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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企业生产中使用的反应釜都是用钢壳外壁上的夹套来加热釜内介质，由于其热传递过程

长，热阻大，而导致介质加热速度慢，时间长，高温上不去，热效率低等结果。针对上述问题，发明了一种高效、
节能与环保型的聚四氟乙烯加热器，直接置于反应釜内加热介质，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模式，从而达到了显著
的节能、减排与增产的效果。
关键词：反应釜；加热；高效；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ＴＱ０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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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化工生产归根结底就是将一种或多种原有物

１６７１—０４６０（２０１０）０２一０１１５－０５

冷骤热条件尤甚，否则就会爆瓷；

质加热到所需温度进行化学反应，以获得新的产

（４）热效率（热利用率）低，一般仅为６０％左右，

物，大多数的化学反应都是在反应釜内进行［１－２ｌ，诸
如制药、农药、染化、有机合成、精细化工以及各种

热损失大，因为它只有一面加热，另一面在散热；
（５）就盘管而言，除上述缺陷外，且加热面积小，

中间体的生产等等。可见反应釜是化工企业中的重

还存在体积大，重量重，安装又不甚方便等等。

要生产装备。多年来，国内外所用的反应釜，其加热
方法不外于以下两种，一种是用钢壳外壁上的夹套
来加热釜内的物料，另一种是用盘管（蛇管）放到釜
内加热介质。盘管一般都用铜、钢或其它金属制作，

（６）用高温导热油作热载体，挥发出的油烟相
当历害，严重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员工的身体健康。

１新产品特点

并同定在反应釜封头上，悬挂在釜内介质中。夹套

作者认为，要解决上述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将

或盘管管子内的热载体（加热剂）一般都是用电热

热传递的过程缩短，也就是说，要将电热元件与被

棒加热的高温导热油（或用高压蒸汽）。在反应釜内

加热的介质直接接触，要达到上述要求，必需研制

反应的介质，基本上都带有一定的腐蚀性，有的甚

出一种能放在反应釜内直接加热腐蚀性介质的加

至相当历害，于是，反应釜内壁与盘管外壁还需要

热器。电热元件（电热丝或扁带）为金属材料，不能

用防腐材料衬里或包敷。如搪瓷、搪玻璃、塑料，涂

直接放在介质中通电加热，需要有一种材料包敷绝

料，甚至高级金属或合金，如钛、锆等材料，（目前，

缘它。这种材料除绝缘性能与介电性能好外，还需

性能最好的是用聚四氟乙烯（简称ＰＴＦＥ或Ｆ４）衬

耐高温，抗腐蚀，且加工性能也要满足要求。作者对

里的反应釜）。因而，现有的反应釜加热情况存在着

氟塑料性能及加工技术有充分的了解，发现在已知

以下诸多问题：
（１）用夹套加热釜内介质，热传递的过程长，热
阻大，效果差，釜内介质的升温速度慢，加热时间
长，生产发展受到抑制；

的所有材料中，只有聚四氟乙烯塑料能满足以上要
求。①它是当今世界最耐腐蚀的材料之一；②可在
２５０～２６０℃高温长期稳定使用（Ｆ４加工温度为３８０

（２）热源（加热剂）与反应釜内介质的温差大，

℃），③绝缘性能与介电性能又极佳（其表面电阻高
达１０１２Ｑ，介电常数为２．１（频率６周／ｓ至３ ０００兆

釜内介质高温上不去（很难达到２００℃以上），致使

周，ｓ不会漏电）［ＨＩ，此外，它还不粘附其它任何物

许多高温强腐蚀的生产无法进行；

质，耐老化性能又很好，是独一无二的制造加热器

（３）对于在化工生产中用得最普遍的搪瓷（或

的理想材料，作者将加热器的电热元件（电热丝或

搪玻璃）反应釜不能用于较高温度，冷热交替，或骤

扁带），用特殊技术将其埋放到Ｆ４薄层（３～４ ｌｎｎ＇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１．２６
作者简介：赵永镐（１９２７一），男，浙江温州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电化学专业，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
为温州赵氟隆有限公司董事长，《当代化工》杂志编委，长期从事氟塑料防腐技术研究及新产品研发与制造工作，获中、美、欧
等国多项发明专利，国家技术发明奖，世界尤里卡金奖，比利时国王授予“骑士勋章”等殊荣，已发表论文４０多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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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剐０１（绝对密封，不会氧化），制造出“圆筒薄壁整
体型Ｆ４加热器”与“多层立体装配型Ｆ４加热器”两
种新产品，可将它放到釜内腐蚀性介质中，直接加
热介质。Ｆ４在此既作为电热元件的绝缘层，又作为
热载体，将电热元件放出的热传递给周围的介质
（这是热传递的最短途径）。

作者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的专利及技术资
料，均未发现有与本专利产品相似的产品结构及其

加工技术…羽。现将新产品的优异性能归纳于下：
（１）热传递的过程最短，而且是多面加热，热损
失最小，热效率（利用率）很高，达９０％以上；

（２）介质升温高，电热元件最高设计温度为２５０
℃，而介质可加热到２４５℃，两者相差仅５℃左右

图１
Ｆｉｇ．１

圆筒薄壁整体型Ｆ４加热器示意图

ＰＴＦ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ｌｉｎｄｅｒ ｍｏｎｏｌｉｔｌｚ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而夹套或盘管加热至少在４０。５０℃以上，相差甚

远），使许多高温（２４５℃以下）强腐蚀的生产得以顺
利进行；
（３）介质升温快，加热时间短，使企业大幅增产
超值；
（４）不产生任何腐蚀产物，不粘附其它任何物
质，也不会污染釜内介质，长期运转，也不增加热
阻，永保良好的加热效果。
（５）电热元件产生的热，直接传递给周围介质，
不需要高温导热油作热载体，这就消除了高温油挥
发造成的环境污染。

（６）安装使用方便，不易损坏，使用寿命长，能

图２圆筒薄壁整体型Ｆ４加热器在反应釜中的示意图

达到显著的节能、环保与增产效果。

Ｆｉｇ．２

ＰＴＦ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特别要提到的是，搪瓷反应釜在化工生产中用

ｌ—Ｆ４加热器基体；２一Ｆ４加热器翻边；３一电热元件；４－－电热元

得十分普遍，因为它能耐一般介质的腐蚀，且价格

件电源接头；５一加热器底部缺口（介质流通）；６—钢外壳；７一反应

又较低廉，但它的缺点是，使用温度不高，否则会爆
瓷。因为现有的夹套反应釜，热是由外向内传（用红

釜卜封头；８一待加热介质；９—通透槽（介质流通）。

２．２多层立体装配型Ｆ４加热器

外线加热的反应釜也如此），搪瓷受到的温度要比

此结构如图３所示，它是先将电热元件（电热

釜内介质温度高得多。本加热器是放在釜内介质中

丝或扁带）埋放在Ｆ４层中，加工成厚约３ ｈｉｍ，宽约

加热，热是由内向外传，釜壁上搪瓷的温度要比反

３０

应釜内介质的温度要低好几十度，因而，搪瓷釜就
可在高温（２００℃左右）反应条件下安全操作而不会

件装配而成的框架内的每层Ｆ４连接链５上，成为

爆瓷。

２结构型式
２．１圆筒薄壁整体型Ｆ４加热器
它是将电热元件埋在整个筒体的Ｆ４薄壁内，

ｍｍ的Ｆ４电热带，然后将此带盘插在由Ｆ４各部

“多层立体装配型Ｆ４加热器”。每层为一个电热单
元，层数越多，功率越大。其功率可大到２００ ｋＷ以

上，加热快，升温高，此加热器在釜内的固定方法是
摆放在反应釜下底上的支撑架９上。
每层的电热带由上顶板６与釜壁之间的间隙
穿出，直至反应釜筒体上法兰面引出与电源连接。

如图１所示，简体上端Ｆ４翻边，悬挂在反应釜简体

每台加热器都带有一台电控装置（配电柜）自

法兰上，如图２所示，Ｆ４翻边中的电热元件４由此

动控制电热带的温度与釜内介质的温度，并能随时

引出与电源连接。筒壁上开有通透槽（或圆孔）９，便

观察到釜内介质的升、降温情况，以及安全使用控

于介质流通，此结构因而积所限，Ｆ４层中不能放太

制系统，使用起来十分方便，且安全可靠。

多的电热元件，因而功率较小，其优点是结构简单，
安装较方便。

一台加热器使用多年后，如发现某条Ｆ４电热
带内的电热元件断了，可换上一条新的，操作很方

便，这样整台的加热器使用寿命会大大延长。
如釜内介质加热反应后，需要冷却，可在钢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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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４月

赵永镐，等：高效节能环保型聚四氟乙烯加热器

外做上夹套，冷却时，可通冷却水。

本加热器已获中国专利（专利号：ＺＬ２００７ ２０１

１４

１１７

９８８．Ｘ），并已申请美国专利（申请号：ＵＰｌ２０４２３３１）
与欧洲专利（申请号：ＥＰ０８１６４６５９．８）。

图３多层立体装配型Ｆ４加热器在反应釜中的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ＰＴＦ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１一立柱；２一螺母；３一底板；４一套管；５一连接键；６－顶板；７－Ｆ４电热带；８一钢外壳；９一支撑架

２．３产品实物照片

筒薄壁整体型Ｆ４加热器（如图２所示），电功率为４
ｋＷ（电流１８ Ａ，电压２２０ Ｖ）；

（２）试验目的：观察Ｆ４层中电热元件与釜内被
加热的介质升温情况及最小温差；

（３）釜内介质：２０Ｌ３２０高温导热油（内有搅拌）。
３．１．２试验纪录
介质最高加热温度测试数据见表ｌ。
表１介质最高加热温度测试数据
Ｔａｂｌｅ ｌ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ｏｆｍｅｄｉｕｍ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ｅｍｐｏｒａｔｕｒｅ

图４圆筒薄壁整体型Ｆ４加热器
Ｆｉｇ．４

ＰＴＦ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ｍ ｏｆ ｃｙｌｉｎｄｅｒ ｍｏｎｏｌｉｔｈ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图５多层立体装配型Ｆ４加热器

Ｆｉｇ．５阿Ｆ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ｍｂｅｒ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３性能测试
３．１釜内介质最高加热温度测试
ｍｍ Ｆ４衬里反应釜，釜内

（１）试验装置：谚３００
介质为高温导热油，内褂谚２５０ｍｌｌｌ×３００ｍｉｌｌ的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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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结果讨论
从表１看出，电热元件最高设计温度为２５０

３．１．１试验条件

℃，通电４０ ｍｉｎ后，电热元件实测从１ ｌ℃迅速上升
到２５０℃，以后在（２５０±２）℃自动调节，釜内介质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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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试验装置：ｌ

从１０℃迅速上升至１９５℃，然后缓慢上升，两者温
差越来越小，到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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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钢衬Ｆ４反应釜，内用外

ｍｉｎ时，升至２４５℃，不再上升，

包Ｆ４的搅拌桨搅拌。釜内介质为自来水，用“多层

两者相差仅５℃，由此可见，用此加热器放在介质

立体装配型Ｆ４电加热器”加热升温，加热器在釜内

中直接加热介质，可将介质加热到２４５℃，与电热

放置如图３所示，电功率为５３ ｋＷ，用电度表计算用

元件２５０℃相比，仅差５℃，如此高效，无其它任何

电量。

１０

（２）试验目的：观察该结构Ｆ４加热器的热效

加热方法可比。能很好地解决了原有夹套反应釜升
温不高的难题，使多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高温、强

率。
（３）釜内介质：１１７７．５立升的自来水。

腐蚀的高效新工艺项目因此而顺利上马。
３．２热效率试验

３．２，２试验纪录

３．２．１试验条件

ＰＴＦＥ加热器热效率测试数据见表２。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ＴＦＥ加热器热效率测试数据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 ｏｆ ＰＴＦＥ ｈｅａｔｅｒ ｈｅａ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３．２．３结果讨论

与夹套加热相比，热效率提高了３０％以上，具有明

本试验总共通电加热１６３ ｍｉｎ（２．７２ ｈ），电能输
入９４３．４—８１５．０＝１２８．４ ｋＷ·ｈ。Ｆ４加热器（电热带）
最高设计温度为２５０℃，实测温度从１７℃升到１４３

显的节能效果。

４结束语

℃（不再上升），水温从１ １℃升到９９℃不再上升，

（１）高效、节能、环保型聚四氟乙烯加热器的研

共升温９９—１１＝８８＂１２，现将水温升到９９℃时，热效

发与制造成功，填补了国际空白，是反应釜加热方

率计算如下：

式的一大创新，它将改变原有反应釜加热速度慢，

（１）水升温吸热为８８×ｌ

１７７．５ Ｌ＝４３３８３６．２２ ｋＪ；

高温上不去，热效率低等缺陷。

（２）电能输入量为９４３．４—８１５．０＝１４８．４ ｋＷ·ｈ，
根据焦尔楞次定律（ｑ＝ｏ．２４瑚７１），每１ ｋＷ·ｈ可产

接加热任何强腐蚀性化学介质，不粘附其它任何物

生３．６０ ｌ【Ｊ热量，１４８．４×８６０＝４６２．３２ｋＪ，热效率＝１０３

质，也不会污染釜内反应物，且永保其加热效果。

（２）新产品是由全Ｆ４材料制作，是放在釜内直

４２４＝９３．８％，由上述公式同样计算出各不

（３）本加热器最高设计温度为２５０＂１２，而可将

同温度段的热效率（从１１℃开始至其它各温度如

釜内介质加热到２４５℃高温，两者相差仅５℃，如

４０℃为９９，８％，６７℃为９５．３％等），计算结果列于表

此高效，无其它任何加热方法可比，能满足化工生

２，从上表中数据看到，随着水温上升，水的蒸发及

产中的各种高温反应。

６２０÷１ １０

反应釜釜体的吸热、散热越来越大，到９９℃时，还
有９３．８％。从ｌｌ℃到９９℃平均热效率为９６．９％，这

万方数据

（４）热效率可达到９０％以上，与夹套加热相比，
其热效率提高了３０％以上，节能效果显著。

２０１０年４月

赵永镐，等：高效节能环保型聚四氟乙烯加热器

（５）本产品不需高温导热油作热载体，无高温
油烟挥发排放，符合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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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谋建海南码头为南海油田开发配套
中海油南海西部油田海南码头项目转让签约仪式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６日在海口举行。中海油有限公司总裁杨华在仪式上透露，
今年该公司在南海的产能为１２００万方油当量，下一步目标是实现３０００万方油当量的产能。
根据协议，中海油受让原海口市辖下的马村港区３．５万吨码头及该港区正在扩建的１０万吨泊位码头，由其建立中海油南
海西部油田海南码头。
据悉，该码头是一个现代化、功能齐全的码头，可为油气田生产、船舶物资补给、货物装卸及油田生产设备检测、保养、维修
等提供服务，为海上其他工程作业提供泊位和为物资堆放提供场地，并为海上作业提供应急支持，为油气勘探平台和船舶停靠、
维修等提供支持。
马村港新扩建的～期工程建设规模为５个２万吨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２７５万吨，投资估算逾９亿元人民币，建设工程
三年。项目已于２００７年底开工，今年６月码头主体完工，明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用。
杨华称，中海油将把海南码头建设成为满足南海西部海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生产的后勤支持中心码头。
海南省方和中海油都十分重视该项目的转让，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中海油总公司傅成玉均出席当天的签字仪式。
杨华表示，中海油迄今在海南的投资已达３００亿元，涉及石油化工、新能源、化肥、风力发电、生物发电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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