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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sorption process of hydrogen chloride was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influences of hydrogen chloride
temperatur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absorbing liquid, absorbing liquid temperature and absorbing liquid dosage
were researched. The optimal parameters of adsorption process for hydrogen chloride were obta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important in recycling the hydrogen chloride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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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化工生产中氯化氢气体的吸收工艺进行了工业性试验研究。分别对氯化氢气体吸收过程中，吸

收塔进气温度、吸收液初始浓度、吸收液温度以及吸收液流量等因素对氯化氢吸收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
并最终确定了氯化氢气体吸收的最佳工艺参数。研究结果对于氯化氢气体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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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化工、造纸、油脂等行业中，盐酸是一种重要
的化工原料；在生产有机氯物质中，会产生盐酸副产
物。在生产过程中，将不可避免的产生盐酸废液和氯
化氢废气，如若直接排放，势必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
资源的浪费[1-3]。氯化氢形成的酸雾具有很强的刺激性
和腐蚀性，能够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对氯化
氢的回收工艺技术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4-7]。氯化氢
极易溶入水而形成盐酸，在 20℃和 0.1 MPa 下，氯化
氢在水中的溶解度高达 42%，氯化氢的这一性质被广
泛用于氯化氢尾气的处理和盐酸的生产。目前该领域
氯化氢尾气的吸收以湿法工艺为主[4,5]。氯化氢回收
*

通讯作者。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利用湿法工艺参数随着气体的组成的变化而变化，因
此不同行业氯化氢气体的回收工艺参数也均不相同，
因此有针对性的研究氯化氢湿法回收工艺参数是目
前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
为了更好的实现对氯化氢气体的回收利用，本文
模拟了水氯镁石脱水过程中产生的气体的组分，采用
湿法工艺进行氯化氢气体回收工业性试验研究，研究
结果对氯化氢气体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实验部分
2.1. 实验方案
本文采用单级吸收装置，利用输液泵将一定浓度
的盐酸溶液输送到气化装置，同时输入一定量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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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盐酸溶液气化后，从而获得连续恒定的 HCl 和
H2O 的混合气体。混合气体经过填料塔被吸收液吸收，
从塔底回流到稀盐酸的储罐中。采用浓度为 5%的稀
盐酸作为吸收剂。HCl 气体吸收的工艺流程如图 1 所
示。

2.2. 实验步骤
1) 根据工业上气体的成分要求配置一定浓度的
盐酸溶液，作为气化制取 HCl 气体的原料液。

Figure 1. The adsorption process of hydrogen chloride
图 1. HCl 气体吸收工艺流程

2) 配制一定浓度的稀盐酸溶液，作为 HCl 气体
的吸收液置于盐酸储罐中。
3) 控制气化原料液和空气按照一定的流量进入
气化装置进行气化，并控制气化后混合气体的温度。
4) 将一定浓度和温度的吸收液以一定的流量从
吸收塔顶部喷淋，对 HCl 气体进行吸收。吸收结束后
对吸收液的浓度进行分析，从而可以计算出相应的吸
收率。

3. 结果与讨论
本文主要研究了吸收塔进气温度、吸收液初始浓
度、吸收液温度以及吸收液流量等因素对 HCl 气体吸
收率的影响。

3.1. 吸收塔进气温度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采用 500 ml 的 5%的稀盐酸溶液作为 HCl 的吸收
液，吸收液的流量控制为 380 ml/min，对气化后的混
合气体进行吸收。经分析，气化后的气体的体积分数
为 N2 72.0%、HCl 3.20%、H2O 24.8%。

Figure 2. The influence of hydrogen chloride temperature to
adsorption rate
图 2. 进气温度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吸收液浓度的升高而呈现降低的趋势。因此本文选取
的吸收液为质量分数为 5%的盐酸溶液。

3.3. 吸收液温度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采用 500 ml 的 5%的稀盐酸溶液作为 HCl 的吸收

本文分别研究了进气温度在 20~50℃范围内，
HCl

液，吸收液的流量控制为 380 ml/min，对气化后的混

吸收率的变化，结果如图 2 所示。随着进气温度的逐

合气体进行吸收，控制吸收塔进气温度为 20℃。经分

渐升高，HCl 气体在吸收塔内的吸收率呈现下降的趋

析，气化后的气体的体积分数为 N2 72.0%、HCl

势。因此本文将混合气体的进气温度控制在 20℃。

3.20%、H2O 24.8%。

3.2. 吸收液初始浓度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本文分别选取吸收液的温度为 25℃、30℃、40
℃和 50℃为研究对象，测试了吸收液温度对 HCl 气体

采用 500 ml 的不同浓度的盐酸溶液作为吸收液，

吸收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4 所示。结果表明，随着吸

控制吸收液的容量为 380 ml/min，进气温度为 20℃，

收液温度的逐渐升高，HCl 气体的吸收率呈现明显的

对气化后的混合气体进行吸收。经分析，气化后的气

下降趋势。本文将控制吸收液的温度为 25℃。

体的体积分数为 N2 72.0%、HCl 3.20%、H2O 24.8%。
本文分别研究了吸收液初始浓度(质量分数)为

3.4. 吸收液流量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5%、9%、13%和 17%条件下，HCl 气体的吸收率，

采用 500 ml 的 5%的稀盐酸溶液作为 HCl 的吸收

结果如图 3 所示。结果表明，HCl 气体的吸收率随着

液，对气化后的混合气体进行吸收，控制吸收塔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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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influence of initial concentration to hydrogen chloride adsorption rate
图 3. 吸收液初始浓度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Figure 5. The influence of absorbing liquid dosage to hydrogen
chloride adsorption rate
图 5. 吸收液流量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位喷淋量增大，导致 HCl 气体与吸收液进行充分的接
触，是 HCl 气体被吸收的较彻底。因此本文控制吸收
液的流量为 380 ml/min。

4. 总结
本文通过设计条件实验，对 HCl 气体吸收进行了
工业性试验。分别研究了吸收塔进气温度、吸收液初
始浓度、吸收液温度以及吸收液流量等因素对 HCl 气
体吸收率的影响。通过实验数据分析，最终取定了
HCl 气体吸收的最佳工艺参数：吸收塔进气温度为 20
℃，吸收液的初始浓度(质量分数)为 5%，吸收液温度
为 25℃和吸收液流量为 380 ml/min。
Figure 4. The influence of adsorbing liquid temperature or hydrogen chloride adsorption rate
图 4. 吸收液温度对 HCl 吸收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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