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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规定了抗氧化剂 168 生产滤渣减量绿色工艺的应用规范。 

通过增加一个中转釜工序，将抗氧化剂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提取出来重新用作酯化反应催化剂，以

减少滤渣的产生。 

本文件由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山东省临沂市三丰化工有限公司、山东三

丰新材料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臣，谢修平，侯娜娜，赵振莹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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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剂 168 生产滤渣减量绿色工艺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氧剂 168 生产基本工艺、滤渣减量工艺改造、系统设备改造、运行操

作和系统维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抗氧剂 168 生产过程中反应液酸碱中和所生成盐、助滤剂等滤渣减量绿色

工艺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01～1504 压力容器 

GB25025 搪玻璃设备技术条件 

GB/T25026 玻璃闭式搅拌容器型式、主要尺寸及基本参数 

TSG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NB/T47015 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HG/T20583《钢制化工容器结构设计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转釜 Transfer kettle 

抗氧剂生产工程中，用来暂存和分离物料的一种器物。 

3.2  

抗氧化剂 168  Antioxidant 168 

抗氧剂 168 是一种有机亚磷酸酯类抗氧剂，化学名称: 三(2 ,4 - 二叔丁基苯基)亚磷酸酯，

分子式为 C42H63O3P。 

3.3  

滤渣减量绿色工艺 Green process of filter residue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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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抗氧化剂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提取出来，加以重复利用，以减少滤渣产生量的一种特

殊工艺方法。  

4 基本工艺 

4.1 生产原理 

以 2,4-二叔丁基苯酚和三氯化磷为原料，在甲苯或二甲苯作溶剂的条件下，以有机胺类

化合物为催化剂进行酯化反应，反应结束后将溶剂蒸除，用低碳醇进行结晶，得纯品抗氧剂

168。 

4.2 主要流程 

a）通过加料系统，将 2,4 酚、甲苯和催化剂输送至酯化反应釜； 

b）按工艺规程要求，滴加定量的三氯化磷并保持反应（温度 40.0℃～120.0℃、釜内压

力：0～-0.06MPa）； 

c）反应结束后，按工艺规程要求进入蒸溶剂（甲苯）工序（温度 120.0℃～130.0℃、

釜内压力：-0.04～-0.10MPa）； 

d）蒸溶剂结束后，结晶釜加入适量甲醇并搅拌，并通冷却水降温结晶； 

e）结晶结束后，将反应液输送至甩干机甩干； 

f）甩出母液输送至精馏塔精馏，精馏出的甲醇储存在接收罐，定时打至甲醇储罐，进

行循环利用； 

g）甩干后得到的 168 产品经过筛后加入双锥真空干燥机干燥； 

h）烘干后的物料经检测合格后过筛、包装、入库。 

5 滤渣减量工艺改造 

5.1 滤渣减量绿色工艺主要通过精确计算反应过程中中和碱的加入量、固体滤渣离心干燥、

中转釜提取反应催化剂等技术等，达到减少滤渣数量的目的。其基本工艺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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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滤渣减量工艺组成 

滤渣减量工艺过程主要包括：投料、酯化反应、蒸反应甲苯、中转釜提取催化剂、中和

反应、过滤抗氧化剂 168 溶液、结晶、离心分离甲醇、抗氧化剂 168 等，具体内容详见表 1。 

表 1 工艺流程表 

工艺流程 输入 输出结果 

酯化反应 2,4 酚，PCl3,，催化剂，甲苯 粗品抗氧化剂 168 反应液 

蒸反应甲苯 粗品抗氧化剂 168 反应液 粗品抗氧化剂 168 干料，甲苯蒸汽 

溶解 甲苯（碱性），干抗氧化剂 168 粗品抗氧化剂 168 反应液 

中转釜 抗氧化剂 168 溶液 抗氧化剂 168 溶液，催化剂 

中和 中和碱，抗氧化剂 168 溶液 抗氧化剂 168 溶液 

过滤 抗氧化剂 168 溶液 滤出的中和碱的盐，纯抗氧化剂 168 溶液 

结晶 纯抗氧化剂 168 溶液，甲醇 抗氧化剂 168 甲醇溶液 

离心 抗氧化剂 168 甲醇溶液 抗氧化剂 168 湿料，甲醇溶液 

烘干 抗氧化剂 168 湿料 抗氧化剂 168 干料纯品 

5.3 中和碱的加入量计算  

a）按规定的要求对生成的抗氧剂 168 粗品进行取样，取样方法和数量可参照检验试验

规程执行； 

b）使用氢氧化钾乙醇溶液对定量的抗氧剂 168 粗品进行滴定，通过“滴定法”精确计

算抗氧剂 168反应过程中中和碱的加入量，滴定方法参照检验试验规程执行； 

c）通过滴定值计算抗氧剂 168 粗品中需要加入的中和碱量，计算方法参照检验试验规

程。 

5.4 固体滤渣离心干燥 

对过滤出来的固体滤渣进行离心干燥，去除粘附的反应液及溶剂，减少滤渣量。 

5.5 中转釜工序 

通过中转釜工序，将抗氧化剂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提取出来，重新用作酯化反应催化剂，

加以重复利用，减少滤渣的产生。 

6 系统设备改造 

6.1 中转釜设计要求 

（1）材料选择 

Q245R/搪玻璃。 

（2）结构设计 

带夹套的闭式反应釜，制造要求符合 TSG21、GB/T1501-1504、GB25025-2010、

GB/T25026、NB/T47015 的要求；焊接接头型式符合 HG/T20583 中规定；焊脚尺寸按较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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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厚度；法兰焊接按相应法兰标准中规定。 

（3）技术要求 

a) 所有焊缝组焊、施焊前将坡口内及坡口两侧角焊、缝焊接区域 20mm 范围内打磨至

露出金属光泽，彻底清理水、油污及氧化物等； 

b) 设备基体捷玻璃侧接接头磨平后涂搪，基体不应存在不连续结构，所有转角部位 R

≥6mm； 

c) 所有翻边管口的内径≥25m，翻边后壁厚≥14mm，翻边高度≥30mm； 

d) 设备应先进行内简体的水压试验，合格后再组焊夹套； 

e) 搅拌轴轴单向顺时针旋转，不得反转；搅拌轴密封段径向跳动量≤0.2mm，搅拌轴

轴向动量不得大于±0.4mm，搅拌轴下端径向圆跳动应≤02%H，且≤10mm(H 为搅拌幕总

长度)； 

f) 设备组装完毕后，应进行试运转以水代料，并使设备内达到工作压力进行试运转达

到机械密封跑合时间，直到密封正常运转为止，在试运转过程中不得有不正常噪音和较大的

震动等不良现象。 

6.2 系统主要技术指标 

（1）酯化反应工艺条件温度 40℃～120℃； 

（2）反应真空度为-0.02 MPa～-0.06MPa； 

（3）反应时间 4h～6h； 

（4）溶剂蒸馏温度为 120℃～130℃； 

（5）真空度-0.05 MPa～-0.1MPa； 

（6）蒸馏时间约 30～90 分钟； 

（7）催化剂回收率在 90%以上； 

（8）系统滤渣减少量在 90%以上。 

6.3 系统设备组成 

系统设备主要包括反应釜、结晶釜、中转处理釜、换热器、吸收器、储槽、过滤机、干

燥机、包装机、离心机、精馏塔、蒸馏釜、真空泵、离心泵等。 

7 运行操作要求 

   将定量的反应甲苯放入反应釜中，降温至规定温度加入 2,4-酚、催化剂、三氯化磷，按

在 40℃～50℃温度条件下反应 1 小时后，升温至 120℃反应 5 小时，釜内压力控制在

-0.03MPa～-0.06MPa，反应完毕，在 120℃～130℃下蒸出反应甲苯，加入中和甲苯，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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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釜内，在 80～100℃的条件下，将抗氧剂生产过程中的催化剂提取出来，重新用作酯化

反应催化剂。最后加助滤剂打循环过滤，料液清晰后，将物料过滤至结晶釜。在结晶釜内蒸

出溶解甲苯，降温到规定温度后加入甲醇，降温后离心甩干制得抗氧剂 168湿料成品，经干

燥后制得成品。 

8 系统维护要求 

（1）实行定人定机，正确使用设备，遵守操作规程。 

（2）经常保持设备清洁，并按规定加油，保证合理润滑。 

（3）遵守设备交接班制。 

（4）管理好工具、附件，不得遗失。 

（5）岗位操作人员严格执行巡检制度，按照车间制定的点检路线、点检部位、点检内

容、点检频次，对设备进行巡回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准确、及时记录。 

（6）岗位操作人员对于备用设备要做到不潮、不冻、不腐蚀，保持设备清洁；对于备

用运转设备要定期进行盘车，使备用设备处于良好状态。 

（7）对操作人员反映的问题以及在巡回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存在缺陷，要及时消除。 

（8）对不能消除的缺陷，及时上报并记录，采取相关措施，并且增加巡回检查频率，

直至缺陷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