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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

母液中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包括对母液脱氨后

产生的气体进行回收的方法如下：将母液预热后

送入蒸氨塔进行脱氨，脱氨后产生的二氧化碳和

氨气送入吸氨塔生成含碳氨水，向含碳氨水中加

入二氧化碳使其过量并生成碳酸氢铵。该工艺还

包括对脱氨后的母液进行回收并得到氯化铵和

氯化钠的方法如下：五效错流蒸发得到氯化钠、

四效闪发结晶得到氯化铵，将盐稠厚器溢流液与

盐离心机甩后液送入V效蒸发罐，重新参与循环；

将铵稠厚器溢流液和铵离心机甩后液用泵送入

Ⅳ效闪发结晶罐，重新参与生产循环。该工艺可

同时回收得到氯化铵和氯化钠，且回收率极高，

同时还能有效提高热量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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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包括对母液脱氨后产生的气体进行回收的方法以及对脱氨后的母液进行回收并得到氯

化铵和氯化钠的方法，所述对母液脱氨后产生的气体进行回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含

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一级冷凝水换热器，由V效蒸

发冷凝水将母液加热升温至35-40℃；再进入原母液第二级冷凝水换热器，用Ⅰ效蒸发冷凝

水将母液加热至55-60℃；再进入原母液第三级换热器，母液被加热至65-70℃后进入蒸氨

塔，蒸氨塔下部温度控制为105-120℃，用脱氨过程中产生的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

合气体制备碳酸氢铵，其具体步骤如下：将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送入吸氨塔，氨气、二

氧化碳被水吸收后生成含碳氨水；将含碳氨水送入碳化塔，同时将吸氨塔中未被水吸收的

二氧化碳尾气洗涤，然后通过压缩机加压后送入碳化塔，及时向碳化塔中补充占所需二氧

化碳总量15%-20%的食品级二氧化碳，使二氧化碳过量，并在碳化塔中和含碳氨水反应并生

成碳酸氢铵晶体，将反应液从碳化塔中减压引出并送入稠厚器浓缩，稠厚器底液进入离心

机固液分离，干燥后得到食品级碳酸氢铵产品，所述对脱氨后的母液进行回收并得到氯化

铵和氯化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脱氨后的母液从蒸氨塔中通过泵送入Ⅱ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102-

108℃；蒸发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Ⅲ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80-86℃；蒸发浓

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Ⅳ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64-70℃；蒸发浓缩后，母液顺流

排入V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45-50℃；蒸发浓缩后，将母液和析出的晶体通过

泵送入Ⅰ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120-129℃；蒸发浓缩后，将Ⅰ效蒸发罐中析出

的氯化钠晶体洗涤后排出，经盐稠厚器增稠后进入离心机脱水，将离心脱水后得到的氯化

钠进行干燥后，即得产品；

B.将Ⅰ效蒸发罐中分离出氯化钠晶体的蒸发浓缩液排到Ⅰ效闪发罐；闪蒸浓缩后，母液

顺流排入Ⅱ效闪发罐；闪蒸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Ⅲ效闪发罐；闪发结晶后，将母液与晶体

排到Ⅳ效闪发结晶罐；闪发结晶后，将氯化铵晶体用泵输送至铵稠厚器，铵稠厚器底液经离

心机脱水得到湿氯化铵，将湿氯化铵进行干燥后得到干氯化铵产品；

C.将盐稠厚器溢流液与盐离心机甩后液送入盐甩后液桶，用泵送入V效蒸发罐，重新参

与循环；铵稠厚器溢流液和铵离心机甩后液进入铵甩后液桶，用泵送入Ⅳ效闪发结晶罐，重

新参与生产循环；

其中，氯化铵闪发过程的Ⅰ效闪发罐的二次汽进Ⅲ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Ⅱ效闪发罐的

二次汽进Ⅳ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Ⅲ效闪发罐的二次汽进入V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Ⅳ效闪

发结晶罐的二次汽进入间接冷凝器用循环水将其冷凝；

其中，从锅炉来的生蒸汽送入I效蒸发罐加热室，I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

入Ⅱ效蒸发罐加热室作为热源，加热母液，Ⅱ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Ⅲ效蒸

发罐加热室作为热源，加热母液，Ⅲ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Ⅳ效蒸发罐加热

室作热源，加热母液，Ⅳ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V效蒸发罐加热室作热源，加

热母液，V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大气式混合冷凝器进行冷凝，不凝汽用真空

泵抽走排空；

其中，I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I效冷凝水桶，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二级冷凝水换热

器，加热母液后，冷凝水送回锅炉循环使用，Ⅱ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Ⅱ效冷凝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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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自排入Ⅲ效冷凝水桶闪发，Ⅲ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Ⅲ效冷凝水桶与Ⅱ效闪发后

的冷凝水一起自排入Ⅳ效冷凝水桶，Ⅳ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Ⅳ效冷凝水桶与Ⅲ效闪

发后的冷凝水一起自排入V效冷凝水桶，V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入V效冷凝水桶与Ⅳ效

闪发后的冷凝水一起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一级冷凝水换热器后外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蒸氨塔为间接蒸汽加热式筛板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氨塔为循环冷却泡罩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化塔为带冷却段的筛板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Ⅰ～V效蒸发罐均为外加热式强制循环轴向进料蒸发罐，I效蒸发

罐带有具备清液分离功能的夹套。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Ⅰ～Ⅲ效闪发罐均为强制循环轴向进料闪发罐，Ⅳ效闪发结晶罐

为强制循环轴向进料闪发结晶罐，Ⅳ效闪发结晶罐带有具备清液分离功能的夹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I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1.65-1 .7kg/cm2，Ⅱ效蒸发罐蒸发

室压强控制为0.69-0.75  kg/cm2，Ⅲ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0.38-0.44  kg/cm2，Ⅳ效蒸

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0.18-0.22  kg/cm2，V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0.08-0.11  kg/

cm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Ⅰ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126℃，Ⅱ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

为105℃，Ⅲ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83℃，Ⅳ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67℃，V效蒸发

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48℃。

9.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

回收产品的工艺，其特征在于：采用饱和盐水吸收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并

将该饱和盐水送去制碱的方式去替代用脱氨过程中产生的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

合气体制备碳酸氢铵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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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

产品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合母液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

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以卤水和碳酸氢铵为原料采用复分解反应生产小苏打，在其生产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另外，纯碱生产过程得到的重碱过滤母

液（通常称为纯碱生产母液）中同样含有以上四种组分，其组分含量与以上提到的复分解生

产小苏打后得到的母液（通常称为小苏打生产母液）略有差别。

[0003] 目前，以上母液的处理方法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为“冷法”回收氯化铵，其过程是先冷冻降温母液，再投入固体氯化钠，冷却盐析

分离出氯化铵。该法已经实现大规模生产，工艺技术较为成熟，产品质量稳定。但是该方法

必须选用优质的固体盐作为原料，成本较高，且冷冻时的能耗消耗量较大，同时，该方法投

资额大，回收周期长。

[0004] 第二种为“热法”回收氯化铵，其克服了“冷法”的缺点，采用蒸发的方法将母液浓

缩，利用氯化铵和氯化钠的溶解度随温度变化关系不同而分别析出，从而达到分离的目的；

该方法在处理中不加入氯化钠，可同时回收得到氯化铵和精盐氯化钠。

[0005] 公开号为CN  101544437  A 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从含氯化铵、氯化钠废水中回

收氯化铵和氯化钠的工艺方法，以天然卤水复分解反应生产小苏打过程中产生的母液为原

料生产氯化铵和氯化钠，采用蒸氨、蒸发、结晶及分离工艺处理。蒸发采用多效、热泵、真空

蒸发工艺，选用降膜蒸发器及强制循环蒸发器，三效混流流程，蒸发中结晶析出氯化钠，蒸

发后再冷却结晶析出氯化铵。该发明采用三效混流蒸发，二效析盐工艺，工艺存在能耗高、

成本高、氯化铵和氯化钠共析导致的产品纯度低、蒸发罐选型不合理等问题。该专利在做了

脱氨处理后，没有对氨气进行再利用，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浪费了资源，回收率也低。

[0006] 公开号为102992353  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Ⅳ效蒸发热法生产工业级氯化铵工

艺，该工艺将小苏打生产母液送入蒸氨塔内进行脱氨，氨气进入洗涤塔，尾气进入冷凝器冷

凝得到氨水，然后以逆流进料方式依次输送至多效蒸发系统的第Ⅳ效、第Ⅲ效、第Ⅱ效和第

Ⅰ效，再经过盐铵结晶、料浆洗涤和脱水干燥得到产品。该专利存在诸多缺点：1、脱氨后的尾

气冷凝得到的氨水浓度低、当量大，该氨水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实用价值不大；  2、采用

逆流进料进行多效蒸发，溶液在效间从低压流向高压，必须用泵进行输送；3、高温的母液进

入末效后，温度下降较快，产生的二次蒸汽不能重复利用，热量利用率不高；4、工艺上采用

多级预热器换热，特别是冷凝水预热器等作用有限，反而会增加母液堵塞的频率，实际工业

生产过程中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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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首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有效提高热量利用率且回收率极高的从含氯

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中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从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

的母液中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包括对母液脱氨后产生的气体进行回收的方法以及对脱氨

后的母液进行回收并得到氯化铵和氯化钠的方法，当所述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

酸氢钠的母液为复分解生产小苏打后得到的母液时，所述对母液脱氨后产生的气体进行回

收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用泵送入原母液

第一级冷凝水换热器，由V效蒸发冷凝水将母液加热升温至35-40℃；再进入原母液第二级

冷凝水换热器，用Ⅰ效蒸发冷凝水将母液加热至55-60℃；再进入原母液第三级换热器，母液

被加热至65-70℃后进入蒸氨塔，蒸氨塔下部温度控制为105-120℃，用脱氨过程中产生的

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制备碳酸氢铵，其具体步骤如下：将氨和二氧化碳的

混合气体送入吸氨塔，氨气、二氧化碳被水吸收后生成含碳氨水；将含碳氨水送入碳化塔，

同时将吸氨塔中未被水吸收的二氧化碳尾气洗涤，然后通过压缩机加压后送入碳化塔，及

时向碳化塔中补充占所需二氧化碳总量15%-20%的食品级二氧化碳，使二氧化碳过量，并在

碳化塔中和含碳氨水反应并生成碳酸氢铵晶体，将反应液从碳化塔中减压引出并送入稠厚

器浓缩，稠厚器底液进入离心机固液分离，干燥后得到食品级碳酸氢铵产品。

[0009] 所述对脱氨后的母液进行回收并得到氯化铵和氯化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脱氨后的母液从蒸氨塔中通过泵送入Ⅱ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102-

108℃；蒸发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Ⅲ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80-86℃；蒸发浓

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Ⅳ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64-70℃；蒸发浓缩后，母液顺流

排入V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45-50℃；蒸发浓缩后，将母液和析出的晶体通过

泵送入Ⅰ效蒸发罐加热蒸发，溶液温度控制为120-129℃；蒸发浓缩后，将Ⅰ效蒸发罐中析出

的氯化钠晶体洗涤后排出，经盐稠厚器增稠后进入离心机脱水，将离心脱水后得到的氯化

钠进行干燥后，即得产品；

B.将Ⅰ效蒸发罐中分离出氯化钠晶体的蒸发浓缩液排到Ⅰ效闪发罐；闪蒸浓缩后，母液

顺流排入Ⅱ效闪发罐；闪蒸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Ⅲ效闪发罐；闪发结晶后，将母液与晶体

排到Ⅳ效闪发结晶罐；闪发结晶后，将氯化铵晶体用泵输送至铵稠厚器，铵稠厚器底液经离

心机脱水得到湿氯化铵，将湿氯化铵进行干燥后得到干氯化铵产品；

C.将盐稠厚器溢流液与盐离心机甩后液送入盐甩后液桶，用泵送入V效蒸发罐，重新参

与循环；铵稠厚器溢流液和铵离心机甩后液进入铵甩后液桶，用泵送入Ⅳ效闪发结晶罐，重

新参与生产循环；

其中，氯化铵闪发过程的Ⅰ效闪发罐的二次汽进Ⅲ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Ⅱ效闪发罐的

二次汽进Ⅳ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Ⅲ效闪发罐的二次汽进入V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Ⅳ效闪

发结晶罐的二次汽进入间接冷凝器用循环水将其冷凝；

其中，从锅炉来的生蒸汽送入I效蒸发罐加热室，I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

入Ⅱ效蒸发罐加热室作为热源，加热母液，Ⅱ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Ⅲ效蒸

发罐加热室作为热源，加热母液，Ⅲ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Ⅳ效蒸发罐加热

室作热源，加热母液，Ⅳ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V效蒸发罐加热室作热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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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母液，V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大气式混合冷凝器进行冷凝，不凝汽用真空

泵抽走排空；

其中，I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I效冷凝水桶，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二级冷凝水换热

器，加热母液后，冷凝水送回锅炉循环使用，Ⅱ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Ⅱ效冷凝水桶，

然后自排入Ⅲ效冷凝水桶闪发，Ⅲ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Ⅲ效冷凝水桶与Ⅱ效闪发后

的冷凝水一起自排入Ⅳ效冷凝水桶，Ⅳ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Ⅳ效冷凝水桶与Ⅲ效闪

发后的冷凝水一起自排入V效冷凝水桶，V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入V效冷凝水桶与Ⅳ效

闪发后的冷凝水一起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一级冷凝水换热器后外排。

[0010] 优选地，所述蒸氨塔为间接蒸汽加热式筛板塔。

[0011] 优选地，所述吸氨塔为循环冷却泡罩塔。

[0012] 优选地，所述碳化塔为带冷却段的筛板塔。

[0013] 优选地，Ⅰ～V效蒸发罐均为外加热式强制循环轴向进料蒸发罐，I效蒸发罐带有具

备清液分离功能的夹套。

[0014] 优选地，Ⅰ～Ⅲ效闪发罐均为强制循环轴向进料闪发罐，Ⅳ效闪发结晶罐为强制循

环轴向进料闪发结晶罐，Ⅳ效闪发结晶罐带有具备清液分离功能的夹套。

[0015] 优选地，I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1.65-1.7kg/cm2，Ⅱ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

制为0.69-0.75  kg/cm2，Ⅲ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0.38-0.44  kg/cm2，Ⅳ效蒸发罐蒸发

室压强控制为0.18-0.22  kg/cm2，V效蒸发罐蒸发室压强控制为0.08-0.11  kg/cm2。

[0016] 优选地，Ⅰ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126℃，Ⅱ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105

℃，Ⅲ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83℃，Ⅳ效蒸发罐内溶液温度控制为67℃，V效蒸发罐内

溶液温度控制为48℃。

[0017] 当所述含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碳酸氢钠的母液为纯碱生产母液时，采用饱

和盐水吸收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并将该饱和盐水送去制碱的方式去替代

用脱氨过程中产生的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制备碳酸氢铵的步骤，其他条件

均可参照上述对复分解生产小苏打后得到的母液进行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进行。

[0018] 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将脱氨处理后产生的气体送入吸氨塔并生成含碳氨水，再将含碳氨水送入碳

化塔中，通过及时补充适量的食品级二氧化碳以及将吸氨塔中的二氧化碳尾气压入碳化塔

中，使得碳化塔中的二氧化碳过量并能和氨水反应生成碳酸氢铵，并进一步分离得到高纯

度的碳酸氢铵固体，在实际生产中仅需额外补充150kg二氧化碳即可生产得到1t碳酸氢铵

固体。

[0019] 2、本发明采用五效真空蒸发工艺，并对其加热温度进行优化，采用错流进料蒸发，

脱氨后的母液从蒸氨塔中出来后没有送往首效或末效，而是用泵送入Ⅱ效蒸发罐，并控制

温度为102-108℃，然后依次顺流排入Ⅲ效蒸发罐、Ⅳ效蒸发罐和V效蒸发罐，Ⅲ效蒸发罐、

Ⅳ效蒸发罐和V效蒸发罐的温度分别控制为80-86℃、64-70℃、45-50℃，V效蒸发罐蒸发室

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大气式混合冷凝器进行冷凝，不凝汽用真空泵抽走排空，V效蒸发完成

以后，将母液通过泵送入I效蒸发罐进行蒸发并析出氯化钠晶体。该五效错流进料不仅可以

防止脱氨后的高温母液首先进入末效后产生的二次蒸汽不能重复利用，而且只需要一次动

力输送即可完成整个多效蒸发步骤，既可降低动力消耗，还能减少设备腐蚀，降低运行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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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延长生产周期。

[0020] 3、采用四效闪发工艺，不仅节能，而且因降低结晶过饱和度减少设备结垢和堵塞，

从而延长生产周期，可以做到半年不涮罐。另外，对换热过程实行优化，Ⅰ效、Ⅱ效、Ⅲ效闪发

罐产生的闪发蒸汽分别进入Ⅲ效、Ⅳ效、V效盐蒸发罐加热室换热，进一步提高了热量利用

率，且换热器不容易被堵塞。

[0021] 4、母液综合回收率高，可达到99.  5%以上。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给出实施例以对本发明进行具体的描述，有必要在此指出的是以下实施例只

用于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该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根据该实施例对本发明所做出的一些非本质的改进或调整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实施例1

原母液：复分解反应生产小苏打后的母液，其中，Cl-的含量为167.5g/L，NH4+的含量为

62.96  g/L，HCO3-的含量为35.86  g/L，原母液量119000kg/h。

[0024] 从上述小苏打生产母液中热法回收产品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将母液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一级冷凝水换热器，由V效蒸发冷凝水将母液加热升温至38

℃，再进入原母液第二级冷凝水换热器，用Ⅰ效蒸发冷凝水将母液加热至58℃，再进入原母

液第三级换热器，母液被加热至66℃后进入蒸氨塔，蒸氨塔下部温度控制为115℃，脱氨过

程中产生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经冷却后送入吸氨塔，氨气、二氧化碳被水吸收后生

成含碳氨水；将含碳氨水送入碳化塔，同时将吸氨塔中未被水吸收的二氧化碳尾气洗涤，然

后通过压缩机加压后送入碳化塔，向碳化塔中补充400kg/h的二氧化碳，过量的二氧化碳和

含碳氨水反应并生成碳酸氢铵晶体，将反应液从碳化塔中减压引出并送入稠厚器浓缩，稠

厚器底液进入离心机固液分离，干燥后得到食品级碳酸氢铵产品。

[0025] 所述对脱氨后的母液进行回收并得到氯化铵和氯化钠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脱氨后的母液用泵送入Ⅱ效蒸发罐加热蒸发，Ⅱ效蒸发罐加热室压强为1.62  kg/

cm2，溶液温度控制为105℃，蒸发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Ⅲ效蒸发罐加热蒸发，Ⅲ效蒸发罐

加热室压强控制为0.70  kg/cm2，溶液温度控制为83℃，蒸发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Ⅳ效蒸

发罐加热蒸发，Ⅳ效蒸发罐加热室压强为0.39kg/cm2，溶液温度控制为67℃，蒸发浓缩后，

母液顺流排入V效蒸发罐加热蒸发，V效蒸发罐加热室压强为0.19kg/cm2，溶液温度控制为

48℃，蒸发浓缩后，将母液和析出的晶体通过泵送入Ⅰ效蒸发罐加热蒸发，I效蒸发罐加热室

压强为3.2kg/cm2，溶液温度控制为126℃，蒸发浓缩，将Ⅰ效蒸发罐中析出的大量盐晶体排

出，经盐稠厚器增稠后进入离心机脱水，将离心脱水后得到的氯化钠进行干燥后，即得产

品；

B.将Ⅰ效蒸发罐中分离出氯化钠晶体的蒸发浓缩液排到Ⅰ效闪发罐，闪蒸浓缩后，母液

顺流排入Ⅱ效闪发罐，闪蒸浓缩后，母液顺流排入Ⅲ效闪发罐，闪发结晶后，将母液与晶体

排到Ⅳ效闪发结晶罐，闪发结晶后，将氯化铵晶体排出至铵稠厚器，铵稠厚器底液经离心机

脱水得到湿氯化铵，将湿氯化铵进行干燥后得到干氯化铵产品；

C.将盐稠厚器溢流液与盐离心机甩后液送入盐甩后液桶，用泵送入V效蒸发罐，重新参

与循环；铵稠厚器溢流液和铵离心机甩后液进入铵甩后液桶，用泵送入Ⅳ效闪发结晶罐，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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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参与生产循环；

其中，氯化铵闪发过程的Ⅰ效闪发罐的二次汽进Ⅲ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Ⅱ效闪发罐的

二次汽进Ⅳ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Ⅲ效闪发罐的二次汽进入V效蒸发罐加热室换热，Ⅳ效闪

发结晶罐的二次汽进入间接冷凝器用循环水将其冷凝。

[0026] 锅炉来的压强为5kg/cm2的生蒸汽进入I效蒸发罐加热室，I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

的二次蒸汽送入Ⅱ效蒸发罐加热室作为热源，进行加热，Ⅱ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

汽送往Ⅲ效蒸发罐加热室作为热源，进行加热，Ⅲ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Ⅳ

效蒸发罐加热室作热源，进行加热，Ⅳ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V效蒸发罐加热

室作热源，进行加热，V效蒸发罐蒸发室产生的二次蒸汽送往大气式混合冷凝器进行冷凝，

不凝汽用真空泵抽走排空，真空度维持在-0.092MPa。

[0027] 其中，I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I效冷凝水桶，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二级冷凝水

换热器，加热母液后，冷凝水送回锅炉循环使用，Ⅱ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Ⅱ效冷凝水

桶，然后自排入Ⅲ效冷凝水桶闪发，Ⅲ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Ⅲ效冷凝水桶与Ⅱ效闪

发后冷凝水一起自排入Ⅳ效冷凝水桶，Ⅳ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到Ⅳ效冷凝水桶与Ⅲ效

闪发后的冷凝水一起自排入V效冷凝水桶，V效蒸发罐加热室冷凝水排入V效冷凝水桶与Ⅳ

效闪发后冷凝水一起用泵送入原母液第一级冷凝水换热器后外排。

[0028] 其中，蒸氨塔为间接蒸汽加热式筛板塔，吸氨塔为循环冷却泡罩塔，碳化塔为带冷

却段的筛板塔，Ⅰ～V效蒸发罐均为外加热式强制循环轴向进料蒸发罐，I效蒸发罐带有具备

清液分离功能的夹套，Ⅰ～Ⅲ效闪发罐均为强制循环轴向进料闪发罐，Ⅳ效闪发结晶罐为强

制循环轴向进料闪发结晶罐，Ⅳ效闪发结晶罐带有具备清液分离功能的夹套。

[0029] 总的蒸汽消耗量为16600kg/h（不计蒸氨能耗），回收氯化铵19400kg/h，回收氯化

钠12890kg/h。蒸氨塔蒸汽消耗量为19500kg/h，回收碳酸氢铵5920  kg/h。

[0030] 实施例2

原母液：纯碱生产母液，其中，Cl-的含量为161.5g/L，NH4+的含量为63.7g/L，HCO3-与

CO32-的含量为67.5  g/L，原母液量119000kg/h。

[0031] 和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第一：使用的原母液类别不同，实施例1中原母液为复

分解反应生产小苏打后的母液（即小苏打生产母液），而本实施例中的原母液为纯碱生产过

程得到的重碱过滤母液（即纯碱生产母液），两者虽然同样含有氯化铵、氯化钠、碳酸氢铵、

碳酸氢钠，但是其含量有一定的差别；第二，本实施例中从蒸氨塔出来的尾气冷却后被饱和

盐水吸收，盐水再回到制碱系统，而没有实施例1中使用水吸收尾气中氨和二氧化碳以及碳

化生产碳酸氢铵的过程，其他步骤、工艺参数等条件均与实施例1保持一致。采用饱和盐水

吸收经冷却后的氨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并将该饱和盐水送去制碱。

[0032] 总的蒸汽消耗量为16900kg/h（不计蒸氨能耗）， 回收氯化铵18950kg/h，回收氯化

钠9110  k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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