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1624547.0

(22)申请日 2020.12.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70782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1.04.27

(73)专利权人 东营安诺其纺织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 257299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海宁路

779号

(72)发明人 刘云龙　乔鹏伟　张建军　冯全明　

吴劲　于子航　王海任　李建华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圣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7221

代理人 张晓鹏

(51)Int.Cl.

C07C 201/08(2006.01)

C07C 201/16(2006.01)

C07C 205/12(2006.01)

B01J 4/00(2006.01)

B01J 19/00(2006.01)

B01J 19/24(2006.01)

C01B 17/88(2006.01)

C01B 21/4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9584045 U,2019.11.05

CN 101544568 A,2009.09.30

CN 104649910 A,2015.05.27

CN 109574851 A,2019.04.05

CN 101607909 A,2009.12.23

CN 111454156 A,2020.07.28

CN 102070457 A,2011.05.25

CN 111559737 A,2020.08.21

审查员 马良晓

 

(54)发明名称

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

系统和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

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和方法。包括配料装置、微筛

孔反应器、熟化器、冷却装置、分相装置、有机相

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配料装置与微筛孔

反应器连接，微筛孔反应器依次与熟化器、冷却

装置、分相装置连接，分相装置分别与有机相处

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连接，无机相处理装置

包括依次连接的萃取装置、废酸处理装置，萃取

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

连接的洗涤装置、结晶装置，洗涤装置与分相装

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与配料装置连接。实现

了2,4‑二硝基氯苯的连续化生产，提高了产率和

纯度，生产方式绿色、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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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进行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包括配料装置、微筛孔反应器、熟化器、冷却装

置、分相装置、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配料装置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微筛孔反

应器依次与熟化器、冷却装置、分相装置连接，分相装置分别与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

理装置连接，无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萃取装置、废酸处理装置，萃取装置与分相装

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洗涤装置、结晶装置，洗涤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

有机相处理装置与配料装置连接；其中，配料装置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的管道上设置计量

泵；

配料装置包括混酸装置和有机相配料装置，混酸装置和有机相配料装置分别与微筛孔

反应器连接；

混酸装置包括稀硫酸缓存罐、浓硝酸缓冲罐、静态混合器、混酸进料罐，稀硫酸缓存罐、

浓硝酸缓冲罐分别与静态混合器连接，静态混合器与混酸进料罐连接，混酸进料罐与微筛

孔反应器连接；

有机相配料装置包括氯苯缓存罐、有机相缓冲罐、静态混合器、有机相进料罐，氯苯缓

存罐、有机相缓冲罐分别与静态混合器连接，静态混合器与有机相进料罐连接；

所述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硫酸溶液和浓硝酸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混酸进料罐中；

氯苯和有机相混合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有机相进料罐中；

混酸和有机相溶液同时进入到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反应产物直接进入到冷却装

置中进行冷却，冷却后的物料进入到分相装置中进行分相；

其中，微筛孔反应器的进料温度为25‑35度，出料温度为125‑140度，通过调节硫酸/硝

酸的质量比、回用油相和氯苯的质量比，来调节微筛孔反应器反应温度，使其保持在125~
140℃之间；

在连接微筛孔反应器和冷却装置的熟化器进料中，进料的物料中二硝基氯苯占比97.9

~98.5%，氯苯的转化率为98.2~99.5%，熟化器的出料中，二硝基氯苯占比99‑99.8%，2,4二硝

基氯苯/2,6二硝基氯苯的摩尔比=97.5~98.5/1.5~2，氯苯的转化率为100%；

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经过洗涤得到粗产品和洗涤水，粗产品通过结晶处理得到2,4‑二

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苯；

分相后的无机相利用氯苯进行萃取得到废酸和酸性氯苯；

得到的废酸通过浓缩得到回收的硫酸和硝酸。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有机相处理装

置还包括有机相储罐、粗产品收集装置、洗涤水收集装置，有机相储罐与分相装置连接，有

机相储罐与洗涤装置连接，洗涤装置分别与粗产品收集装置、洗涤水收集装置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无机相处理装

置还包括无机相储罐、废酸储罐、酸性氯苯储罐、回收硫酸储罐、回收硝酸储罐，无机相储罐

与分相装置连接，萃取装置分别与酸性氯苯储罐、废酸储罐连接，废酸储罐与废酸浓缩装置

连接，废酸浓缩装置分别与回收硫酸储罐、回收硝酸储罐连接。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酸性氯苯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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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氯苯缓存罐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萃取装置为超

重力反应装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冷却装置与结

晶装置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硫酸溶液的浓

度为92‑93%，硝酸溶液的浓度为90‑97%。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混酸中硫酸和

硝酸的质量比为5:1‑10:1，硝酸和氯苯的摩尔比为2.05~2.15/1。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有机相溶液与

氯苯的质量比=0.5/1~1/1。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有机相溶液

为经过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混合物，有机相混合物中包括2,4‑二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

苯。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分相后，有机

相的洗涤温度和结晶的温度分别为80~85℃和80~95℃。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分相后，无机

相萃取中氯苯和废酸的质量比和有机相洗涤中洗涤水和有机相溶液的质量比分别为1/10~
1/20。

1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冷却后，物料

的温度为80~85℃。

1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2,4‑二硝基氯苯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废酸浓缩过程中通过蒸发浓缩的方法进行废酸的回收，回收得到的硫酸的浓度为91.5

~92.5%，回收得到的硝酸的浓度为85‑95%；

萃取通过离心萃取的方法进行，萃取的温度为65‑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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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系统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2,4‑二硝基氯苯的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

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公开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必然

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经成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

术。

[0003] 2,4‑二硝基氯苯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中间体，广泛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炸

药、化学助剂等领域，现有的2,4‑二硝基氯苯制备方法，现有的2,4‑二硝基氯苯生产方式大

多采用对硝基氯苯低温硝化釜式生产模式，产品纯度较高，但存在原料成本高，采用低温硝

化能耗高，釜式生产安全系数低，副产三硝基氯苯易爆危险废物的问题。采用氯苯做原料进

行低温硝化的产品纯度往往达不到质量要求，采用的较少。

[0004] 现有工艺无法实现连续生产，主要是因为1、采用低温硝化后物料温度低，需要升

温才能进行萃取，洗涤，造成工艺间断和能源大量消耗；2、萃取油相中含有多硝基氯苯和2,

6‑二硝基氯苯等杂质，需要进行间歇式溶剂重结晶提纯，在生产产品的同时，需要进行溶剂

回收和易爆固体废弃物处置；3、低温硝化所需硫酸浓度在95％～98％，否则硝化活性不足，

造成工艺间断和能耗偏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

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和方法。本发明的路线采用氯苯为起始原料，经高温绝热硝化，

连续萃取洗涤，熔融结晶技术生产高纯度2,4‑二硝基氯苯，同时副产2,6‑二硝基氯苯。

[0006]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第一方面，一种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包括配料装置、

微筛孔反应器、熟化器、冷却装置、分相装置、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配料装置

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微筛孔反应器依次与熟化器、冷却装置、分相装置连接，分相装置分

别与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连接，无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萃取装置、废

酸处理装置，萃取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洗涤装置、结晶装

置，洗涤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与配料装置连接。

[0008] 所述系统实现了2,4‑二硝基氯苯的连续化生产，氯苯和硫硝混酸通过连续进料，

然后再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连续反应，连续得到产物，经过连续的冷却、分相、洗涤、萃取、

结晶等实现产物的不断生产、分离，并且实现了酸性氯苯、有机相溶液回用。

[0009] 通过计量泵加静态混合器进行物料的配置，有助于进行进料的比例控制。实现连

续的进料。

[0010] 第二方面，利用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进行2,4‑二硝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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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苯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具体步骤为：

[0011] 硫酸溶液和浓硝酸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混酸进料罐中；

[0012] 氯苯和有机相混合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有机相进料罐中；

[0013] 混酸和有机相溶液同时进入到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反应产物直接进入到冷

却装置中进行冷却，冷却后的物料进入到分相装置中进行分相；

[0014] 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经过洗涤得到粗产品和洗涤水，粗产品通过结晶处理得到2,

4‑二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苯；

[0015] 分相后的无机相利用氯苯进行萃取得到废酸和酸性氯苯；

[0016] 得到的废酸通过浓缩得到回收的硫酸和硝酸。

[0017] 硝化反应中采用了微筛孔反应器技术，利用微筛孔通道进行反应，实现了强传质

的过程强化效果，实现了自动化安全高效运行。

[0018] 使用氯苯作为废酸的萃取剂，既减少了外源萃取剂的引入和回收的能耗，又将废

酸中残余的少量硝酸进行反应后生产硝基氯苯，实现了硝酸的全部回用。

[0019] 本发明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0] 实现了2,4‑二硝基氯苯的连续化生产，解决了间歇生产带来的工艺过程不连续，

不稳定的问题，实现了连续得到2,4‑二硝基氯苯产品，进料过程通过计量泵进行尽量进料，

保证反应过程中物料的比例恒定，通过微筛孔反应器和熟化器的配合，微筛孔反应器得到

的物料通过熟化器进一步熟化，实现高温绝热硝化高转化率和高选择性，通过逆流离心萃

取、熔融结晶条件的控制，实现提高萃取效率，提高产品的纯度；

[0021] 反应过程无需加热或撤热，利用反应本身放出的热量维持反应温度在最佳范围，

反应过程具有安全性。

[0022] 反应阶段通过控制物料的质量比和反应条件的控制，实现提高反应效率，反应的

选择性更好。

附图说明

[0023]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24] 图1为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的结构图；

[0025] 其中，1、稀硫酸缓存罐，2、浓硝酸缓冲罐，3、静态混合器，4、混酸进料罐，5、氯苯缓

存罐，6、有机相缓冲罐，7、有机相进料罐，8、微筛孔反应器，9、计量泵，10、熟化器，11、冷却

装置，12、分相装置，13、有机相储罐，14、无机相储罐，15、洗涤装置，16、洗涤水收集装置，

17、粗产品收集装置，18、结晶装置，19、萃取装置，20、废酸储罐，21、酸性氯苯储罐，22、废酸

浓缩装置，23、回收硫酸储罐，24、回收硝酸储罐。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发明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7]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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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8] 第一方面，一种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包括配料装置、

微筛孔反应器、熟化器、冷却装置、分相装置、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配料装置

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微筛孔反应器依次与熟化器、冷却装置、分相装置连接，分相装置分

别与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连接，无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萃取装置、废

酸处理装置，萃取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洗涤装置、结晶装

置，洗涤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与配料装置连接。

[0029] 所述系统实现了2,4‑二硝基氯苯的连续化生产，氯苯和硫硝混酸通过连续进料，

然后再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连续反应，连续得到产物，经过连续的冷却、分相、洗涤、萃取、

结晶等实现产物的不断生产、分离，然后酸性氯苯、有机相溶液回用。

[0030] 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物料的配置，有助于进行进料的比例控制。实现连续的进料。

[0031]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配料装置包括混酸装置和有机相配料装置，混酸装

置和有机相配料装置分别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

[0032]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混酸装置包括稀硫酸缓存罐、浓硝酸缓冲罐、静态混

合器、混酸进料罐，稀硫酸缓存罐、浓硝酸缓冲罐分别与静态混合器连接，静态混合器与混

酸进料罐连接，混酸进料罐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

[0033]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有机相配料装置包括氯苯缓存罐、有机相缓冲罐、静

态混合器、有机相进料罐，氯苯缓存罐、有机相缓冲罐分别与静态混合器连接，静态混合器

与有机相进料罐连接。

[0034]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配料装置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的管道上设置计量

泵。通过计量泵进行加料，有助于进行连续进料，提高了反应的可控性，同时提高了反应的

安全性。

[0035]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有机相处理装置还包括有机相储罐、粗产品收集装

置、洗涤水收集装置，有机相储罐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储罐与洗涤装置连接，洗涤装置

分别与粗产品收集装置、洗涤水收集装置连接。

[0036]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有机相储罐与有机相缓冲罐连接。

[0037]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无机相处理装置还包括无机相储罐、废酸储罐、酸性

氯苯储罐、回收硫酸储罐、回收硝酸储罐，无机相储罐与分相装置连接，萃取装置分别与酸

性氯苯储罐、废酸储罐连接，废酸储罐与废酸浓缩装置连接，废酸浓缩装置分别与回收硫酸

储罐、回收硝酸储罐连接。

[0038]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酸性氯苯储罐与氯苯缓存罐连接。

[0039]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冷却装置与结晶装置连接。利用冷却过程中产生的

热水作为热源，减少能源消耗。

[0040]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萃取装置为超重力反应装置。超重力反应装置通过

高速的旋转产生的离心力，来加速分离过程。

[0041] 第二方面，利用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进行2,4‑二硝基

氯苯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的方法，具体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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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硫酸溶液和浓硝酸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混酸进料罐中；

[0043] 氯苯和有机相混合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有机相进料罐中；

[0044] 混酸和有机相溶液同时进入到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反应产物直接进入到冷

却装置中进行冷却，冷却后的物料进入到分相装置中进行分相；

[0045] 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经过洗涤得到粗产品和洗涤水，粗产品通过结晶处理得到2,

4‑二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苯；

[0046] 分相后的无机相利用氯苯进行萃取得到废酸和酸性氯苯；

[0047] 得到的废酸通过浓缩得到回收的硫酸和硝酸。

[0048] 硝化反应中采用了微筛孔反应器技术，利用微筛孔通道进行反应，实现了进料比

例的精确控制，实现了自动化安全高效运行。

[0049] 使用氯苯作为废酸的萃取剂，既减少了外源萃取剂的引入和回收的能耗，又将废

酸中残余的少量硝酸进行反应后生产硝基氯苯，实现了硝酸的全部回用。

[0050]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硫酸溶液的浓度为92‑93％，硝酸溶液的浓度为90‑

97％。

[0051]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混酸中硫酸和硝酸的质量比为5:1‑10:1，硝酸和氯

苯的摩尔比为2.05～2.15/1。

[0052]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有机相溶液与氯苯的质量比＝0.5/1～1/1。

[0053]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有机相溶液为经过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混合物，有

机相混合物中包括2,4‑二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苯。加入有机相溶液与氯苯共同加入到

微筛孔反应器中，有机相溶液作为热载体，避免氯苯和硝酸反应的过程中进行冷却。

[0054]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微筛孔反应器的进料温度为25‑35度，出料温度为

125‑140度。

[0055] 通过调节硫酸/硝酸的质量比、回用油相和氯苯的质量比，来调节微筛孔反应器反

应温度，使其保持在125～140℃之间，既保证了反应效率最大，又保证了反应的选择性(2,4

与2,6‑二硝基氯苯的比例)最佳，整个生产过程中无三硝基氯苯等高爆炸危险产生；还杜绝

了外加冷媒的换热，使硝化反应体系实现了绝热硝化，保证了体系的本质安全，减少了反应

控制过程。

[0056]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熟化器的进料中，进料的物料中二硝基氯苯占比

97 .9～98 .5％，氯苯的转化率为98 .2～99 .5％，熟化器的出料中，二硝基氯苯占比99‑

99.8％，2,4二硝基氯苯/2,6二硝基氯苯的摩尔比＝97.5～98.5/1.5～2，氯苯的转化率为

100％。设置熟化器，有助于实现氯苯的完全转化，提高2,4二硝基氯苯的产率。

[0057]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分相后，有机相的洗涤温度和结晶的温度分别为80

～85℃和80～95℃。

[0058]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分相后，无机相萃取中氯苯和废酸的质量比和有机

相洗涤中洗涤水和有机相溶液的质量比分别为1/10～1/20。

[0059]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冷却后，物料的温度为80～85℃。

[0060]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废酸浓缩过程中通过蒸发浓缩的方法进行废酸的回

收，回收得到的硫酸的浓度为91.5～92.5％，回收得到的硝酸的浓度为85‑95％。通过废酸

浓缩的处理步骤使硫酸和硝酸都进行了回收利用，实现了绿色化生产，减少了氮氧化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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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实现了系统内的氮平衡。废酸浓缩后得到的少量废水，通过生化处理后达标排放，大

幅度减少了外排废水的治理难度。

[0061]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中，萃取通过离心萃取的方法进行，萃取的温度为65‑80

度。实现了自动连续化高效运行。既提高了萃取效率，又保证了残余硝酸与氯苯反应的效

率，减少了废酸中硝酸的残余量，减少氮氧化合物废气排放和废酸浓缩难度。下面结合实施

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62] 实施例1

[0063] 如图1所示，左上角四条横线从上到下分别代表循环进水、循环出水、蒸汽、尾气。

[0064] 一种绿色安全高效连续化生产2,4‑二硝基氯苯的系统，包括配料装置、微筛孔反

应器8、熟化器10、冷却装置11、分相装置12、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配料装置与

微筛孔反应器8连接，微筛孔反应器8依次与熟化器10、冷却装置11、分相装置12连接，分相

装置12分别与有机相处理装置、无机相处理装置连接，无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萃

取装置、废酸处理装置，萃取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洗涤装

置、结晶装置，洗涤装置与分相装置连接，有机相处理装置与配料装置连接。

[0065] 微筛孔反应器8为专利CN  101224405(一种带有微筛孔结构的反应器或混合器)中

记载的微筛孔反应器结构。利用微筛孔反应器的结构实现提高原料的接触效果。然后通过

和熟化器的配合，实现2,4‑二硝基氯苯的连续产出。

[0066] 配料装置包括混酸装置和有机相配料装置，混酸装置和有机相配料装置分别与微

筛孔反应器连接。

[0067] 混酸装置包括稀硫酸缓存罐1、浓硝酸缓冲罐2、静态混合器3、混酸进料罐4，稀硫

酸缓存罐1、浓硝酸缓冲罐2分别与静态混合器3连接，静态混合器3与混酸进料罐4连接，混

酸进料罐与微筛孔反应器连接。

[0068] 有机相配料装置包括氯苯缓存罐5、有机相缓冲罐6、静态混合器3、有机相进料罐

7，氯苯缓存罐5、有机相缓冲罐6分别与静态混合3器连接，静态混合器3与有机相进料罐7连

接。

[0069] 有机相储罐与有机相缓冲罐连接。有机相储罐中得到的有机相溶液作为原料加入

到反应过程中，作为热载体，避免外加冷却装置，彻底杜绝因冷却介质停止或不足造成的反

应体系飞温，引起的爆炸等不安全因素。

[0070] 有机相和无机相分别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配料和混合，实现物料静态混合进料，

实现实时控制进料的比例。

[0071] 配料装置与微筛孔反应器8连接的管道上设置计量泵9。通过计量泵精确控制进入

微筛孔反应器8的物料，使得到的产品的产率和纯度的稳定。

[0072] 有机相处理装置还包括有机相储罐13、粗产品收集装置17、洗涤水收集装置16，有

机相储罐13与分相装置12连接，有机相储罐13与洗涤装置15连接，洗涤装置15分别与粗产

品收集装置17、洗涤水收集装置16连接。

[0073] 无机相处理装置还包括无机相储罐14、废酸储罐20、酸性氯苯储罐21、回收硫酸储

罐23、回收硝酸储罐24，无机相储罐与分相装置连接，萃取装置分别与酸性氯苯储罐、废酸

储罐连接，废酸储罐与废酸浓缩装置22连接，废酸浓缩装置22分别与回收硫酸储罐、回收硝

酸储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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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酸性氯苯储罐21与氯苯缓存罐5连接。氯苯进行回用，有助于进一步实现绿色化生

产。

[0075] 冷却装置11与结晶装置18连接。减少能源的损耗。

[0076] 实施例2

[0077] 硫酸溶液的浓度为92％，将硫酸溶液降温到50℃以下时，发烟硝酸和浓硝酸溶液

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混酸进料罐中，混酸中硫酸和硝酸的质量比为7:1；

[0078] 氯苯和有机相混合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有机相进料罐中，有机

相配置釜温度保持在41℃，防止温度降低，有机物固体析出。；

[0079] 混酸和有机相溶液同时进入到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微筛孔反应器的进料温

度为28度，出料温度为135度。反应产物直接进入到冷却装置中进行冷却到85℃，冷却后的

物料进入到分相装置中进行分相；

[0080] 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经过洗涤得到粗产品和洗涤水，粗产品通过结晶(86度)处理

得到2,4‑二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苯；

[0081] 分相后的无机相利用氯苯进行萃取得到废酸和酸性氯苯，萃取温度为75度；无机

相萃取中氯苯和废酸的质量比和有机相洗涤中洗涤水和有机相溶液的质量比分别为1/14；

[0082] 得到的废酸通过浓缩得到回收的硫酸和硝酸，回收得到的硫酸的浓度为91.5％，

回收得到的硝酸的浓度为90％，得到的废酸回用到原料的配料过程中。

[0083] 二硝基氯苯占比99.5％，2,4二硝基氯苯/2,6二硝基氯苯的摩尔比＝98/2。

[0084] 实施例3

[0085] 硫酸溶液的浓度为93％，将硫酸溶液降温到50℃以下时，发烟硝酸和浓硝酸溶液

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混酸进料罐中，混酸中硫酸和硝酸的质量比为7:1；

[0086] 氯苯和有机相混合溶液通过静态混合器进行混合后进入到有机相进料罐中，有机

相配置釜温度保持在43℃，防止温度降低，24DNC(2,4‑二硝基氯苯)固体析出。；

[0087] 混酸和有机相溶液同时进入到微筛孔反应器中进行反应，微筛孔反应器的进料温

度为30度，出料温度为128度。反应产物直接进入到冷却装置中进行冷却到90℃，冷却后的

物料进入到分相装置中进行分相；

[0088] 分相后得到的有机相经过洗涤得到粗产品和洗涤水，粗产品通过结晶(86度)处理

得到2,4‑二硝基氯苯和2,6‑二硝基氯苯；

[0089] 分相后的无机相利用氯苯进行萃取得到废酸和酸性氯苯，萃取温度为65度；无机

相萃取中氯苯和废酸的质量比和有机相洗涤中洗涤水和有机相溶液的质量比分别为1/16；

[0090] 得到的废酸通过浓缩得到回收的硫酸和硝酸，回收得到的硫酸的浓度为92.5％，

回收得到的硝酸的浓度为92％，得到的废酸回用到原料的配料过程中。

[0091] 二硝基氯苯占比99.6％，2,4二硝基氯苯/2,6二硝基氯苯的摩尔比＝98.5/1.5。

[009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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