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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

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镁的

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将主要成分为碱式

氯化镁并含有有机物杂质的废渣，加入水搅拌，

加热至沸腾，分离有机溶剂，获得含有氯化镁、氢

氧化镁和部分杂质的浑浊液；步骤2：向步骤1获

得的浑浊液中加入双氧水搅拌反应，过滤获得氢

氧化镁滤饼和氯化镁母液；步骤3：将步骤2获得

的氢氧化镁滤饼放入反应釜中，加入适量水，搅

拌打浆至均匀氢氧化镁浑浊液；步骤4：往步骤3

获得的氢氧化镁浑浊液中通入含有二氧化碳的

混合气进行碳化反应，过滤获得含碳酸氢镁的重

镁水；步骤5：向步骤4获得的重镁水通入蒸汽加

热热解，获得碱式碳酸镁悬浊液；步骤6：过滤步

骤5碱式碳酸镁悬浊液获得碱式碳酸镁，煅烧制

取活性氧化镁。本申请获得的氧化镁堆密度小、

柠檬酸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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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镁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将主要成分为碱式氯化镁并含有有机物杂质的废渣，加入水搅拌，加热至沸腾，

分离有机溶剂，获得含有氯化镁、氢氧化镁和部分杂质的浑浊液；

步骤2：向步骤1获得的浑浊液中加入双氧水搅拌反应，过滤获得氢氧化镁滤饼和氯化

镁母液；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氢氧化镁滤饼放入反应釜中，加入适量水，搅拌打浆至均匀氢氧

化镁浑浊液；

步骤4：往步骤3获得的氢氧化镁浑浊液中通入含有二氧化碳的混合气进行碳化反应，

过滤获得含碳酸氢镁的重镁水；

步骤5：向步骤4获得的重镁水通入蒸汽加热热解，获得碱式碳酸镁悬浊液；

步骤6：过滤步骤5碱式碳酸镁悬浊液获得碱式碳酸镁，煅烧制取活性氧化镁。

2.根据权利要求1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加入水的量为废渣质量2～3倍，加热温度为100℃～105℃，加热时间2～2.5小

时。

3.根据权利要求1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1，加热回收溶剂过程中，碱式氯化镁水解，生成氢氧化镁和氯化镁的浑浊液。

4.根据权利要求1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氧化剂为浓度为25‑27.5％的双氧水；氧化剂与氧化镁母液体积比3～5％；反

应温度维持在85～100℃℃，维持10～20分钟。

5.根据权利要求1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向氢氧化镁浑浊液通入含有二氧化碳的气体前，调整浆液浓度含氢氧化镁在

1.0～2.0％之间，温度在15～30℃。

6.根据权利要求1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通入的含有二氧化碳的气体为合成氨驰放气；合成氨驰放气的压力在0.2MPa‑

0.25MPa，溶液PH值在6.5～7.5。

7.根据权利要求6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中使用的合成氨驰放气使用前以专用活性炭吸附剂进一步净化。

8.根据权利要求6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5中，加热热解温度为60～80℃，采用负压热解。

9.根据权利要求6的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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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中热解结束后温度降为20～35℃，压滤获得碱式碳酸镁滤饼，煅烧制取高活性

氧化镁，氧化镁含量≧95.5，柠檬酸值5～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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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香料生产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综合利用方法

[0001] 本申请要求申请日为2020年12月11日，申请号为202011436550.X，发明名称为一

种香料生产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综合利用方法的中国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以香料生产产生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为原料制取高

活性氧化镁的方法，实现镁资源以及二氧化碳的再利用，属于无机材料工艺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活性氧化镁由于其颗粒细微化，比表面积大和表面结构不规整及差异化大等特

点，致使其成为不同于本体材料的光、电、力学和化学等特殊性能、用途广泛的无机化工材

料，应用于氟橡胶、氯丁橡胶、丁基橡胶、丁晴橡胶的促进剂和活化剂，是胶粘剂、塑料、油

漆、纸张的填料，也可以制造氧化镁水泥和耐火材料，应用在陶瓷、玻璃、体育运动方面，在

医药上用作抗酸剂和轻泻剂。高活性氧化镁表面化学活性高，吸附力强，也可作为高效解离

剂，吸附有毒化学物质，如含氯烃、有机磷化合物和酸性气体，改善环境。

[0004] 目前生产活性氧化镁的原料主要有菱镁矿、水镁石、白云石、水菱镁石、蛇纹石等

含镁金属矿，以及卤水、水氯镁石、硫酸镁等含镁可溶性无机盐类。前者碳化法分离钙镁和

其他杂质，获得生产轻质碳酸镁，再经煅烧制取氧化镁，其产品质量轻，活性高，堆积密度

小，深受用户欢迎；后者将原料与氨、烧碱、石灰乳等碱类反应，首先先生成氢氧化镁，再经

煅烧制取氧化镁，其产品活性较前者低，堆积密度大，分散性及流动性不好，特别是高端用

户不欢迎。

[0005] 以白云石为原料，采用碳化法生成活性氧化镁的工艺路线是：白云石(GaCO3﹒

MgCO3)与白煤按一定配比送入石灰煅烧炉煅烧，获得白云灰(GaO﹒MgO)，也称白云石熟料。

白云灰送入消化槽在搅拌下加入热水消化成白云灰乳。白云灰乳经精制、调浓、调温送入碳

化塔，通入来源于白云石煅烧窑二氧化碳窑气，对白云灰乳进行碳化反应。碳化反应后的碳

化液主要是碳酸氢镁溶液(也称重镁水)，沉淀物为含镁碳酸钙。经分离获得碳酸氢镁溶液

和含镁碳酸钙滤饼。滤饼经干燥、分级、包装，获得含镁碳酸钙。重镁水用泵送入热解釜，以

蒸汽直接加热使其热分解为轻质碳酸镁。热解后的生成含轻质碳酸镁的乳白色悬浮液，经

压滤分离后，滤饼进行干燥得到轻质碳酸镁产品。将轻质碳酸镁产品送到煅烧炉进一步煅

烧，煅烧结束后再经分级、包装即得到活性氧化镁产品。

[0006] 上述生产工艺中重镁水热解过程因碳酸氢镁溶解度低(折合含氧化镁在6～12g/

l)，每生产1t碳酸镁需要热解50～90m3的重镁水，由于此反应是吸热反应，并且热解温度需

要在95～105之间，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热能。另外，重镁水热解、过滤分离后的轻质碳酸镁

滤饼含水达到75～80％，也就是生产1t轻质碳酸镁需要去除3t多水，蒸发水量很大，能耗也

很高，存在明显的缺陷。

[0007] 生产麦芽酚(或乙基麦芽酚)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格氏试剂，最后产生了碱式氯

化镁废渣。废渣中含有一定量的有机成分。现有技术中针对从碱式氯化镁出发获得氧化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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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研究。例如中国专利文献CN101624198A公开了一种用水氯镁石热解制备碱式氯化镁和

氧化镁的方法，其特征是采取分段煅烧，分段回收HCl，具体为将精制后的水氯镁石在130～

150℃下的热溶液经加压喷淋至反应釜内，脱掉部分结晶水后在250～300℃下进行第一次

煅烧，煅烧时间为1～3小时，得到产物碱式氯化镁MgOHCl，尾气经水吸收得到盐酸；煅烧产

物中含有少量未分解的氯化镁水合物，用溶剂洗涤产物，得到碱式氯化镁MgOHCl；将得到的

MgOHCl，在450～500℃下进行第二次煅烧，煅烧时间1～3小时，得到MgO，产生的HCl经冷却

回收得到盐酸。又例如，中国专利文献CN1249273A公开了一种用天然碱和氯化镁生产碳酸

镁和氧化镁的方法,其特点是将天然碱热溶,浓度为20％－40％ ,过滤,同时将氯化镁

(MgCl·6H2O)热解,生成碱式氯化镁,粉碎。同时将另一部分氯化镁进行预处理,即溶解,浓

度为30％－50％,加入天然碱溶液。在反应池中先加天然碱溶液,再加碱式氯化镁,最后加

入氯化镁溶液,反应完成后,过滤洗涤,洗涤软水要求硬度在1.5度以内,然后烘干,而成为

碳酸镁产品,继续煅烧即可得氧化镁产品。

[0008] 以上现有技术在处理制备氧化镁时，采用的原料起点均非碱式碳酸镁，其原料成

分相对于麦芽酚的废渣有很大差异，同时处理的流程也明显不同于麦芽酚废渣，最后获得

的氧化镁也属常规氧化镁产品。本发明针对主要为碱式氯化镁、并含有固定的其他有机成

分的废渣，制备获得活性氧化镁。

[0009] 弛放气(purge  gas)是在化工生产中合成工艺生产工段作为废弃物而被排放的气

体的统称。合成氨的驰放气可能成分有氢气、氮气、甲烷、氨气等，合成氨驰放气需要进行处

理除去其中除氮气和二氧化碳之外的其他气体。

[0010] 在进入回收槽后，驰放气的压力减小，部分氨气由气态变为液态，剩下的混合气体

进入氨回收塔。进入氨回收塔的气体中，氨气被脱盐水吸收成为稀氨水并被引入氨水槽中；

氢气和甲烷可作为燃料燃烧。最终排放出的气体只有二氧化塔和氮气。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了以矿石法生产活性氧化镁能耗、水耗高的缺陷，也

避免了以卤水、水氯镁石、硫酸镁等可溶性镁盐为原料与氨、烧碱、石灰乳反应生产氧化镁

活性低、堆密度大、氯化物含量高的问题，提供的一种香料生产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综合利

用方法。

[0012]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13] 一种香料生产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综合利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4] (1)把从香料产生中产生得到的主要是碱式氯化镁废渣移入反应釜中，加入适量

的工艺水，搅拌打浆，加热至沸腾，蒸馏回收有机溶剂，碱式氯化镁发生水解获得含有氯化

镁、氢氧化镁和部分杂质的浑浊液；

[0015] (2)往所述浑浊液中加入双氧水搅拌反应后进行压滤分离，分别获得氢氧化镁滤

饼和氯化镁母液；

[0016] (3)把所述氢氧化镁滤饼放入反应釜中，加入适量工艺水，搅拌打浆至均匀氢氧化

镁浑浊液；

[0017] (4)往所述氢氧化镁浑浊液中通入合成氨驰放气进行碳化反应，然后压滤分离，获

得含碳酸氢镁的重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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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5)对所述重镁水通入蒸汽加热热解，获得碱式碳酸镁悬浊液；

[0019] (6)对所述碱式碳酸镁悬浊液压滤分离出碱式碳酸镁滤饼，洗涤、烘干、煅烧，制得

高活性的氧化镁。

[0020]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1)加入碱式氯化镁废渣质量2～3倍的工艺水，搅拌打

浆，加热至100℃～105℃，维持2～2.5小时，回收有机溶剂循环利用。

[0021] 在于加热回收溶剂过程中，碱式氯化镁水解，生成氢氧化镁和氯化镁的浑浊液，主

要反应：2Mg(OH)Cl＝Mg(OH)2+MgCl2
[002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2)中，往浑浊液中加入其体积3～5％浓度为27.5％的

双氧水，温度维持在85～100℃，10～20分钟，破坏消解有机物，达到脱色的目的。

[002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3)中把氢氧化镁浑浊液，调整浆液浓度含氢氧化镁在

1.0～2.0％之间，温度在15～30℃。

[002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4)中通入合成氨驰放气进行碳化的压力在0.2MPa‑

0.25MPa，溶液PH值在6.5～7.5。驰放气以专用活性炭吸附剂进一步净化，去除其中微量硫

化氢气体，主要反应：

[0025] Mg(OH)2+2CO2＝Mg(HCO3)2

[002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5)中，加热热解温度为60～80℃，采用负压热解，生成

碱式碳酸镁悬浊液；加热方式为通入饱和蒸汽进行加热热解，热解温度60℃～80℃时，抽副

压至‑0.06MPa，热解6～8小时，使重镁水分解生成含有碱式碳酸镁的悬浊液。

[0027] 主要反应：

[0028] Mg(HCO3)2+2H2O＝MgCO3·3H2O+CO2
[0029] 5MgCO3·3H2O＝4MgCO3·Mg(OH)2·8H2O+6H2O+CO2
[0030] 4MgCO3·Mg(OH)2·8H2O＝4MgCO3·Mg(OH)2·4H2O+4H2O

[003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6)中热解结束后温度降为20～35℃，压滤获得碱式碳

酸镁滤饼，洗涤、干燥、煅烧制取高活性氧化镁；所述煅烧温度650～750℃，时间30～40分

钟，煅烧结束，获得氧化镁含量(MgO)≧95.5，活性(柠檬酸值)5～10s的高活性氧化镁。主要

反应：

[0032] 4MgCO3·Mg(OH)2·4H2O＝5MgO+4CO2+5H2O

[0033] 本发明中所述的香料，主要是麦芽酚、乙基麦芽酚。

[0034] 本发明的一种利用含有有机物的碱式氯化镁废渣与合成氨驰放气生产活性氧化

镁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步骤1：将主要成分为碱式氯化镁并含有有机物杂质的废渣，加入水搅拌，加热至

沸腾，分离有机溶剂，获得含有氯化镁、氢氧化镁和部分杂质的浑浊液；

[0036] 步骤2：向步骤1获得的浑浊液中加入双氧水搅拌反应，过滤获得氢氧化镁滤饼和

氯化镁母液；

[0037] 步骤3：将步骤2获得的氢氧化镁滤饼放入反应釜中，加入适量水，搅拌打浆至均匀

氢氧化镁浑浊液；

[0038] 步骤4：往步骤3获得的氢氧化镁浑浊液中通入含有二氧化碳的混合气进行碳化反

应，过滤获得含碳酸氢镁的重镁水；

[0039] 步骤5：向步骤4获得的重镁水通入蒸汽加热热解，获得碱式碳酸镁悬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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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步骤6：过滤步骤5碱式碳酸镁悬浊液获得碱式碳酸镁，煅烧制取活性氧化镁。

[0041] 进一步的，步骤1中加入水的量为废渣质量2～3倍，加热温度为100℃～105℃，加

热时间2～2.5小时。

[0042] 进一步的，步骤1，加热回收溶剂过程中，碱式氯化镁水解，生成氢氧化镁和氯化镁

的浑浊液。

[0043] 进一步的，步骤2中，氧化剂为浓度为25‑27.5％的双氧水；氧化剂与氧化镁母液体

积比3～5％；反应温度维持在85～100℃℃，维持10～20分钟。

[0044] 进一步的，步骤3中向氢氧化镁浑浊液通入含有二氧化碳的气体前，调整浆液浓度

含氢氧化镁在1.0～2.0％之间，温度在15～30℃。

[0045] 进一步的，步骤4中通入的含有二氧化碳的气体为合成氨驰放气；合成氨驰放气的

压力在0.2MPa‑0.25MPa，溶液PH值在6.5～7.5。

[0046] 进一步的，步骤4中使用的合成氨驰放气使用前以专用活性炭吸附剂进一步净化。

[0047] 进一步的，步骤5中，加热热解温度为60～80℃，采用负压热解。

[0048] 进一步的，步骤(6)中热解结束后温度降为20～35℃，压滤获得碱式碳酸镁滤饼，

煅烧制取高活性氧化镁，氧化镁含量≧95.5，柠檬酸值5～10s

[0049] 本发明的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0050] 本发明生产高活性氧化镁是以香料生产产生的碱式碳酸镁废渣及合成氨驰放气

为原料，既解决了镁资源回收再利用的问题，也创造了经济效益，又避免了废渣对土壤、地

表水污染以及二氧化碳气体直接排放大气中对生态环境影响。采用加压碳化法减少了碳化

时间，增加了二氧化碳的利用率，节约能耗，同时降低了设备投入，经济及生态效益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本发明利用碱式氯化镁制备活性氧化镁。活性是决定氧化镁功能的重要指标。现

有的研究发现，氧化镁活性差异主要由雏晶的大小及结构等决定。结构松弛、晶格畸变、缺

陷较多的氧化镁活性较高。氧化镁晶粒大、晶格完整紧密，则氧化镁活性低。

[0052] 氧化镁活性可用吸碘值、比表面积、柠檬酸值(或醋酸值)、水化率等法来表示。氧

化镁的比表面积或吸碘值越大，活性就越高。使用柠檬酸值检测,变色时间越快,化学活性

越大,高活性氧化镁柠檬酸值变色时间≤30s；柠檬酸检测氧化镁活性的原理是氧化镁中的

活性氧化镁与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镁,氢氧化镁与柠檬酸发生酸碱中和反应,当柠檬酸消耗

完全时,产生的强碱弱酸盐使得溶液成为弱碱性,从而使得指示剂酚酞变色。

[0053] 本发明中利用的合成氨驰放气为去除了氢气、甲烷、氨气、氯化氢等气体，主要含

有氮气和二氧化碳(以及微量其他气体)的混合气体。该气体已经基本可以直接排放，直接

排放增加了碳负担，由于其中含有较多量的二氧化碳，可以再行利用。

[0054] 实施例一

[0055] 香料(乙基麦芽酚)生产中产生的碱式氯化镁废渣投入反应釜中，加入其质量2.5

倍的去离子水，搅拌打浆，搅拌加热至98℃蒸馏2小时，加入3.5％体积比的27.5％左右的双

氧水，继续搅拌12分钟，压滤过滤获得氢氧化镁滤饼。

[0056] 把滤饼再次投入反应釜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打浆，把氢氧化镁浓度调整到

1.2％左右，温度控制在20℃左右，通入0.2MPa净化后的驰放气进行有压碳化，净化是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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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活性炭去除硫化氢，碳化7小时，获得重镁水，往重镁水中通入饱和蒸汽热解，温度到65℃

左右时，开启负压系统至‑0 .065MPa，热解7小时，停止蒸汽，继续副压降温至20℃，压滤分

离，获得碱式碳酸镁滤饼，洗涤干燥，660℃煅烧35分钟，形成高活性氧化镁，冷却、分级、包

装得高活性氧化镁产品，经检测氧化镁(MgO)含量96 .1％，活性(柠檬酸值)8秒，堆密度

0.15g/mg。

[0057] 实施例二

[0058] 把香料(麦芽酚)生产中产生的碱式氯化镁废渣投入反应釜中，加入其质量2.8倍

的去离子水，搅拌打浆，搅拌加热至102℃蒸馏2.2小时，加入4％体积比的27.5％左右的双

氧水，继续搅拌15分钟，压滤过滤获得氢氧化镁滤饼和氯化镁母液，把滤饼再次投入反应釜

中，加入去离子水，搅拌打浆，把氢氧化镁浓度调整到1.5％左右，温度控制在25℃左右，，通

入0.2MPa净化后的驰放气进行有压碳化，碳化7.5小时，获得重镁水，往重镁水中通入饱和

蒸汽热解，温度到75℃左右时，开启负压系统至‑0.075MPa，热解7.4小时，停止蒸汽，继续副

压降温至25℃，压滤分离，获得碱式碳酸镁滤饼，洗涤干燥，720℃煅烧30分钟，制取高活性

氧化镁，冷却、分级、包装得高活性氧化镁产品，经检测氧化镁(MgO)含量96.2％，活性(柠檬

酸值)10秒，堆密度0.16g/mg。相比于重镁水制得的碱式碳酸镁，在制备高活性氧化镁时，其

煅烧温度低于使用氯化镁制得的碱式碳酸镁，可能原因是重镁水制得的碱式碳酸镁中杂质

较少，因此煅烧温度相对较低。

[0059] 本发明中，利用作为废渣的碱式氯化镁，将其蒸出有机成分的同时，分解获得氯化

镁溶液，利用氧化剂将溶液中的有机成分除尽。在获得的较纯净的氢氧化镁后，通入含有二

氧化碳的合成氨驰放气加压反应，滤除未反应成分及杂质，获得含碳酸氢镁的重镁水；随后

对所述重镁水通入蒸汽加热热解，获得碱式碳酸镁悬浊液。这个过程中，重镁水溶液也为液

相，通入蒸汽反应最后生成碱式碳酸镁的悬浊液，碱式碳酸镁颗粒度小。随后对碱式碳酸镁

洗涤干燥并煅烧后，碱式碳酸镁分解完全，堆积密度小，体现出了非常好的活性。

[0060] 煅烧温度和煅烧时长对于碱式碳酸镁形成的氧化镁的活性有较大影响。碱式碳酸

镁在加热并生成氧化镁的过程中，Mg和O发生晶体结构的重组。MgO的形成伴随着原子的重

组，以及MgO晶核的长大。发明人发现，控制加热温度在本申请限定的范围内，MgO获得了较

佳的柠檬酸值和堆积密度。对于自重镁水加热反应获得碱式碳酸镁固体，其原始形态影响

了氧化镁的活性，在本申请煅烧温度外的其他煅烧温度，获得氧化镁的活性较差。原因可能

是前述分析的原因，也即在煅烧温度改变时，MgO晶核的形成以及晶离长大受到了影响。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在本申请的上述教导下，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在上述实施例的基础上进行其他的改进或变形。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上述的具

体描述只是更好的解释本申请的目的，本申请的保护范围应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0062] 此外，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尽管在此所述的一些实施例包括其它实施例

中所包括的某些特征而不是其它特征，但是不同实施例的特征的组合意味着处于本申请的

范围之内并且形成不同的实施例。例如，在下面的权利要求书中，所要求保护的实施例的任

意之一都可以以任意的组合方式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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