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传统的纸浆含氯漂白工艺产生的漂白废水中

含有二噁英等强烈致癌物以及有机卤化物AOX等难以

降解的成分，严重污染环境，造纸行业一直致力于推广

无氯漂白和少氯漂白工艺技术。2007年、2011年，国家

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林业局两次联合发布了

《造纸产业发展政策》等文件，鼓励采用“氧脱木素、

无元素氯漂白或全无氯漂白技术和装备”。国内目前采

用和正在推广的少氯漂白（ECF）和无氯漂白（TCF）工

艺，其中TCF工艺包括中浓氧脱木素、中浓过氧化氢漂

白、高浓过氧化氢漂白、中浓压力高温过氧化氢漂白；

ECF工艺包括中浓二氧化氯漂白。经过多年的引进和消

化吸收，10万吨/年规模的氧脱木素、过氧化氢漂白、二

氧化氯制备技术和漂白装备已经基本国产化，ECF和

TCF漂白技术取得长足进步，大大减轻了对环境的污

染。

但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以及对降低生产成

本的要求，目前采用的ECF和TCF漂白工艺仍然存在以

下问题：

(1）目前的TCF工艺虽然可以避免污染物AOX产

生，但难以获得高白度纸浆。

(2）如果要获得高白度纸浆，通常需要采用二氧化

氯漂白，AOX不可避免。

(3）目前采用的TCF和ECF漂白工艺废水排放量仍

然较高。

摘 要：比较了目前国内常用的少氯漂白和无氯漂白技术与臭

氧漂白的优缺点。采用臭氧漂白在提高纸浆白度、进一步降

低漂白污染排放和漂白成本、降低投资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优势。阐述了目前在国内推广应用臭氧漂白技术的可行性和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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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ess chlor ine 
bleaching, chlorine-free bleaching and ozone bleaching were 
compared. It shows that ozone bleaching has certain superiority in 
aspect of pulp high brightness improvement, bleaching pollution 
discharge decrease, bleaching cost and investment cost reduction. 
The feasi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ozone bleaching technology in 
China was analyzed, and main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is also 
s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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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氧化氯制备系统的投资和生产成本比较高，

使得漂白成本较高。同时现有的TCF和ECF漂白工艺

反应时间过长，造成漂白反应器投资成本过高。

(5）二氧化氯具有强腐蚀性，漂白和洗浆设备需要

用双相不锈钢和钛材制造，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制造成

本。

(6）目前采用的二氧化氯漂白工艺，勉强达到国家

标准规定的漂白废水和污染物排放要求。如果工艺设

计或操作不当，则容易超标。

(7）如果国家继续提高漂白废水和污染物排放标

准，目前采用的二氧化氯漂白工艺无法满足要求。

因此，现有的漂白工艺难以同时达到纸浆高白度、

低污染排放和低漂白成本的要求。随着环保要求越来

越严格和纸浆厂降低纸浆生产成本的要求，采用臭氧

漂白将会成为纸浆漂白的首选方案。

1  臭氧漂白的优点
随着环境方面的压力和全无氯（TCF）漂白工艺的

兴起，臭氧漂白越来越受到造纸工业的欢迎。应用臭氧

漂白有以下优点：

(1）臭氧漂白属于全无氯（TCF）漂白工艺，漂白废

水中无AOX。

(2）臭氧属于强氧化剂，其反应性最高，如表1。

通常，在短序漂白中使用二氧化氯，纸浆白度最高

可以达到90%I S O。如果需要达到更高的白度，必须使

用臭氧漂白。国外浆厂的实践证明，采用臭氧漂白后，

纸浆白度很容易达到93%ISO。［1］

(3）可以降低漂白成本。

研究表明，1k g臭氧漂白能力相当于2～3k g二氧化

氯，但1k g臭氧和1k g二氧化氯生产成本基本相同［1］，

因此可以降低纸浆漂白成本。

(4）降低漂白过程中蒸汽的使用量。

由于臭氧漂白的反应温度低，一般不需要使用蒸

汽加热纸浆，所以可以节约蒸汽用量。如表2。

(5）可以减少漂白废水排放。

臭氧漂白工段的滤液不含有氯离子，没有腐蚀性，

废液含氯量低，经药品回收工段处理后可循环使用。无

论采用高浓或中浓工艺，Z段后纸浆不需设置洗涤装

置，可直接进入D段或E段。如表3。    

一些纸浆厂采用美卓公司的臭氧漂白技术，特别

是高浓臭氧漂白工艺后，吨浆废水排放量轻易就达到

10m3以下，甚至5m3。

(6）漂白废水的AOX和CODCr显著下降。

表1  各种漂白剂的比较

Cl2

NaClO

ClO2

O2

H2O2

O3

漂白剂 反应性

高

中

中

低

低

高

高

中

高

中

高

中

选择性

表3  常用漂白程序的废水排放量

CEH

ODED

OZDED

OZED

漂序 备注

国家已经禁用

目前的ECF典型漂序

Z段中浓

Z段高浓

废水量

/(m3/t浆)

80

35

25

10表2  各种漂白工段的反应温度

高浓臭氧Z

中浓臭氧Z

中浓氧脱木素O

中浓二氧化氯D

中浓常压过氧化氢P

中浓高温压力过氧化氢P

碱抽提E

漂段
反应温度

/℃

0～10

60～70

85～105

75

90

130

60～70

表4  标准要求和常用漂序的污染物AOX排放量

国标GB3544-2008

草浆CEH

木浆C/DEOD

木浆ODEOD

木浆OZED

备注

 已经禁止使用

Stora Enso公司浆厂数据

Stora Enso公司浆厂数据

AOX/

（kg/t浆）

≤0.6

9.5

2

0.83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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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臭氧漂白的缺点和解决方法
臭氧漂白技术长期未能应用，主要源于臭氧的选

择性不强，容易降解碳水化合物，造成纸浆黏度下降。

经过长期的工艺研究，目前此问题通过控制臭氧用量、

控制反应时间、添加保护剂等方法已经完全解决。国际

上臭氧漂白工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工业化

使用阶段。 

3  国外臭氧漂白技术和应用情况
造纸发达国家最先研究臭氧漂白技术，全球首家

推出并成功应用的臭氧漂白技术是维美德（原美卓）公

司的C-Fre e技术，后改进为第二代ZeTrac TM技术。该

技术采用高浓漂白工艺［2］。如图1、图2。

目前拥有中浓臭氧漂白工艺技术的公司主要有：

L en z i n g Te ch n i k公司、And r i t z公司和GL&V公

某些地方致力于更严格的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臭氧漂白则可轻易达到要求。如表

4。

一般应用臭氧漂白部分取代二氧化氯以后，AOX

降低50%～60%，CODCr降低30%～40%，废水色度可减

少65%。如果全部取代D段，将无AOX产生。［1］

(7）可以显著降低纸浆白度返黄。

(8）省去螯合Q段或酸化A段。

臭氧漂白过程（酸性pH2～3）中，不仅可有效地去

除己烯糖醛酸（阔叶木浆含有己烯糖醛酸，可增加H2O2 

消耗），也可以有效地去除过渡金属离子Fe\M n\Cu，

可以避免E段或P段的H2O2无效分解。

(9）反应快速，反应器投资省。

在所有纸浆漂白剂中，臭氧的反应性最强，反应时

间最短（如表5），因此漂白反应器的体积最小，可以大

大减少漂白反应器的投资。

(10）纸机的运行性能更好。

表5  各种漂白工段的反应时间

高浓臭氧Z段

中浓臭氧Z段

单塔氧脱木素O段

双塔氧脱木素O/O段

中浓二氧化氯D段

碱抽提E段

常压中浓过氧化氢P段

漂段 反应时间/min

1

3

60

70

60～180

60～90

60～180

图1  维美德公司的第一代C-Free技术

图2  维美德公司的第二代ZeTracTM流程

图3  Andritz中浓臭氧漂白技术流程

研究开发  R & D

38
第38卷第2期 2017年1月



司，其中以Lenz ing Techn ik公司的技术最先进［1］。

Andritz的中浓臭氧漂白技术流程如图3。

1992年，全球首家使用臭氧漂白的纸浆厂在美国

的富兰克林纸浆厂投产，其中臭氧段采用高浓漂白工

艺，产量1000t/d。第一条中浓臭氧漂白生产线是1993 

年投产的UPM-Kymme n e的Wi s a f o r e s t工厂生产

TCF纸浆，产量1300t/d。据统计，截至2011年9月，全

球有23家纸浆厂共26条生产线使用臭氧漂白。其中13

条生产线采用高浓臭氧漂白工艺，13条生产线使用中浓

臭氧漂白工艺［1］。

可以预见，由于已经证实臭氧漂白在产品质量、废

水排放和漂白成本方面有诸多优势，未来将是纸浆清

洁漂白的主要工艺而被广泛应用。

4  国内臭氧漂白技术研究状况和应用情况［3-5］

国内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臭氧漂白理论研

究，所有的研究都注重于工艺条件等，理论基础已经比

较完善。但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包括工程化、装备研制

却至今从来无人涉及，无法形成自己的工艺技术。导致

至今为止，尚未能出现一个中试系统或工业化应用的实

例。日本王子制纸公司在南通的70万吨纸浆生产线采用

引进的臭氧漂白技术，这是国内首家运行的实例。如果

要推广应用臭氧漂白技术，需要在工程化、装备研制方

面加强攻关。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是在国内推广应

用臭氧漂白的关键。

(1）臭氧发生器。以前国内的臭氧发生器能力太

小，主要用于卫生和消毒，不能满足纸浆漂白生产线的

要求。

(2）如采用高浓臭氧漂白工艺，缺乏合适的国产高

浓浓缩设备。臭氧高浓漂白要求浓缩机的出浆浓度35%

以上，但国产的双辊挤浆机通常在35%以下，而其它型

式的浓缩机如夹网浓缩机，虽然出浆浓度符合要求，但

体积超大，工艺布置困难。

(3）如采用中浓臭氧漂白工艺，中浓混合器是最大

的瓶颈。目前的各种中浓混合器用于臭氧与中浓纸浆混

合效果都不好，不能达到要求。

(4）保护剂研究不够深入。

(5）其它的关键设备还无法生产。例如，中浓漂白

中的反应器塔顶带除气功能的卸料器，高浓漂白中的绒

毛化设备。

5  国内应用臭氧漂白技术的条件以及需要解决的

问题 

5.1 高浓臭氧漂白

如果采用高浓臭氧漂白，通常其简易流程见图4。

除了关键的设备臭氧发生器、双辊挤浆机之外，其

它设备国产并无难度。

臭氧发生器：目前国产臭氧发生器生产能力已经达

到130k g/h，可以适合10万t/a漂白浆生产线。国际先

进水平的臭氧发生器生产能力已经达到750～1000k g/

h，满足日产1800t规模的漂白浆生产线需要。如果要研

制国产的更大产量的臭氧发生器，以满足国内越来越大

的漂白浆生产线，需要造纸行业与臭氧发生器行业进行

合作开发节能和大功率的铝陶瓷臭氧发生器。

双辊挤浆机：国产双辊挤浆机已经具备一定技术水

平，汶瑞公司生产的S JA2272型双辊挤浆机，产量达到

4000t/d。但国产的双辊挤浆机出浆浓度通常在35%甚

图4  高浓臭氧漂白简易流程

图5  中浓臭氧漂白简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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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0%以下，不能满足高浓臭氧漂白工艺的要求［6］。

5.2 中浓臭氧漂白

如果采用中浓臭氧漂白，通常其简易流程见图5。

除了关键的设备臭氧发生器（同上）、臭氧中浓混

合器、反应器塔顶带除气功能的卸料器之外，其它设备

国产并无难度。

臭氧中浓混合器：目前国产的中浓混合器适用于氧

气、二氧化氯和过氧化氢与中浓纸浆混合，但不能用于

臭氧与中浓纸浆混合。原因在于，臭氧发生器生产的是

臭氧与氧气的混合气体，一般臭氧浓度最高只有12%～

13%（质量浓度）。以臭氧用量1％计算，混合气体的用

量最少也要达到7.7％，通入的混合气体体积非常大。气

体漂白剂与中浓纸浆混合本来就困难，如此大量的气体

更加困难，加上臭氧与纸浆的反应时间非常短，要求中

浓混合器具有快速混合均匀的能力，否则漂白后纸浆的

白度会很不均匀，因此需要针对臭氧研制新型的中浓混

合器。

反应器塔顶卸料器：这种塔顶卸料器比较特殊，能

排除顶部多余的气体，其目的是保持塔顶的压力稳定，以

保持臭氧混合气体加入量的稳定，使纸浆白度稳定［1］。

除了以上需要研制的关键设备，还需要在工程化、

保护剂、技术成套化等方面继续工作。

6  结束语
[收稿日期:2016-08-26]

造纸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证实，臭氧漂白在产品质

量、废水排放和漂白成本方面比目前常用的清洁漂白技

术有诸多优势，且是成熟技术，未来将是纸浆清洁漂白

的主要工艺而被广泛应用。在国内，纸浆臭氧漂白虽然

理论研究甚多，但工程化和装备方面的研究几乎空白，

导致至今没有任何应用实例。国内造纸行业的许多专家

一直在呼吁国内纸浆厂采用臭氧漂白，但以上问题不解

决，依旧是空想。如果依旧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国产化的

路子，代价巨大且时间会很长。只要解决了以上所列的问

题，就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臭氧漂白技术，对提

高中国造纸技术水平、保护环境将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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