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79152.2

(22)申请日 2019.04.08

(71)申请人 常州市武进永升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 213000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

琵琶墩村

(72)发明人 周忠良　

(51)Int.Cl.

C07C 51/60(2006.01)

C07C 53/50(2006.01)

C01B 25/163(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化工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

工艺，包括如下步骤：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

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产生HCL以

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步骤二：加入丙烯

酸进行加成反应，形成3-三氯丙酸；步骤三：加入

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

收；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

得3-氯丙酰氯；步骤六：冷却包装。这种工艺反应

不产生废水，因为它不用与水接触，在废水处理

这方面能节省很多费用，所以该反应具有很好的

环保效益，同时，原来3-氯丙酰氯成本为5万元每

吨，现在为3.5万元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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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生成反应的温度为

50-60℃，产生HCL以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

步骤二：加入丙烯酸进行加成反应，反应温度为45-55℃，形成3-三氯丙酸；

步骤三：加入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收；

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得3-氯丙酰氯；

步骤六：冷却包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一中，盐酸为25-

35％浓度，生成反应将三氯化磷与盐酸反应水解产生HCL气体与亚磷酸，生成反应在常压下

温度为50-60℃，反应8-12小时，产生10份HCL，6份亚磷酸，亚磷酸静置2.5-3.5小时然后回

收为副产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二中，HCL通入10

份丙烯酸加成生成3-氯丙酸，反应温度为45-55℃，常压，反应7-9小时，获得3-三氯丙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三中，3-三氯丙

酸与三氯化磷反应得到粗产品，反应温度60-80℃，常压下，反应，反应时间4-6小时，反应釜

自身的搅拌，搅拌时间与反应时间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四中，常温下静

置2-4小时，亚磷酸为三氯化磷水解剩下的副产品，最底层为亚磷酸，回收灌装成副产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五中，在常压下

75-85℃进蒸馏4-6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其特征是，步骤六中，在常温常

压下静置5-8小时，将产品冷却至常温后包装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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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的生产3-氯丙酰氯工艺，是以硫酸与盐酸进行反应，工业化生产需要的反应

釜较大，生产不便，建造成本高，同时产生的废水、废硫酸较多，难以回收处理，工业污染严

重。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的3-氯丙酰氯生产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

产工艺。

[0004]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包括

如下步骤：

[0005] 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生成反应的温度

为50-60℃，产生HCL以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

[0006] 步骤二：加入丙烯酸进行加成反应，反应温度为45-55℃，形成3-三氯丙酸；

[0007] 步骤三：加入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0008]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收；

[0009] 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得3-氯丙酰氯；

[0010] 步骤六：冷却包装。

[001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一中，盐酸为25-35％浓度，生成反

应将三氯化磷与盐酸反应水解产生HCL气体与亚磷酸，生成反应在常压下温度为50-60℃，

反应8-12小时，产生10份HCL，6份亚磷酸，亚磷酸静置2.5-3.5小时然后回收为副产品。

[001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二中，HCL通入10份丙烯酸加成生

成3-氯丙酸，反应温度为45-55℃，常压，反应7-9小时，获得3-三氯丙酸。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三中，3-三氯丙酸与三氯化磷反应

得到粗产品，反应温度60-80℃，常压下，反应，反应时间4-6小时，反应釜自身的搅拌，搅拌

时间与反应时间一致。

[001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四中，常温下静置2-4小时，亚磷酸

为三氯化磷水解剩下的副产品，最底层为亚磷酸，回收灌装成副产品。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五中，在常压下进蒸馏4-6小时。

[001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六中，在常温常压下静置5-8小时，

将产品冷却至常温后包装存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反应不产生废水，因为它不用

与水接触，在废水处理这方面能节省很多费用，所以该反应具有很好的环保效益，反应使用

的原料三氯化磷及丙烯酸也比较便宜，副产亚磷酸也能销售，原来3-氯丙酰氯成本为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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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现在为3.5万元每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9] 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生成反应的温度

为50-60℃，产生HCL以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

[0020] 步骤二：加入丙烯酸进行加成反应，反应温度为45-55℃，形成3-三氯丙酸；

[0021] 步骤三：加入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0022]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收；

[0023] 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得3-氯丙酰氯；

[0024] 步骤六：冷却包装。

[002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一中，盐酸为25-35％浓度，生成反

应将三氯化磷与盐酸反应水解产生HCL气体与亚磷酸，生成反应在常压下温度为50-60℃，

反应8-12小时，产生10份HCL，6份亚磷酸，亚磷酸静置2.5-3.5小时然后回收为副产品。

[002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二中，HCL通入10份丙烯酸加成生

成3-氯丙酸，反应温度为45-55℃，常压，反应7-9小时，获得3-三氯丙酸。

[002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三中，3-三氯丙酸与三氯化磷反应

得到粗产品，反应温度60-80℃，常压下，反应，反应时间4-6小时，反应釜自身的搅拌，搅拌

时间与反应时间一致。

[002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四中，常温下静置2-4小时，亚磷酸

为三氯化磷水解剩下的副产品，最底层为亚磷酸，回收灌装成副产品。

[002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五中，在常压下进蒸馏4-6小时。

[003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六中，在常温常压下静置5-8小时，

将产品冷却至常温后包装存储。

[0031] 本发明的实施例一：

[0032] 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3] 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生成反应的温度

为50℃，产生HCL以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

[0034] 步骤二：加入丙烯酸进行加成反应，反应温度为45℃，形成3-三氯丙酸；

[0035] 步骤三：加入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0036]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收；

[0037] 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得3-氯丙酰氯；

[0038] 步骤六：冷却包装。

[003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一中，盐酸为25％浓度，生成反应

将三氯化磷与盐酸反应水解产生HCL气体与亚磷酸，生成反应在常压下温度为50℃，反应8

小时，产生10份HCL，6份亚磷酸，亚磷酸静置2.5小时然后回收为副产品。

[004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二中，HCL通入10份丙烯酸加成生

成3-氯丙酸，反应温度为45℃，常压，反应7小时，获得3-三氯丙酸。

[004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三中，3-三氯丙酸与三氯化磷反应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879748 A

4



得到粗产品，反应温度60℃，常压下，反应，反应时间4小时，反应釜自身的搅拌，搅拌时间与

反应时间一致。

[004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四中，常温下静置2小时，亚磷酸为

三氯化磷水解剩下的副产品，最底层为亚磷酸，回收灌装成副产品。

[004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五中，在常压下进蒸馏4小时。

[004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六中，在常温常压下静置5小时，将

产品冷却至常温后包装存储。

[0045] 本发明的实施例二：

[0046] 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47] 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生成反应的温度

为55℃，产生HCL以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

[0048] 步骤二：加入丙烯酸进行加成反应，反应温度为50℃，形成3-三氯丙酸；

[0049] 步骤三：加入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0050]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收；

[0051] 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得3-氯丙酰氯；

[0052] 步骤六：冷却包装。

[005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一中，盐酸为30％浓度，生成反应

将三氯化磷与盐酸反应水解产生HCL气体与亚磷酸，生成反应在常压下温度为55℃，反应10

小时，产生10份HCL，6份亚磷酸，亚磷酸静置3小时然后回收为副产品。

[0054]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二中，HCL通入10份丙烯酸加成生

成3-氯丙酸，反应温度为50℃，常压，反应8小时，获得3-三氯丙酸。

[005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三中，3-三氯丙酸与三氯化磷反应

得到粗产品，反应温度70℃，常压下，反应，反应时间5小时，反应釜自身的搅拌，搅拌时间与

反应时间一致。

[0056]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四中，常温下静置3小时，亚磷酸为

三氯化磷水解剩下的副产品，最底层为亚磷酸，回收灌装成副产品。

[005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五中，在常压下进蒸馏5小时。

[005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六中，在常温常压下静置6小时，将

产品冷却至常温后包装存储。

[0059] 本发明的实施例三：

[0060] 一种3-氯丙酰氯的生产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61] 步骤一：按照重量份数将盐酸10份与三氯化磷6份进行生成反应，生成反应的温度

为60℃，产生HCL以及亚磷酸，亚磷酸静置后回收；

[0062] 步骤二：加入丙烯酸进行加成反应，反应温度为55℃，形成3-三氯丙酸；

[0063] 步骤三：加入三氯化磷9份进行酰化反应，搅拌，获得粗产品；

[0064] 步骤四：将粗产品静置分层、分层后的亚磷酸回收；

[0065] 步骤五：将步骤是中剩余的预料进行蒸馏，获得3-氯丙酰氯；

[0066] 步骤六：冷却包装。

[0067]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一中，盐酸为35％浓度，生成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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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氯化磷与盐酸反应水解产生HCL气体与亚磷酸，生成反应在常压下温度为60℃，反应12

小时，产生10份HCL，6份亚磷酸，亚磷酸静置3.5小时然后回收为副产品。

[0068]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二中，HCL通入10份丙烯酸加成生

成3-氯丙酸，反应温度为55℃，常压，反应9小时，获得3-三氯丙酸。

[006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三中，3-三氯丙酸与三氯化磷反应

得到粗产品，反应温度80℃，常压下，反应，反应时间6小时，反应釜自身的搅拌，搅拌时间与

反应时间一致。

[0070]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四中，常温下静置4小时，亚磷酸为

三氯化磷水解剩下的副产品，最底层为亚磷酸，回收灌装成副产品。

[007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五中，在常压下进蒸馏6小时。

[007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进一步包括，步骤六中，在常温常压下静置8小时，将

产品冷却至常温后包装存储。

[0073] 以上说明对本发明而言只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理解，

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做出许多修改、变化或等效，但都

将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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