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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

酸二甲酯的方法，主要解决现有技术中草酸酯在

精馏分离塔塔釜中结焦、运行周期较短的问题。

本发明通过采用一种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

酸二甲酯的方法，采用常压-减压双精馏分离塔

工艺流程的技术方案，通过将草酸酯产品塔塔釜

操作温度降低至108～138℃的技术手段，生产出

纯度≥99.80％(重量)草酸酯产品，并避免了草

酸酯在精馏塔塔釜的结焦现象，运行周期从3～6

个月延长到12个月的技术方案较好地解决了上

述问题，可用于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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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从反应器流出的含草酸酯、碳酸酯、

亚酯、一氧化氮的反应产物和洗涤甲醇进入草酸酯回收塔，经常压精馏吸收分离，塔顶馏出

物再经回收塔顶冷凝器冷却和部分冷凝，未冷凝的亚酯、一氧化氮物料作为草酸酯回收塔

顶循环气返回反应器；含草酸酯、碳酸酯和甲醇的草酸酯回收塔底馏出物送至草酸酯产品

塔，经过减压精馏分离，高纯度草酸酯产品从草酸酯产品塔塔底流出；草酸酯产品塔顶馏出

物经过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冷却和冷凝，未冷凝的草酸酯产品塔顶不凝气由真空泵抽出

外送，含碳酸酯、甲醇的产品塔顶液相馏出物外送；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10～0.60MPa，

塔顶操作温度40～115℃，塔釜操作温度95～145℃，回流比0.5～4.5，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

力0.005～0.035MPa，塔顶操作温度15～55℃，塔釜操作温度108～138℃，回流比0.3～3.5，

草酸酯回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10～0.60MPa，操作温度40～115℃，草酸酯回收塔底再

沸器操作压力0.15～0.65MPa，操作温度95～145℃，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05

～0.035MPa，操作温度15～55℃，草酸酯产品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025～0.055MPa，操作

温度108～138℃，真空泵操作压力0.005～0.035MPa，操作温度15～55℃；所述高纯度草酸

酯产品纯度≥99.80％，草酸酯产品塔釜连续运行1年，不发生结焦现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草酸酯

回收塔操作压力0.15～0.55MPa，塔顶操作温度50～105℃，塔釜操作温度100～140℃，回流

比1.0～4.0，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10～0.030MPa，塔顶操作温度20～50℃，塔釜操作

温度110～135℃，回流比0.9～3.0，草酸酯回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15～0.55MPa，操作

温度50～105℃，草酸酯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20～0.60MPa，操作温度100～140℃，草

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10～0.030MPa，操作温度20～50℃，草酸酯产品塔底再沸

器操作压力0.030～0.050MPa，操作温度110～135℃，真空泵操作压力0.010～0.030MPa，操

作温度20～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草酸酯

回收塔操作压力0.20～0.50MPa；塔顶操作温度60～95℃；塔釜操作温度110～130℃；回流

比1.5～3.5；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15～0.025MPa；塔顶操作温度25～45℃；塔釜操作

温度115～130℃；回流比1.5～2.5；草酸酯回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20～0.50MPa；操作

温度60～95℃；草酸酯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25～0.55MPa；操作温度110～130℃；草

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15～0.025MPa；操作温度25～45℃；草酸酯产品塔底再沸

器操作压力0.035～0.045MPa；操作温度115～130℃；真空泵操作压力0.015～0.025MPa；操

作温度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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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草酸酯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合成原料，可用于增塑剂、制药、农药等行业。以合成气

气相反应生产草酸酯，草酸酯再加氢生产乙二醇的两步法技术路线属于“煤化工路线”合成

乙二醇方法，是公认的可实现工业化应用的工艺路线，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和竞争力。该工艺

主要分为酯化和偶联以及加氢三个步骤：第一步酯化是以一氧化氮、氧气和甲醇为原料，生

成亚硝酸甲酯(MN，以下简称：亚酯)；第二步偶联是以一氧化碳、亚酯为原料，生成草酸酯；

第三步加氢是以氢气、草酸酯为原料，生成乙二醇。

[0003] 乙二醇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品，主要应用于聚酯纤维PET、防冻剂、乙醇胺以及

炸药等几种生产领域。考虑到我国的能源结构是煤多油少，发展以合成气为原料制取乙二

醇的路线，对于我国能源的合理利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解决乙烯供应量的不足都具有极

其深远的意义。“合成气制乙二醇”是当今世界尤其是我国普遍关注的一项煤化工新工艺技

术，采用合成气制乙二醇工艺技术路线的工业装置正在逐步成熟，其工业化运用前景十分

看好。

[0004] 专利申请号CN200610118543.9一种合成草酸二甲酯并副产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公

开了一种具有工业化发展价值的CO合成草酸酯并副产碳酸酯的方法，此专利重点在于合成

草酸酯的工艺流程。专利申请号CN201410314485.1煤基合成气为原料合成草酸二甲酯过程

中分离低浓度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公开了常压塔-加压塔构成的双塔流程，以分离去除碳酸

酯，得到高纯度的碳酸酯。专利申请号CN200810201737.4草酸二甲酯合成过程中双塔流程

分离低浓度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公开了一种减压恒沸精馏塔-加压恒沸精馏塔构成的双塔

精馏分离流程，以分离去除碳酸酯。

[0005] 现有技术中，专利申请号CN200610118543.9对如何得到高纯度草酸酯产品尚未研

究；专利申请号CN201410314485.1精馏塔应用常压-加压的方法，对分离得到高纯度的草酸

酯产品也尚未研究；专利申请号CN200810201737.4是减压-加压的工艺过程，只有去除碳酸

二甲酯的方法。由此，现有技术仅仅用于实验室规模或间歇操作，缺乏工业化大规模分离提

纯精制草酸酯产品的技术方案，一旦在工业化大规模连续运行的工艺生产装置上应用，存

在“放大效应”，精馏分离塔塔底极易发生结焦现象，造成工艺生产装置难以长周期运行的

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技术中草酸酯在精馏分离塔塔釜中结焦、运行

周期较短的问题，提供一种新的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该方法具有草

酸酯在精馏分离塔塔釜中不结焦、运行周期较长的优点。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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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酯的方法，从反应器流出的含草酸酯、碳酸酯、亚酯、一氧化氮的反应产物和洗涤甲醇

进入草酸酯回收塔，经常压精馏吸收分离，塔顶馏出物再经回收塔顶冷凝器冷却和部分凝，

未冷凝的亚酯、一氧化氮物料作为草酸酯回收塔顶循环气返回反应器；含草酸酯、碳酸酯和

甲醇的草酸酯回收塔底馏出物送至草酸酯产品塔，经过减压精馏分离，高纯度草酸酯产品

从草酸酯产品塔塔底流出；草酸酯产品塔顶馏出物经过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冷却和冷

凝，未冷凝的草酸酯产品塔顶不凝气由真空泵抽出外送，含碳酸酯、甲醇的产品塔顶液相馏

出物外送；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10～0.60MPa，塔顶操作温度40～115℃，塔釜操作温度

95～145℃，回流比0.5～4.5，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05～0.035MPa，塔顶操作温度15～

55℃，塔釜操作温度108～138℃，回流比0.3～3.5，草酸酯回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10～

0.60MPa，操作温度40～115℃，草酸酯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15～0.65MPa，操作温度

95～145℃，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05～0.035MPa，操作温度15～55℃，草酸酯

产品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025～0.055MPa，操作温度108～138℃，真空泵操作压力0.005

～0.035MPa，操作温度15～55℃。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15～0.55MPa，塔顶操作温度

50～105℃，塔釜操作温度100～140℃，回流比1.0～4.0，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10～

0.030MPa，塔顶操作温度20～50℃，塔釜操作温度110～135℃，回流比0.9～3.0，草酸酯回

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15～0.55MPa，操作温度50～105℃，草酸酯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

压力0.20～0 .60MPa，操作温度100～140℃，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10～

0.030MPa，操作温度20～50℃，草酸酯产品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030～0.050MPa，操作温

度110～135℃，真空泵操作压力0.010～0.030MPa，操作温度20～50℃。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地，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20～0.50MPa；塔顶操作温度

60～95℃；塔釜操作温度110～130℃；回流比1.5～3.5；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15～

0.025MPa；塔顶操作温度25～45℃；塔釜操作温度115～130℃；回流比1.5～2.5；草酸酯回

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20～0.50MPa；操作温度60～95℃；草酸酯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

力0 .25～0 .55MPa；操作温度110～130℃；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 .015～

0.025MPa；操作温度25～45℃；草酸酯产品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035～0.045MPa；操作温

度115～130℃；真空泵操作压力0.015～0.025MPa；操作温度25～45℃。

[0010]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通过设置常减压双精

馏塔，优化工艺流程，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从而进行高效精馏分离草酸酯与碳酸酯物料，

得到高纯度草酸酯产品。本发明采用常压-减压双精馏分离塔工艺流程的技术方案，通过将

草酸酯产品塔塔釜操作温度降低至108～138℃的技术手段，生产出纯度≥99.80％(重量)

草酸酯产品，并避免了草酸酯在精馏分离塔塔釜的结焦现象，操作运行周期从3～6个月延

长到12个月，取得了较好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所述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12] 图1中，1、草酸酯回收塔；2、草酸酯产品塔；3、洗涤甲醇；4、反应产物；5、回收塔底

馏出物；6、草酸酯产品；7、产品塔顶不凝气；8、产品塔顶液相馏出物；9、草酸酯产品塔底再

沸器；10、草酸酯回收塔顶冷凝器；11、草酸酯回收塔底再沸器；12、草酸酯产品塔顶冷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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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回收塔顶循环气；14、真空泵；15、产品塔顶馏出物。

[0013]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阐述，但不仅限于本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对比例1】

[0015] 现有技术在分离精制草酸二甲酯过程中，采用常压塔-加压塔或者减压恒沸精馏

塔-加压恒沸精馏塔工艺流程，仅仅在实验室规模或间歇操作中应用，草酸酯产品的纯度在

99.5～99.8％(重量)之间；一旦在工业化大规模连续运行的工艺生产装置上应用，精馏分

离塔塔底极易发生结焦现象，通常3～6个月需要停车检修一次，进行塔底清焦处理恢复运

行，因此生产装置难以长周期满负荷平稳运行。

[0016] 【实施例1】

[0017] 以生产规模10万吨/年乙二醇装置为例，如图1所示。从反应器流出含草酸酯、碳酸

酯、亚酯、一氧化氮的偶联反应产物(4)和吸收洗涤甲醇(3)进入草酸酯回收塔(1)，经过常

压精馏吸收分离后，塔顶馏出物再经过回收塔顶冷凝器(10)冷却和部分冷凝，未冷凝的亚

酯、一氧化氮物料作为回收塔顶循环气(13)循环返回反应器。草酸酯回收塔(1)塔底含草酸

酯、碳酸酯和甲醇的回收塔底馏出物(5)送至草酸酯产品塔(2)，回收塔底再沸器(11)加热

并气化部分物料，以维持草酸酯回收塔(1)的气液流量。回收塔底馏出物(5)进入草酸酯产

品塔(2)，经过减压精馏分离后，高纯度草酸酯产品(6)从草酸酯产品塔(2)塔底流出，产品

塔底再沸器(9)加热并气化部分物料，以维持草酸酯产品塔(2)的气液流量。草酸酯产品塔

(2)的产品塔顶馏出物(15)经过产品塔顶冷凝器(12)冷却和部分冷凝，未冷凝的产品塔顶

不凝气(7)由真空泵(14)抽出并外送，含碳酸酯、甲醇的产品塔顶液相馏出物(8)也外送。真

空泵(14)抽出产品塔顶不凝气(7)，以维持草酸酯产品塔(2)的真空度。

[0018] 采用本发明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制备高纯度草酸酯产品。

其工艺操作参数为：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26MPa，塔顶操作温度59℃，塔釜操作温度102

℃，回流比2.2；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12MPa，塔顶操作温度28℃，塔釜操作温度111℃，

回流比1.6；回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26MPa，操作温度59℃；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

0.31MPa，操作温度102℃；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12MPa，操作温度28℃；产品塔底再

沸器操作压力0.032MPa，操作温度111℃；真空泵操作压力0.012MPa，操作温度28℃。其主要

设备尺寸为：草酸酯回收塔(1)精馏段直径4400mm，45块筛孔塔板，筛孔直径10mm，提馏段直

径2600mm，25块筛孔塔板，筛孔直径10mm；洗涤甲醇(3)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块塔板，反应

产物(4)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46块塔板。草酸酯产品塔(2)直径3000mm，42块筛孔塔板，筛孔

直径10mm；回收塔底馏出物(5)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7块塔板。由此，在正常满负荷1年运行

过程中，工业生产装置未发生结焦现象；草酸酯产品纯度为99.81％(重量)。

[0019] 【实施例2】

[0020]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以生产规模20万吨/年乙二醇装置为例，采用本

发明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制备高纯度草酸酯产品。其主要设备尺寸

为：草酸酯回收塔(1)精馏段直径6200mm，45块筛孔塔板，筛孔直径12mm，提馏段直径

3600mm，25块筛孔塔板，筛孔直径12mm；洗涤甲醇(3)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块塔板，反应产

物(4)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46块塔板。草酸酯产品塔(2)直径4200mm，42块筛孔塔板，筛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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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10mm；回收塔底馏出物(5)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7块塔板。由此，在正常满负荷1年运行过

程中，工业生产装置未发生结焦现象；草酸酯产品纯度为99.81％(重量)。

[0021] 【实施例3】

[0022]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以生产规模30万吨/年乙二醇装置为例，采用本

发明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制备高纯度草酸酯产品。其主要设备尺寸

为：草酸酯回收塔(1)精馏段直径7600mm，45块F1型浮阀塔板，提馏段直径4400mm，25块F1型

浮阀塔板；洗涤甲醇(3)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块塔板，反应产物(4)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46

块塔板。草酸酯产品塔(2)直径5200mm，42块F1型浮阀塔板；回收塔底馏出物(5)进料口为从

上至下第27块塔板。由此，在正常满负荷1年运行过程中，工业生产装置未发生结焦现象；草

酸酯产品纯度为99.82％(重量)。

[0023] 【实施例4】

[0024]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以生产规模40万吨/年乙二醇装置为例，采用本

发明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制备高纯度草酸酯产品。其主要设备尺寸

为：草酸酯回收塔(1)精馏段直径8800mm，45块F1型浮阀塔板，提馏段直径5000mm，25块F1型

浮阀塔板；洗涤甲醇(3)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块塔板，反应产物(4)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46

块塔板。草酸酯产品塔(2)直径6000mm，42块F1型浮阀塔板；回收塔底馏出物(5)进料口为从

上至下第27块塔板。由此，在正常满负荷1年运行过程中，工业生产装置未发生结焦现象；草

酸酯产品纯度为99.82％(重量)。

[0025] 【实施例5】

[0026]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以生产规模30万吨/年乙二醇装置为例，采用本

发明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制备高纯度草酸酯产品。其工艺操作参数

为：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10MPa，塔顶操作温度40℃，塔釜操作温度95℃，回流比0.5；草

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05MPa，塔顶操作温度15℃，塔釜操作温度108℃，回流比0.3；回收

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10MPa，操作温度40℃；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15MPa，操作温度

95℃；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 .005MPa，操作温度15℃；产品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

0.025MPa，操作温度108℃；真空泵操作压力0.005MPa，操作温度15℃。其主要设备尺寸为：

草酸酯回收塔(1)精馏段直径7400mm，350Y型金属板波纹填料，提馏段直径4200mm，350Y型

金属板波纹填料。草酸酯产品塔(2)直径5000mm，350Y型金属板波纹填料。由此，在正常满负

荷1年运行过程中，工业生产装置未发生结焦现象；草酸酯产品纯度为99.80％(重量)。

[0027] 【实施例6】

[0028]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以生产规模30万吨/年乙二醇装置为例，采用本

发明高效分离草酸二甲酯与碳酸二甲酯的方法，制备高纯度草酸酯产品。其工艺操作参数

为：草酸酯回收塔操作压力0.60MPa，塔顶操作温度115℃，塔釜操作温度145℃，回流比4.5；

草酸酯产品塔操作压力0.035MPa，塔顶操作温度55℃，塔釜操作温度138℃，回流比3.5；回

收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60MPa，操作温度115℃；回收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0.65MPa，操作

温度145℃；产品塔顶冷凝器操作压力0.035MPa，操作温度55℃；产品塔底再沸器操作压力

0.055MPa，操作温度138℃；真空泵操作压力0.035MPa，操作温度55℃。其主要设备尺寸为：

草酸酯回收塔(1)精馏段直径7800mm，250Y型金属板波纹填料，提馏段直径4600mm，250Y型

金属板波纹填料。草酸酯产品塔(2)直径5400mm，46块筛孔塔板，筛孔直径12mm；回收塔底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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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物(5)进料口为从上至下第29块塔板。由此，在正常满负荷1年运行过程中，工业生产装置

未发生结焦现象；草酸酯产品纯度为99.85％(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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