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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反应器及制备拟薄水铝

石的方法。该反应器为N个筒体套在一起形成套

筒式反应器，筒体具有中空夹层结构，该套筒式

反应器由外至内依次为第1筒体、第2筒体、……、

第N筒体；第N筒体设有第一原料入口，第1筒体设

有排出口，第2‑第N筒体分别设有溢流口和溢流

导管，第1‑第N筒体分别设有第二原料入口；第N

筒体内及相邻的两个筒体间均设有导管，导管上

设有出料孔。采用该反应器制备的拟薄水铝石晶

粒分布集中，经焙烧得到的氧化铝的孔结构满足

渣油加氢催化剂载体要求，且整体工艺简单、易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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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反应器，该反应器为N个筒体套在一起形成套筒式反应器；所述筒体具有中空夹

层结构，该套筒式反应器由外至内依次为第1筒体、第2筒体、……、第N筒体；第N筒体设有第

一原料入口，第1筒体设有排出口，第2‑第N筒体分别设有溢流口和溢流导管，第1‑第N筒体

分别设有第二原料入口；第一原料入口及第二原料入口均位于筒体底部；第N筒体内及相邻

的两个筒体间均设有导管，导管上设有出料孔，所述的第二原料入口位于第1‑第N筒体的底

部，第二原料入口分别与该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所述导管沿筒体轴向分多层水平设置；

所述的溢流口位于第2‑第N筒体的上部，第2‑第N筒体各设有一个或多个溢流口；在第

2‑第N筒体外侧均设置有溢流导管，所述溢流导管上部与该筒体内腔通过溢流口相通，溢流

导管下部与该筒体外侧相邻的筒体通过溢流导管下开口相通；所述溢流导管下部设置的溢

流导管下开口位于筒体底部；第N筒体内的导管的两端分别与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第1‑第

N‑1筒体内的各导管的一端与其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另一端与其邻近的内层筒体的外侧

相连或相接。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N个筒体为直径不同，高度相同的

筒体，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然数，所述的N个筒体共用一个筒底。

3.按照权利要求2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  N个筒体共轴设置。

4.  按照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  N为3～5。

5.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原料入口与第N筒体的内腔

相通。

6.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排出口位于第1筒体上部，排出口

设有一个或多个。

7.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第二原料入口为一个或多个。

8.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第N筒体内及其它相邻的两个筒体间设

有的导管为多个，导管沿筒体径向水平设置。

9.按照权利要求8所述的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导管在筒体内腔均匀排布。

10.一种制备拟薄水铝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反应器，包

括：

（1）配制偏铝酸钠溶液；

（2）步骤（1）所得的偏铝酸钠溶液由反应器第一原料入口进入反应器第N筒体内腔，同

时含CO2的混合气体由第N筒体第二原料入口通入反应器第N筒体中空夹层中，含CO2的混合

气体通过导管的出料孔排出，使偏铝酸钠溶液在第N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排出

的含CO2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或高于第N筒体的溢流口时，浆液

由溢流口经溢流导管流入第N‑1筒体底部，同时含CO2的混合气体由第N‑1筒体第二原料入

口通入反应器第N‑1筒体中空夹层中，含CO2的混合气体通过导管的出料孔排出，使浆液在

第N‑1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排出的含CO2的混合气体继续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

的浆液上升至或高于第N‑1筒体的溢流口时，浆液由溢流口经溢流导管流入第N‑2筒体底

部，以此类推，最终反应生成的浆液通过反应器第1筒体的排出口排出；

（3）将步骤（2）所得的浆液过滤，得到的滤饼经水洗、干燥后得到拟薄水铝石。

11.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偏铝酸钠溶液的苛性比

为1.1~1.8；所述偏铝酸钠溶液浓度以Al2O3计为15~75gAl2O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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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偏铝酸钠溶液的苛性比

为1.3~1.6；所述偏铝酸钠溶液浓度以Al2O3计为20~45gAl2O3/L。

13.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反应在第N‑第1筒体各筒

体的反应停留时间均为10～18min，反应在第N‑第1筒体的总反应停留时间不超过60min。

14.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含CO2的混合气体为空气

和/或惰性气体与CO2的混合气体，其中混合气体中CO2的体积浓度为5%~35%。

15.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含CO2的混合气体为空气

和/或惰性气体与CO2的混合气体，其中混合气体中CO2的体积浓度为10%~30%。

16.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反应的反应温度为5℃～

50℃。

17.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反应的反应温度为15℃

～35℃。

18.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反应过程中，通过调整含CO2的混

合气体的流量来控制各溢流口及排出口排出的浆液pH值，其中排出口排出的浆液pH值控制

为8.5～11.0，溢流口排出的浆液pH值控制为13.5~11.0，且由第N‑第1筒体排出的浆液pH值

依次降低。

19.按照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由相邻两个筒体排出的浆液pH值至少相

差0.5。

20.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干燥条件如下：温度为100~150

℃，干燥时间为6~10小时。

21.按照权利要求10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拟薄水铝石经550~750℃焙烧4~7小

时，所得氧化铝的性质如下：孔容为1.0~1.3mL/g，比表面积为340~390m
2/g；孔分布如下：孔

直径＜6nm的孔的孔容占总孔容的5%~10%，孔直径为6~15nm的孔的孔容占总孔容的65%~
80%，孔直径＞15nm的孔的孔容占总孔容的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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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反应器及制备拟薄水铝石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反应器，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制备拟薄水铝石的反应器以及采用该

反应器制备拟薄水铝石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氧化铝有很多类型，如γ‑Al2O3、η‑Al2O3、θ‑Al2O3、δ‑Al2O3和α‑Al2O3等，其中γ‑

Al2O3由于具有比表面积大、孔结构可调和热稳定性好的性质，在催化领域特别是催化加氢

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制备γ‑Al2O3的通常方法是先制取拟薄水铝石，然后在一定温度

下焙烧转化为γ‑Al2O3。拟薄水铝石在工业上一般有三种制备方法：

[0003] （1）铝盐和碱的中和反应，如氯化铝法：

[0004] AlCl3+3NH4OH→Al（OH）3+3NH4Cl；

[0005] （2）铝盐和铝酸盐的复分解反应，如硫酸铝法：

[0006] Al2（SO4）3+6NaAlO2+12H2O→8Al（OH）3+3Na2SO4。

[0007] （3）铝酸盐和酸的中和反应，如碳化法：

[0008] 2NaAlO2+CO2+3H2O→2Al（OH）3+Na2CO3；

[0009] 其中，碳化法制备活性氧化铝的过程一般如下：偏铝酸钠或铝酸钠和二氧化碳反

应，控制反应温度及反应终点的pH值，然后经过滤、洗涤、干燥和焙烧，得到活性氧化铝。

[0010] CN1057443A、CN1254684A、CN1420082A得到的活性氧化铝的孔径和孔容较小，孔结

构也随操作条件及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使得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其反应过程也

以间歇操作为主，因此造成了装置利用率低，产品性质波动等缺点。

[0011] CN2264173A公开了一种用于制备氢氧化铝的新型反应器，该反应器以气体鼓泡取

代机械搅拌，在反应器的塔体和塔底连接处装有气体分布板，气体分布板的开孔区直径等

于塔体的直径。CN2616525A公开了一种用于制备氢氧化铝的新型反应器，该反应器为对上

述反应器进行了改进，增加了气体二次分布的气体分布板，提高了气体利用率和反应器的

搅拌效率。上述二种反应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机械搅拌反应器能耗大、气体分布不

均、利用率低的缺点，但仍存在气泡尺寸大、气体利用率低和制备的氢氧化铝晶粒大小不

一，孔径分布弥散的不足。

[0012] CN104959091A公开了一种碳化反应合成系统及其在制备拟薄水铝石方面的应用

及制备方法，其中连续碳化反应釜制备氢氧化铝沉淀系统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微型单元碳化

反应釜串联而成，用于拟薄水铝石制备的含铝碱性溶液在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内因受阻力

形成折流、返混与CO2和空气的混合气体发生碳化反应，生成的浆液流入下一微型单元碳化

反应釜，如此反复，实现碳化反应过程的连续。该方法虽然实现了碳化法制备拟薄水铝石的

连续化，但制备过程较复杂，而且含铝碱性溶液或生成的浆液在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折流、

返混，容易造成在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停留时间不一致，使得生成的拟薄水铝石晶粒大小

不一，焙烧后的氧化铝孔径分布弥散。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10787765 B

4



发明内容

[0013]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点，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反应器及利用该反应器制备拟薄水

铝石的方法。所得的拟薄水铝石晶粒分布集中，经焙烧得到的氧化铝的孔结构满足渣油加

氢催化剂载体要求，该方法工艺简单、易操作。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反应器，该反应器为N个筒体套在一起形成套筒式反应器；所述

筒体具有中空夹层结构，该套筒式反应器由外至内依次为第1筒体、第2筒体、……、第N筒

体；第N筒体设有第一原料入口，第1筒体设有排出口，第2‑第N筒体分别设有溢流口和溢流

导管，第1‑第N筒体分别设有第二原料入口；第N筒体内及相邻的两个筒体间均设有导管，导

管上设有出料孔。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N个筒体为直径不同，高度相同的筒体，其中N为大于等于3的自

然数，优选N为3～5。所述的N个筒体共用一个筒底，优选N个筒体共轴设置。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一原料入口位于第N筒体底部且与第N筒体的内腔相通。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排出口位于第1筒体上部，排出口可以设有一个或多个。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溢流口位于第2‑第N筒体的上部，第2‑第N筒体各设有一个或多

个溢流口。

[0019] 进一步地，在第2‑第N筒体外侧均设置有溢流导管，所述溢流导管上部与该筒体内

腔通过溢流口相通，溢流导管下部与该筒体外侧相邻的筒体通过溢流导管下开口相通。优

选地，所述溢流导管下部设置的溢流导管下开口位于筒体底部。进一步地，所述的第二原料

入口位于第1‑第N筒体的底部，第二原料入口分别与该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各筒体底部各

设有一个或多个第二原料入口。

[0020] 进一步地，第N筒体内及其它相邻的两个筒体间各设有多个导管，所述导管水平设

置，优选沿筒体轴向分多层水平设置，进一步优选导管沿筒体径向水平设置，最好在筒体内

腔均匀排布。

[0021] 进一步地，第N筒体内的导管的两端分别与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第1‑第N‑1筒体

内的各导管的一端与其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另一端与其邻近的内层筒体的外侧相连或相

接。

[0022] 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制备拟薄水铝石的方法，采用上述反应器，包括：

[0023] （1）配制偏铝酸钠溶液；

[0024] （2）步骤（1）所得的偏铝酸钠溶液由反应器第一原料入口进入反应器第N筒体内

腔，同时含CO2的混合气体由第N筒体第二原料入口通入反应器第N筒体中空夹层中，含CO2的

混合气体通过导管的出料孔排出，使偏铝酸钠溶液在第N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

排出的含CO2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或高于第N筒体的溢流口时，

浆液由溢流口经溢流导管流入第N‑1筒体底部，同时含CO2的混合气体由第N‑1筒体第二原

料入口通入反应器第N‑1筒体中空夹层中，含CO2的混合气体通过导管的出料孔排出，使浆

液在第N‑1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排出的含CO2的混合气体继续进行反应，当反应

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或高于第N‑1筒体的溢流口时，浆液由溢流口经溢流导管流入第N‑2筒体

底部，以此类推，最终反应生成的浆液通过反应器第1筒体的排出口排出；

[0025] （3）将步骤（2）所得的浆液过滤，得到的滤饼经水洗、干燥后得到拟薄水铝石。

[0026] 步骤（1）中所述偏铝酸钠溶液的苛性比为1.1~1.8，优选1.3~1.6；所述偏铝酸钠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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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浓度以Al2O3计为15~75gAl2O3/L，优选20~45gAl2O3/L。

[0027] 步骤（1）中偏铝酸钠溶液的配制为本领域常规技术手段，如将氢氧化铝和氢氧化

钠混合配成浓度以Al2O3计为300~400gAl2O3/L的溶液，然后用质量浓度为1%～5%的NaOH溶

液稀释至所需浓度。

[0028] 步骤（2）中所述含CO2的混合气体为空气和/或惰性气体与CO2的混合气体，其中混

合气体中CO2的体积浓度为5%~35%，优选10%~30%。所述反应的反应温度为5℃～50℃，优选

15℃～35℃。

[0029] 步骤（2）反应过程中，通过调整含CO2的混合气体的流量来控制各溢流口及排出口

排出的浆液pH值，其中排出口排出的浆液pH值控制为8.5～11.0，溢流口排出的浆液pH值控

制为13.5~11.0，且由第N‑第1筒体排出的浆液pH值依次降低；优选由相邻两个筒体排出的

浆液pH值至少相差0.5。

[0030] 步骤（2）中所述反应在第N‑第1筒体各筒体的反应停留时间均为10～18min，反应

在第N‑第1筒体的总反应停留时间不超过60min。

[0031] 步骤（3）所述的干燥条件如下：温度为100~150℃，干燥时间6~10小时。

[0032] 本发明制备拟薄水铝石过程中，根据需要还可以加入助剂，如Si、P、B或Ti中的一

种或几种，助剂的质量含量以氧化物计为所得拟薄水铝石的2%~6%。

[0033] 本发明所得拟薄水铝石经550~750℃焙烧4~7小时，所得氧化铝的性质如下：孔容

为1.0~1.3mL/g，比表面积为340~390m
2/g；孔分布如下：孔直径＜6nm的孔的孔容占总孔容

的5%~10%，孔直径为6~15nm的孔的孔容占总孔容的65%~80%，孔直径＞15nm的孔的孔容占总

孔容的15%~25%。

[0034] 本发明方法具有如下优点：

[0035] （1）本发明方法采用特定的套筒式反应器来制备拟薄水铝石，延长了原料在反应

器内的行走路径，混合气体分层、分级、多次、多点进入反应器参与反应，在提高气体利用率

的同时也克服了现有技术生产过程中气体进入集中放热造成的孔容小及三水含量高的缺

点；流体流动以平推的方式有规则地向前移动，不会出现严重的返混及扰动等现象；同时原

料与气体能够充分混合，所得的拟薄水铝石晶粒分布集中，经焙烧得到的孔结构满足渣油

加氢催化剂载体要求。

[0036] （2）本发明实现了连续碳化法制备拟薄水铝石，且该方法工艺简单、易操作。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3、5和比较例1、2所得拟薄水铝石的颗粒直径分布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反应器的剖面图；

[0039] 图3为本发明反应器的俯视图；

[0040] 附图标记说明如下：

[0041] 1‑筒体，2‑筒体外侧，3‑筒体内侧，4‑溢流口，5‑排出口，6‑溢流导管，7‑导管，8‑出

料孔，9‑筒底，10‑第一原料入口，11‑第二原料入口，11
‑3第3筒体第二原料入口、11

‑2‑第2筒

体第二原料入口、11
‑1‑第1筒体第二原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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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例用于说

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43] 本发明提供的反应器，如图2和图3，为3个筒体套在一起形成套筒式反应器；所述

筒体1为中空夹层结构，该套筒式反应器由外至内依次为第1筒体、第2筒体、第3筒体；第3筒

体设有第一原料入口，第1筒体设有排出口5，第2和第3筒体分别设有溢流口4和溢流导管6，

第1‑第3筒体分别设有第二原料入口11
‑1、11‑2、11‑3；第3筒体内及第1筒体与第2筒体间、第2

筒体与第3筒体间均设有导管7，导管上设有出料孔8。

[0044] 所述的3个筒体为直径不同，高度相同的圆柱形筒体，3个筒体共用一个筒底，3个

筒体共轴。

[0045] 所述的第一原料入口10位于第3筒体底部且与第3筒体的内腔相通。

[0046] 所述的排出口5位于第1筒体上部，排出口设有2个。

[0047] 所述的溢流口4位于第2和第3筒体的上部，第2和第3筒体各设有2个溢流口。

[0048] 在第2和第3筒体外侧均设置有溢流导管6，所述溢流导管6上部与该筒体内腔通过

溢流口相通，溢流导管下部与该筒体外侧相邻的筒体通过溢流导管下开口相通，其中溢流

导管下部设置的溢流导管下开口位于筒体底部。

[0049] 所述第1‑第3筒体底部设置的第二原料入口11分别与该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各

筒体底部各设有2个第二原料入口。

[0050] 第3筒体内及相邻的两个筒体间各设有多个导管7，所述导管7沿筒体轴向分多层

水平设置，其每层导管沿径向水平设置且在筒体内腔均匀排布。第3筒体内的导管的两端分

别与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第1和第2筒体内的各导管的一端与其筒体的中空夹层相通，另

一端沿径向与其邻近的内层筒体外侧2相连。

[0051] 利用该反应器制备拟薄水铝石的方法为：将偏铝酸钠溶液连续注入套筒式反应器

第一原料入口10，同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3筒体第二原料入口11
‑3通入含CO2的混合气体，偏

铝酸钠溶液在第3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各层导管7的出料孔8排出的含CO2的混

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溢流口4或高于溢流口4时，浆液由溢流口4经溢

流导管6流入套筒式反应器第2筒体底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

同时通过冷却等手段控制反应温度；当浆液流入套筒式反应器第2筒体底部时，由套筒式反

应器第2筒体第二原料入口11
‑2通入含CO2的混合气体，浆液在第2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

程中与各层导管7的出料孔8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溢流口4

或高于溢流口4时，浆液由溢流口4经溢流导管6流入第1筒体底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

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同时通过冷却等手段控制反应温度；当浆液流入第1筒体底部时，

由套筒式反应器第1筒体第二原料入口11
‑1通入含CO2的混合气体，浆液在第1筒体内向上平

推式移动过程中与各层导管7的出料孔8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

至终点浆液排出口5时，浆液由终点浆液排出口5排出反应器外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

量控制浆液终点的pH值，同时通过冷却等手段控制反应温度；最终反应生成的浆液通过反

应器第1筒体的排出口排出反应器，排出的浆液经过滤，洗涤、干燥，得到本发明拟薄水铝

石。

[0052]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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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该实施例采用如图2和3所示的3个筒体形成的套筒式反应器。取工业一级氢氧化

铝粉和工业一级氢氧化钠配置浓度为370  gAl2O3/L的浓偏铝酸钠溶液，再用含3%的NaOH溶

液将浓偏铝酸钠稀释，得到浓度为25gAl2O3/L，苛性比为1.35的偏铝酸钠溶液，将偏铝酸钠

溶液连续注入套筒式反应器第一原料入口10，同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3筒体第二原料入口

11
‑3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偏铝酸钠溶液在第3筒体内向上

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各层导管7的出料孔8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

升至溢流口4或高于溢流口4时，浆液由溢流口4经浆液溢流导管6流入套筒式反应器第2筒

体底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为13.5，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控

制物料在第3筒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17min；内层反应器流出的浆液进入第2筒体套筒式反

应器底部后，由套筒式反应器第2筒体第二原料入口11
‑2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

CO2的体积浓度为15%，浆液在第2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各层导管7的出料孔8排

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溢流口4或高于溢流口4时，浆液由溢流

口4经浆液溢流导管6流入第1筒体底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为

12.0，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保证物料在第2筒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17min；浆液流入套筒

式反应器第1筒体底部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1筒体第二原料入口11
‑1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

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浆液在第1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各层导管7的

出料孔8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终点浆液排出口5时，最终反

应生成的浆液由终点浆液排出口5排出反应器外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最终反

应生成浆液的pH值10.5，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保证物料在第1筒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

17min；排出的浆液经过滤，用50℃的去离子水洗至中性，120℃干燥6小时，得到本发明拟薄

水铝石A‑1。再经650℃焙烧4小时，所得氧化铝a‑1，物化性质见表1，拟薄水铝石A‑1颗粒直

径分布见图1。

[0054] 实施例2

[0055] 其它同实施例1，只是将空气和CO2混合气体中CO2的体积浓度改为25%，所得氧化铝

a‑2物化性质见表1。

[0056] 实施例3

[0057] 其它同实施例1，只是将偏铝酸钠浓度改为35gAl2O3/L，得到本发明拟薄水铝石A‑

3，所得氧化铝a‑3物化性质见表1，拟薄水铝石A‑3颗粒直径分布见图1。

[0058] 实施例4

[0059] 其同实施例1，只是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第2筒体流出浆液的pH值为

12.5，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最终反应生成的浆液pH值10.0。所得氧化铝a‑4物化性

质见表1。

[0060] 实施例5

[0061] 该实施例采用5个筒体形成的套筒式反应器。取工业一级氢氧化铝粉和工业一级

氢氧化钠配制浓度为370  gAl2O3/L的浓偏铝酸钠溶液，再用含3%的NaOH溶液将浓偏铝酸钠

稀释，得到浓度为25gAl2O3/L，苛性比为1.35的偏铝酸钠溶液，将偏铝酸钠溶液连续注入套

筒式反应器第一原料入口，同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5筒体第二原料入口进入CO2与空气的混

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偏铝酸钠溶液在第5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该

筒体内各层导管的出料孔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该筒体的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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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口或高于该筒体的溢流口时，浆液由溢流口经该筒体外侧的浆液溢流导管流入套筒式反

应器第4筒体底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为13.5，控制反应温度为

23℃，并控制物料在第5筒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11min；内层反应器流出的浆液进入第4筒体

套筒式反应器底部后，由套筒式反应器第4筒体第二原料入口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气体，

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浆液在第4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该筒体各层导管的

出料孔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该筒体的溢流口或高于溢流口

时，浆液由溢流口经该筒体外侧的浆液溢流导管流入第3筒体底部，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

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为12.8，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保证物料在第4筒体内反应停留时

间为11min；浆液流入套筒式反应器第3筒体底部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3筒体第二原料入口

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浆液在第3筒体内向上平推式移动过

程中与该筒体各层导管的出料孔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上升至溢流

口或高于溢流口时，浆液由溢流口经该筒体外侧的浆液溢流导管流入第2筒体底部，通过调

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为12.0，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保证物料在第3筒

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11min；浆液流入套筒式反应器第2筒体底部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2筒

体第二原料入口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浆液在第2筒体内向

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该筒体各层导管的出料孔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

浆液上升至溢流口或高于溢流口时，浆液由溢流口经浆液溢流导管流入第1筒体底部，通过

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值为11.5，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保证物料在第2

筒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11min；浆液流入套筒式反应器第1筒体底部时，由套筒式反应器第1

筒体第二原料入口进入CO2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浆液在第1筒体内

向上平推式移动过程中与各层导管的出料孔排出的混合气体进行反应，当反应生成的浆液

上升至该筒体的排出口时，最终反应生成的浆液由排出口排出反应器外部，通过调整混合

气体的流量控制最终反应生成浆液的pH值10.5，控制反应温度为23℃，并保证物料在第1筒

体内反应停留时间为11min；排出的浆液经过滤，用50℃的去离子水洗至中性，120℃干燥6

小时，得到本发明拟薄水铝石A‑5。再经650℃焙烧4小时，所得氧化铝a‑5，物化性质见表1，

拟薄水铝石A‑5颗粒直径分布见图1。

[0062] 比较例1

[0063] 取工业一级氢氧化铝粉和工业一级氢氧化钠配制浓度为370  gAl2O3/L的浓偏铝酸

钠溶液，再用含3%的NaOH溶液将浓偏铝酸钠稀释，得到浓度为25gAl2O3/L，苛性比为1.35的

偏铝酸钠溶液，将溶液加入到釜式反应器内，通入空气和CO2的混合气体，利用混合气体搅

拌，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控制浆液温度为23℃，当浆液pH值降至10.5时停进混合气

体，控制反应51min后停止反应，浆液用50℃的去离子水洗至中性，120℃干燥6小时，得到拟

薄水铝石DA‑1，再经650℃焙烧4小时，所得氧化铝Da‑1，拟薄水铝石颗粒直径分布见图1。

[0064] 比较例2

[0065] 取工业一级氢氧化铝粉和工业一级氢氧化钠配制浓度为370  gAl2O3/L的浓偏铝酸

钠溶液，再用含3%的NaOH溶液将浓偏铝酸钠稀释，得到浓度为25gAl2O3/L，苛性比为1.35的

偏铝酸钠溶液，以中国专利CN104959091A公开的连续碳化反应釜制备氢氧化铝沉淀系统合

成拟薄水铝石，其中，制备氢氧化铝沉淀系统由三个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串联而成，以

150mL/min的流速将偏铝酸钠溶液连续注入一级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同时进入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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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

pH值为13.5，控制反应温度为23℃；流出的浆液进入二级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进入CO2与

空气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流出浆液的pH

值为12.0，控制浆温度为23℃；流出的浆液进入三级微型单元碳化反应釜，进入CO2与空气

的混合气体，控制CO2的体积浓度为15%，通过调整混合气体的流量控制浆液终点的pH值

10.5，控制浆温度为23℃；排出的浆液经过滤，用50℃的去离子水洗至中性，120℃干燥6小

时，得到拟薄水铝石DA‑2。再经650℃焙烧4小时，所得氧化铝Da‑2，物化性质见表1，拟薄水

铝石DA‑2颗粒直径分布见图1。

[0066] 表1  本发明制备氧化铝的物化性质

[0067] 编号 a‑1 a‑2 a‑3 a‑4 a‑5 Da‑1 Da‑2

孔容，mL/g 1.22 1.24 1.18 1.16 1.21 1.05 1.11

比表面积，m2/g 368 378 365 360 364 397 385

三水含量，% ＜1.0 ＜1.0 ＜1.0 ＜1.0 ＜1.0 7.0 2.0

孔分布，%              

＜6nm 6.7 6.3 7.0 7.2 6.5 21.9 12.3

6~15nm 73.2 73.4 73.1 72.7 73.1 47.2 63.2

＞15nm 20.1 20.3 19.9 20.1 20.4 30.9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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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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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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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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