐10、工

艺水罐20、稀释混合器30、浊度检测器40和控制器50；

[0026] 晶种制备罐10的提取口通过管道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一进料口连接，晶种制备罐

10的提取口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一进料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一计量泵11；

[0027] 工艺水罐20的出水口通过管道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二进料口连接，工艺水罐20的

出水口与稀释混合器30的第二进料口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有第二计量泵21；

[0028] 稀释混合器30的出料口与浊度检测器40的进料口连接；

[0029] 浊度检测器40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与控制器50电连接，控制器50分别与晶种制备

罐10、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电连接。

[0030] 该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的工作原理为：通过第一计量泵11

从晶种制备罐10内提取制备料至稀释混合器30中，再通过第二计量泵21从工艺水罐20中提

取对应比例的水至稀释混合器30中与提取到的制备料混合为稀释液，再通过浊度检测器40

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反馈给控制器50，由控制器50判定晶种是否制备

完成；若晶种制备完成，控制器50控制晶种制备罐10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

阀将制得的晶种放入钛液预热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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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其中，晶种制备罐10为现有设备，其主要用于制备晶种；晶种制备罐10内一般设置

有用于加热的蒸汽加热装置及用于搅拌的搅拌器12。工艺水罐20用于提供稀释用的水体，

稀释混合器30用于将从晶种制备罐10内提取的制备料和从工艺水罐20内提取的水混合为

稀释液以测定其浊度。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用于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优选将第

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的流量比控制在1:3～15。浊度检测器40主要用于测定稀释液

的浊度，其可以为多种；优选的，浊度检测器40包括检测箱和设置在检测箱内的浊度仪42，

浊度仪42与信号传输单元41电连接。

[0032] 为了便于在线进行持续性测定浊度，再如图1所示，在浊度检测器40的出料口上连

接有第三计量泵43。第三计量泵43用于排出稀释混合器30内已检测的稀释液。

[0033] 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该方法采用任意一种上述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

终点的在线判定装置进行晶种制备终点的判定。

[0034] 上述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0035] 步骤一，将碱液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并预热到85℃；该步骤中放入碱液的质量浓

度优选为10％；

[0036] 步骤二，将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预热到85℃并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开启晶种制

备罐10进行搅拌并加热，同时开启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

释混合器30中，稀释混合器30将制备料和水混合后由浊度检测器40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

过信号传输单元41反馈给控制器50；该步骤中制备料与水的体积比通常为1:3～15，优选为

1:8～12；

[0037] 步骤三，待检测到的浊度达到控制器50内的设定值时，判定晶种已制备完成；同

时，控制器50控制晶种制备罐10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放

入钛液预热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解

反应；该步骤中控制器50内的设定值通常为500～1500NTU，优选为800～1200NTU。

[0038] 实施例1

[0039] 1)将0.4m3质量浓度为10％的碱液放入晶种制备槽，开启搅拌器12搅拌，开启蒸汽

将碱液预热到85℃；

[0040] 2)在黑钛液槽中将1.2m3浓度为200g/l的钛液预热到85℃，该钛液用于制备晶种，

预热完成后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开启蒸汽加热，使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温度升高到96℃

并维持此温度；同时，开启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释混合

器30中，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的流量比设为1:3，稀释混合器30将制备料和水混合

后由浊度检测器40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反馈给控制器50，并开启第三

计量泵43，第三计量泵43的流量为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流量之和；

[0041] 3)待检测到的浊度达到控制器50内的设定值500NTU时，判定晶种已制备完成；同

时，控制器50控制晶种制备罐10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放

入钛液预热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解

反应。

[0042] 进行5批次水解操作，测得水解偏钛酸沉降高度相对标准偏差为3.77％。

[0043] 实施例2

[0044] 1)将0.4m3质量浓度为10％的碱液放入晶种制备槽，开启搅拌器12搅拌，开启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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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碱液预热到85℃；

[0045] 2)在黑钛液槽中将1.2m3浓度为200g/l的钛液预热到85℃，该钛液用于制备晶种，

预热完成后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开启蒸汽加热，使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温度升高到96℃

并维持此温度；同时，开启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释混合

器30中，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的流量比设为1:15，稀释混合器30将制备料和水混

合后由浊度检测器40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反馈给控制器50，并开启第

三计量泵43，第三计量泵43的流量为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流量之和；

[0046] 3)待检测到的浊度达到控制器50内的设定值1500NTU时，判定晶种已制备完成；同

时，控制器50控制晶种制备罐10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放

入钛液预热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解

反应。

[0047] 进行5批次水解操作，测得水解偏钛酸沉降高度相对标准偏差为2.14％。

[0048] 实施例3

[0049] 1)将0.4m3质量浓度为10％的碱液放入晶种制备槽，开启搅拌器12搅拌，开启蒸汽

将碱液预热到85℃；

[0050] 2)在黑钛液槽中将1.2m3浓度为200g/l的钛液预热到85℃，该钛液用于制备晶种，

预热完成后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开启蒸汽加热，使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温度升高到96℃

并维持此温度；同时，开启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分别提取制备料和水至稀释混合

器30中，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的流量比设为1:10，稀释混合器30将制备料和水混

合后由浊度检测器40测定稀释液的浊度并通过信号传输单元41反馈给控制器50，并开启第

三计量泵43，第三计量泵43的流量为第一计量泵11和第二计量泵21流量之和；

[0051] 3)待检测到的浊度达到控制器50内的设定值900NTU时，判定晶种已制备完成；同

时，控制器50控制晶种制备罐10停止工作，并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放

入钛液预热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解

反应。

[0052] 进行5批次水解操作，测得水解偏钛酸沉降高度相对标准偏差为2.37％。

[0053] 对比例

[0054] 人工操作进行晶种制备终点判定。

[0055] 1)将0.4m3质量浓度为10％的碱液放入晶种制备槽，开启搅拌器12搅拌，开启蒸汽

将碱液预热到85℃；在黑钛液槽中将1.2m3浓度为200g/l的钛液预热到85℃，该钛液用于制

备晶种；

[0056] 2)用于制备晶种的钛液预热完成后放入晶种制备罐10中，开启蒸汽加热，使用于

制备晶种的钛液温度升高到96℃并维持此温度，进行晶种制备；

[0057] 3)2min后从晶种制备罐10中取10ml制备料，加入工艺水进行稀释，当稀释液变浑

浊并且摇晃后浑浊不消失时，记录稀释液的总体积，总体积为120～130ml为合格，即可停止

加热，开启晶种制备罐10的放料阀将制得的晶种放入钛液预热槽中与其内用于水解的钛液

混合，混合完成后将混合液放入水解罐中进行水解反应。

[0058] 使用实施例1～3及对比例各进行5批水解操作，各自水解得到的偏钛酸沉降高度

见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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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表1：实施例1～3及对比例各自水解得到的偏钛酸沉降高度(mm)

[0060]

批次 1 2 3 4 5 标准偏差/mm 相对标准偏差/％

实施例1 116 115 122 126 119 4.51 3.77

实施例2 116 112 111 110 114 2.41 2.14

实施例3 127 130 135 128 130 3.08 2.37

对比例 125 155 129 155 149 14.52 10.18

[0061] 由表1可知，采用本发明提供的钛液水解外加晶种制备方法进行制备所得偏钛酸

沉降高度波动较小，相对标准偏差仅有2.14％～3.77％，而人工判定晶种制备终点所得偏

钛酸的沉降高度相对标准偏差达到10.18％；可见，采用本发明方法进行制备所得水解偏钛

酸的批次稳定性明显优于现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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