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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氯化钙型卤水生产环保氯

盐融雪剂的方法，具体是将氯化钙型矿卤通过多

重蒸发、分离、喷洒、造粒、干燥等工序直接生产

纯氯化钠型、纯氯化钙型、钠钙复合型融雪剂、钙

钠复合型融雪剂和液体融雪剂。本发明采用一种

生产工序可以同时生产多种氯盐环保融雪剂，减

少了投资，降低了生产成本，可以同时满足不同

环境下的融雪需求；同时生产的氯盐环保融雪剂

添加了缓蚀剂，达到保护道路和桥梁的作用，经

济、环保、融雪效果好；生产的氯化钙型或钠钙复

合型融雪剂产品中有氯化钙，能够在更低的气温

下使用，加快融雪速度；生产的氯盐复合型融雪

剂是通过溶液蒸发浓缩到一定浓度后通过流化

床造粒，氯化钙和氯化钠混合均匀，融雪速度均

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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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氯化钙型卤水生产环保氯盐融雪剂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氯化钙型卤水经过一级蒸发浓缩，蒸发温度45‑150℃，蒸发罐底部排出盐浆，经过

离心机脱水生成湿盐，同时在离心脱水过程中将缓蚀剂配置成溶液通过离心机喷嘴喷洒到

湿盐上，添加缓蚀剂后的散盐经过干燥后即生产出环保氯化钠融雪剂A，蒸发罐料液转入二

级蒸发浓缩系统；

（2）料液进入二级蒸发系统浓缩，在68‑120℃下继续蒸发浓缩，监测蒸发罐料液中

CaCl2、NaCl的含量，当CaCl2、  NaCl的含量达到复合型液体融雪剂B的要求时，排出一部分料

液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环保复合型液体融雪剂B，另外一部分料

液进入二级蒸发系统；

（3）料液在二级蒸发系统中继续蒸发浓缩，当氯化钙浓度浓缩至30‑40%，料液转至氯化

钙浓缩系统；

（4）料液进入氯化钙浓缩系统中，在68‑120℃温度下继续蒸发浓缩，提高料液中氯化钙

浓度至39~45%，排出料液L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环保氯化钙液体

融雪剂C；

（5）环保复合型融雪剂D的生产：氯化钠融雪剂A作为氯化钠粉料放入流化床，根据要生

产的复合型融雪剂中氯化钙、氯化钠的含量计算排入流化床中料液L的量，料液L由流化床

喷嘴雾化后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粉料混合，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敷造粒过

程，同时将缓蚀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完成干燥，干燥

后得到含氯化钙、氯化钠的粒状环保复合型融雪剂；

（6）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的生产：将氯化钙粉料放入流化床，料液L由喷嘴雾化后进入

流化床干燥机内与粉料混合，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敷造粒过程，同时将缓蚀

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完成干燥，干燥后制得粒状环

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

其中在步骤（1）中的氯化钙型卤水是任何含氯化钙、氯化钠的卤水，其包括：CaCl2含量

在50‑270g/l；NaCl含量是在290‑50g/l。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1）中，氯化钙型卤水包括：CaCl2含量在105‑

200g/l，NaCl含量是在215‑120g/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在步骤（1）中，氯化钙型卤水包括：CaCl2含量在150‑

180g/l，NaCl含量是在170‑140g/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缓蚀剂指任何一种可溶解于水，配成溶液的缓蚀

剂，添加缓蚀剂的量为融雪剂量的0.1‑2质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产的环保复合型液体融雪剂B包括以下重量百

分比的组分：CaCl215‑35%，NaCl15‑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产的氯化钙型液体融雪剂C包括以下重量百分

比的组分：CaCl236‑45%，NaCl5‑1%。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方法，其中，生产的氯化钙型液体融雪剂C包括以下重量百

分比的组分：CaCl240‑45%，NaCl3‑1%。

8.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方法，其中，生产的氯化钙型液体融雪剂C包括以下重量百

分比的组分：CaCl243‑45%，NaC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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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产出含氯化钙和氯化钠的环保复合型融雪剂D

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CaCl210‑90%，NaCl90‑10%。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生产的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包括以下重量百分

比的组分：CaCl2  94‑99%，NaCl  1‑5%。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步骤（6）中，氯化钙粉料与料液L的比例使得所生

产的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CaCl2  94‑99%，NaC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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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氯化钙型卤水生产环保氯盐融雪剂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氯化钙型卤水生产环保氯盐融雪剂的方法，属于融雪剂生产技术

领域，是一种氯化钙型卤水通过蒸发浓缩、造粒、干燥等工序生产融雪剂的技术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冬春季节的降雪和结冰，往往给城市和交通带来了不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特别

是告诉公路常因降雪和冰冻封闭，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使用融雪剂清除道路积

雪具有成本低、方法简单、冰雪溶解速度快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广泛采用。我国于20

世纪70年代首先在北京地区使用了融雪剂，之后从北方地区开始逐步引进使用，虽然融雪

剂的使用量受天气影响较大，但是总体呈逐年增加趋势。

[0003] 融雪剂种类按物态分为固体和液体，按组成分为氯盐型、非氯盐型及混合型。非氯

盐类融雪剂价格太高，一般只用于机场等重要场所，其应用范围和数量都十分有限，并没有

广泛使用。氯盐类融雪剂是使用量最大，使用历史最长久，目前使用量仍占90％以上，包括

氯化钠、氯化钙、氯化镁等。但是氯盐融雪剂也存在弊端，对道路桥梁的混凝土中的钢筋等

金属物有腐蚀作用。

[0004] 目前，市面上混合氯盐融雪剂大多数为氯盐的简单混合或者造粒，如直接将片钙

和大颗粒盐或镁片混合，或者将小颗粒或粉状的氯盐混合后通过造粒机形成无规则或有规

则粒状。由于氯盐密度、颗粒形状、大小等都不一样，简单混合易导致混合不均匀，在抛撒的

时候分布不均匀，影响融雪的效果。成品氯盐混合造粒这种方法增加了生产成本和设备投

资，成本偏高。并且由于融雪剂使用有季节性的限制，生产设备一年中会长时间闲置，开工

率低增加了生产和管理，并且国内复合型融雪剂的生产多在小作坊中，没有形成规模化规

范化生产，不能满足国家对融雪剂要求日益增加的发展趋势。目前，还没有采用卤水直接生

产融雪剂的方法，也没有将融雪剂生产和卤水制盐、氯化钙等结合起来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针对目前氯盐融雪剂的生产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氯化钙型卤水蒸

发浓缩直接生产多种环保融雪剂的方法，将融雪剂生产和卤水制盐、氯化钙结合起来，实现

了柔性生产，生产工艺简单，降低了投资和生产成本。

[0006]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氯化钙型卤水生产环保氯盐融雪剂的方法，该方

法具有(或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氯化钙型卤水经过一级蒸发浓缩，蒸发温度45‑150℃，优选80‑120℃，蒸发罐

底部排出盐浆，经过离心机脱水生成湿盐，同时在离心脱水这一环节将缓蚀剂配置成溶液

通过离心机喷嘴喷洒到湿盐上，添加缓蚀剂后的散盐经过例如干燥床90‑110℃干燥后即生

产出纯氯化钠融雪剂A，蒸发罐料液转入二级蒸发浓缩系统；

[0008] (2)料液进入二级蒸发系统I效蒸发罐浓缩，在68‑120℃，优选75‑110℃下继续蒸

发浓缩，监测蒸发罐料液中CaCl2、NaCl的含量，当CaCl2、NaCl的含量达到复合型液体融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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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的要求时，将一部分料液排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环保复合型液

体融雪剂B，另外一部分料液进入二级蒸发系统继续浓缩；进一步地，所述一部分料液和另

一部分料液的质量比可以为例如1:0.2～5，优选1:0.5‑3。

[0009] (3)料液在二级蒸发系统的II效蒸发罐中继续蒸发浓缩，当氯化钙浓度浓缩至30‑

40质量％，进一步33‑37质量％，优选约35质量％料液转至氯化钙浓缩系统；

[0010] (4)料液进入氯化钙浓缩系统中，在68‑120℃，优选75‑110℃温度下继续蒸发浓

缩，提高料液中氯化钙浓度至39～45％，进一步40～44％，排出的料液L至搅拌桶，将缓蚀剂

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环保氯化钙液体融雪剂C；

[0011] (5)环保复合型融雪剂D的生产：氯化钠融雪剂A作为氯化钠粉料放入流化床，根据

要生产的复合型融雪剂中氯化钙、氯化钠的含量计算排入流化床中料液L的量，料液L由流

化床喷嘴雾化后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粉料混合，其中料液L和添加粉料的质量比为0.3‑

8:1，优选0.5‑6:1，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敷造粒过程，同时将缓蚀剂配制成溶

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完成干燥，然后在流化床内例如270‑300℃

下完成干燥，干燥后得到含氯化钙、氯化钠的粒状环保复合型融雪剂；

[0012] (6)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的生产：将氯化钙粉料放入流化床，料液L由喷嘴雾化后

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粉料混合，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敷造粒过程，同时将

缓蚀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例如270‑300℃下完成干

燥，干燥后制得粒状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其中氯化钙粉料与料液L的比例不是特别限制

的，例如1:0.5‑10或例如使得所生产的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

CaCl294‑99％，NaCl  1‑5％即可。

[0013] 首次生产可采用另外准备的氯化钙粉料；生产出氯化钙型融雪剂E以后，氯化钙粉

料可采用生产氯化钙型融雪剂E过程中形成的粉状产品。

[0014] 氯化钙型卤水可以是任何含氯化钙、氯化钠的卤水，其主要成分为：CaCl2含量在

50‑270g/l，优选105‑200g/l，更优选150‑180g/l的范围；NaCl含量是在290‑50g/l，优选

215‑120g/l，更优选170‑140g/l。

[0015] 发明中蒸发浓缩系统可以采用多效蒸发器，或者MVR蒸发器。

[0016] 采用该方法可以生产固体融雪剂和液体融雪剂，包括环保氯化钠型融雪剂、氯化

钙和氯化钙不同配比的环保复合型融雪剂、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氯化钙和氯化钙不同配

比的复合型液体融雪剂和氯化钙液体融雪剂。

[0017] 发明中缓蚀剂指任何一种可以溶于水配成溶液的缓蚀剂，可以是本领域中常用的

那些，添加缓蚀剂的量为融雪剂量的0.1‑2质量％。

[0018] 复合型液体融雪剂B的要求为：生产的环保复合型液体融雪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

比的组分：CaCl2  15‑35％，NaCl  15‑5％。

[0019] 生产的环保氯化钙液体融雪剂，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CaCl2  39‑45％，

NaCl  5‑1％；优选CaCl2  40‑45％，NaCl  3‑1％；更优选CaCl2  43‑45％，NaCl  2‑1％。

[0020] 生产的含氯化钙和氯化钠的环保复合型融雪剂。其中，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

分：CaCl210‑90％，NaCl  90‑10g/l。

[0021] 生产的环保氯化钙型融雪剂E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CaCl2  94‑99％，NaC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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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分别用于生产环保氯化钙液体融雪剂C、环保复合型融雪剂D和环保氯化钙型融雪

剂E的料液L不是特别限制的，可以根据需要来分配，例如质量比可以是1:0.2‑5:0.2‑5。

[0023] 本发明所具有的优点：

[0024] 1、提供一种氯化钙型卤水蒸发浓缩直接生产融雪剂的方法，该方法工艺简单、生

产成本低；并且将融雪剂生产和卤水制盐、氯化钙结合起来，解决了融雪剂生产设备受产品

影响开工率低的问题；可以根据需要生产多种融雪剂产品，实现了柔性生产。

[0025] 2、同时在融雪剂的生产过程中极易添加缓蚀剂，生产出环保融雪剂，达到保护道

路和桥梁的作用，经济、环保、融雪效果好。

[0026] 3、氯化钙型卤水可以是化工生产中产生含氯化钙、氯化钠的废液(需确保不对岩

盐资源产生污染)，例如氨碱废液日晒浓缩后卤水，或者氨碱废液注入地下盐矿开采出来的

氯化钠饱和的卤水，为化工废物回收再利用寻找到了一条出路，将废物变成其他产业的原

料，环保意义明显，同时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一种氯化钙型卤水生产环保氯盐融雪剂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进一步了解本发明，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阐述，但并非

对本发明的限制，应当理解，这些描述只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而不是对

本发明权利要求的限制。凡依照本发明公开内容所作的任何本领域的等同替换，均属于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本申请中，％通常是指质量％，除非另有规定。

[0029] 实施例1

[0030] (1)含CaCl2  170g/l，NaCl  80g/l的氯化钙型卤水经过一级蒸发系统，即五效真空

蒸发浓缩。卤水进入首效蒸发罐，首效蒸发罐进入蒸汽压力为0.5MPa(绝压)，蒸汽温度150

℃，罐内蒸发完成液经过转料泵由首效蒸发罐进入后面的蒸发罐，最终转到末效蒸发罐。末

效蒸发罐操作压力0.025MPa，蒸汽温度50℃。蒸发罐料液转入二级蒸发浓缩系统。盐浆从每

个蒸发罐底部排出，汇集起来，经过离心机脱水生成湿盐，同时在离心脱水这一环节将缓蚀

剂配置成溶液通过离心机喷嘴喷洒到湿盐上。添加缓蚀剂后的散盐经过干燥床110℃干燥

后即生产出氯化钠融雪剂A。

[0031] (2)料液进入二级蒸发系统浓缩，即两效蒸发浓缩，I效蒸发罐进入蒸汽压力为

0.173MPa(绝压)，蒸汽温度110℃，监测I效中蒸发罐料液中CaCl2、NaCl的含量，当CaCl2的含

量达到20％、NaCl的含量达到10％时，排出部分料液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

均匀即为含CaCl2  20％(wt％)，NaCl  10％(wt％)环保复合型液体融雪剂B。

[0032] (3)I效蒸发罐的另外一部分料液经过转料泵进入II效蒸发罐，II效蒸发温度90

℃，当氯化钙浓度浓缩至35％，排入氯化钙浓缩系统。

[0033] (4)料液在氯化钙系统，即三效蒸发浓缩，I效蒸发罐进入蒸汽压力为0.173MPa(绝

压)，蒸汽温度110℃，罐内蒸发完成液经过转料泵由首效蒸发罐进入后面的蒸发罐，最终转

到末效蒸发罐。末效蒸发罐操作压力0.05MPa，蒸汽温度75℃。

[0034] 监测末效中蒸发罐料液中CaCl2的含量，当CaCl2的含量都达到44％时，排出料液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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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含CaCl2  44％(wt％)，NaCl  1.2％(wt％)的

环保氯化钙型液体融雪剂C。

[0035] (5)含CaCl2  70％(wt％)，NaCl  30％(wt％)环保粒状复合型融雪剂的生产：氯化

钠融雪剂A作为氯化钠粉料放入流化床。料液L由流化床喷嘴雾化后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

粉料混合(料液L和添加粉料的比例为5.5:1(质量比))，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

敷造粒过程，同时将缓蚀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270℃

下完成干燥。干燥后得到含CaCl2  30％，NaCl  70％的环保粒状复合型融雪剂D。

[0036] (6)环保粒状氯化钙型融雪剂E的生产：将另外准备的氯化钙粉料放入流化床。料

液L由喷嘴雾化后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粉料混合，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敷

造粒过程，同时将缓蚀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270℃下

完成干燥。干燥后制得环保粒状氯化钙型融雪剂，含CaCl2  96％，NaCl  3％。

[0037] 实施例2

[0038] (1)含CaCl2  50g/l，NaCl  270g/l的氯化钙型卤水经过一级蒸发浓缩，即MVR蒸发

工序，蒸发罐内压力为0.17MPa，温度106℃。盐浆从蒸发罐底部排出，汇集起来，经过离心机

脱水生成湿盐，同时在离心脱水这一环节将缓蚀剂配置成溶液通过离心机喷嘴喷洒到湿盐

上。添加缓蚀剂后的散盐经过干燥床110℃干燥后即生产出氯化钠融雪剂A。蒸发罐料液转

入二级蒸发浓缩系统。

[0039] (2)料液进入二级蒸发系统浓缩继续蒸发浓缩，即MVR蒸发工序，蒸发罐内压力为

0.15MPa，温度106℃。监测蒸发罐料液中CaCl2、NaCl的含量，当CaCl2的含量达到30％、NaCl

的含量达到5％时，排出一部分料液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含CaCl2 

30％(wt％)，NaCl  5％(wt％)环保复合型液体融雪剂B。另外一部分料液继续蒸发浓缩。

[0040] (3)料液在二级蒸发系统中继续蒸发浓缩至氯化钙浓度35％时，排入氯化钙浓缩

系统。

[0041] (4)料液在氯化钙系统，即三效蒸发浓缩，I效蒸发罐进入蒸汽压力为0.173MPa(绝

压)，蒸汽温度110℃，罐内蒸发完成液经过转料泵由首效蒸发罐进入后面的蒸发罐，最终转

到末效蒸发罐。末效蒸发罐操作压力0.05MPa，蒸汽温度75℃。

[0042] 监测末效中蒸发罐料液中CaCl2的含量，当CaCl2的含量都达到44％时，排出料液L

至搅拌桶，将缓蚀剂加入搅拌桶，混合均匀即为含CaCl2  44％(wt％)，NaCl  1.2％(wt％)的

环保氯化钙型液体融雪剂C。

[0043] (5)含CaCl2  30％(wt％)，NaCl  70％(wt％)环保粒状复合型融雪剂的生产：氯化

钠融雪剂A作为氯化钠粉料放入流化床。料液L由流化床喷嘴雾化后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

粉料混合(料液L和添加粉料的比例为7:10(质量比))，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

敷造粒过程，同时将缓蚀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270℃

下完成干燥。干燥后得到含CaCl2  30％，NaCl  70％的环保粒状复合型融雪剂D。

[0044] (6)环保粒状氯化钙型融雪剂E的生产：将另外准备的氯化钙粉料放入流化床。料

液L由喷嘴雾化后进入流化床干燥机内与粉料混合，物料在流化床流化段料层内完成涂敷

造粒过程，同时将缓蚀剂配制成溶液通过喷嘴喷洒到成品颗粒上；然后在流化床内270℃下

完成干燥。干燥后制得环保粒状氯化钙型融雪剂，含CaCl2  97％，NaC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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