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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压吸附制氧在臭氧发生系统上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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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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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SA工艺在臭氧系统的的优势，并比较了各种气源臭氧发生器系统的运行费用

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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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知，随着气源含氧量的

4．温度：温度 <20℃；

一、臭氧的用途

增加。臭氧产生的浓度急剧增大，当

5．压力：要求有一定的压力，
臭氧以其强氧化性，且在与氧气

一般要求 0.25MPa以上；

气源的含氧量增大到 90%左右时，臭

的转化过程中没有二次污染物产生，这
是臭氧用于环保、食品加工、医疗等领
域最大的优越性。随着近年来臭氧应用

氧的产生浓度达到最高值左右，从图
中曲线表明，当气源的含氧量在

三、变压吸附制氧在臭氧发生
器上的技术优越性

左右时，产生臭氧的效果最佳

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应用领域越来越
广泛，在自来水处理、啤酒饮料用水

90%
[2]

。

首先变压吸附制氧已经发展了 30
臭氧发生器的原材料一般是采取

多年，可以连续制取 30-94%纯度的

杀菌、食品加工用水处理、化工废水处

大气中的空气，因臭氧发生器需要如

富氧。其次变压吸附制氧经过干燥剂

理、染料废水处理、回用水处理、精细

上所述的技术要求，一般空气难以达

及其分子筛的净化干燥后露点可以达

化工、香料合成、空气杀菌除臭、医疗

到要求，因此空气原料需要经过一些

到-60℃以上，最高可达 -80℃。

等领域已具有成熟的应用经验

[1]

工艺处理才能达到要求，处理工艺一

在科研机构实验数据中还深入研

般有如下几种：

二、臭氧发生器气源要求

[3]

究了富氧和纯氧对臭氧浓度的影响；
实验中表明在相同的单位体积富氧作

1．把空气进行干燥、净化后作
为气源。

臭氧发生装置对气源中的水分、
杂质气体、灰尘、油污等有严格的要
求，具体参数要求如下：
1． 水 分 ： 要 求 气 源 露 点 低
于-60℃，越高的露点对臭氧发生过
程越有利；

为臭氧气源的臭氧浓度比纯氧作为气
源产生的臭氧浓度大。原因是由于富

2．大型空分进行气体分离，使
用液氧作为臭氧气源。

氧气体中还有部分的氮气，这些气体

3．经过一整套工艺空气纯化系
统之后制取富氧作为气源；比如变压
吸附制氧（ VPSA
、PSA）
针对以上气源方式，有关部门做

2．杂质颗粒度：要杂质颗粒小
于1μm；

了相应的科学实验，经过实验表明：
不同气源的单位体积内含氧量的高低

3． 含 油 量 ： 要 求 含 油 量 低 于
3

0.015mg/m ；

对臭氧浓度和产量有很大的影响
下图。

[2]

如
臭氧浓度与气源含氧量的关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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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电的情况下会形成等离子体，氮

附材料实现气体的分离，这种吸附材

气被激发或者电离成为Ｎ

料通常是分子筛，对不同的气体有不

2

+、N+、N、

N2*、N*等活性粒子，这些活性粒子对

同的吸附力，在不同的工作压力下有

臭氧产生了催化作用。恰恰相反，当

不同的吸附量。 VPSA
制氧用的分子筛

气源为含部分氮气的富氧时候，这些

对氮气、二氧化碳、水蒸气有吸附作

[2]

氮气对臭氧产生起了催化作用

；变压

氧气
氩气

分子筛
吸附

解吸

分子筛

用，而且在较高压力下分子筛的吸附

吸附制氧制取 90%的氧气，另外还有

容量很大，在低压或负压时其吸附容

氧气

3%左右的氩气和 6%左右的氮气，综

量则变小。

氮气

上所述变压吸附制氧在臭氧发生器工

利用上述原理，通过空气吸入—

艺上具有很好的技术优越性。

加压吸附—减压解吸—负压再生等步

空气

氮气
水
二氧化碳

图4-1 VPSA制氧原理示意图

骤，VPSA
可生产出一定纯度的单一气

四、变压吸附制氧在臭氧发生

体。下面以一种双床 VPSA
制氧系统为

器上的经济优越性

例，说明 VPSA
的制氧循环过程。如图
4.1 所示VPSA
制氧系统为例，系统在两

臭氧发生 器 系统的主要 运行费

高洁净等优点。
（2）变压吸附制氧在臭氧发生

个吸附塔中装有制氧专用分子筛，该分

器有独特的经济优势。运行费用低，

用主要包括气源和臭氧发生器用电费

子筛选择性地吸收氮气、水、二氧化碳

安全可靠，可实行无人操作。

用，采用不同气源的臭氧发生系统运

和碳氢化合物，而让氧气 ( 微量的氧气

行费用有很大的差别，下表中列出了

分子被吸收 ) 和氩气分子通过分子筛表

器上更加安全，利于大型化臭氧发生

采用液氧、空气源、现场 PSA制氧工

面获得产品气体。当分子筛遇到有压力

器的发展。

艺、变压吸附制氧 VPSA-li （锂分子筛

的环境空气时，它就开始吸附。过了一

工艺）、变压吸附制氧 VPSA-CA
（钙

些时间后，分子筛将被所吸附的分子添

分子筛工艺）作为气源的 70kg臭氧发

满（主要是氮分子筛），称为饱和。此

生器系统运行费用的比较。通过下表

时必须再生，也就是将分子筛中的废气

得出变压吸附制氧 VPSA
在臭氧发生系

排除，使分子筛活化。分子筛的再生是

统上具有巨大的经济优势；

通过降低吸附塔的压力，将其解析出来
排至大气中。

（3）变压吸附制氧在臭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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