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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及其回收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及其

回收工艺，包括：缓冲罐，在0～0.1MPa的负压下

通过第一加热器将缓冲罐中的二氯甲烷溶液加

热至35～50℃，缓冲罐中蒸发得到的含水二氯甲

烷蒸汽会被真空泵抽吸至酸洗塔中酸洗，用于酸

洗的浓硫酸通过第二加热器加热至40～50℃，并

且通过向硫酸槽中添加三氧化硫来将浓硫酸的

酸度质量比调节至80～100%，酸洗后的二氯甲烷

蒸汽被抽吸至吸收塔中与二氯甲烷液体混合冷

却液化，用于冷却液化的二氯甲烷液体通过冷却

器冷却至0～5℃，液化后的二氯甲烷从吸收塔底

部溢流至成品接收槽储存，未液化的二氯甲烷蒸

汽被抽吸至冷凝器中进行冷凝并储存于暂存罐

中。上述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及其回收工艺的能耗

低、操作简单、回收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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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氯甲烷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回收工艺采用如下的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对

二氯甲烷进行回收，二氯甲烷回收装置的结构包括：用于盛装含杂质的二氯甲烷溶液的缓

冲罐，缓冲罐的底部通过带泵的管道与第一加热器的入口相连通，第一加热器的出口与缓

冲罐相连通，缓冲罐中的二氯甲烷溶液能被泵送至第一加热器中进行加热，加热后的二氯

甲烷溶液会回流至缓冲罐中蒸发，缓冲罐的顶部与酸洗塔下部的气体入口相连通，酸洗塔

顶部的气体出口与吸收塔下部的气体入口相连通，吸收塔顶部的气体出口与冷凝器的气体

入口相连通，冷凝器的气体出口与真空泵相连通，冷凝器的液体出口与暂存罐相连通，真空

泵抽吸后能将缓冲罐中蒸发得到的含水二氯甲烷蒸汽抽吸至酸洗塔中酸洗除水，酸洗塔的

底部与硫酸槽相连通，使得酸洗塔中的浓硫酸能汇流至硫酸槽中，硫酸槽通过带泵和第二

加热器的管道与酸洗塔的顶部相连通，泵能将硫酸槽中的浓硫酸输送至酸洗塔顶部，从而

使浓硫酸在酸洗塔中从上至下流动，第二加热器能对浓硫酸进行加热，使得二氯甲烷蒸汽

不会被浓硫酸冷却液化，除完水后二氯甲烷蒸汽会被抽吸至吸收塔中与冷却的二氯甲烷液

体混合来进行冷却液化，液化后的二氯甲烷会随着原有的二氯甲烷液体向下汇流至吸收塔

底部，未液化的二氯甲烷蒸汽会被抽吸至冷凝器中进行冷凝，吸收塔底部通过设置于吸收

塔外侧的带泵和冷却器的管道与吸收塔的顶部相连通，泵能将吸收塔底部的二氯甲烷液体

输送至吸收塔顶部，从而使二氯甲烷液体在吸收塔中从上至下流动，冷却器能对二氯甲烷

液体进行冷却，使得二氯甲烷蒸汽能被二氯甲烷液体冷却液化，吸收塔底部的溢流口与成

品接收槽相连通，并且吸收塔底部的溢流口和成品接收槽之间的管道中设置有能使吸收塔

底部的二氯甲烷能溢流至成品接收槽中的大气腿；回收工艺的步骤如下：

（1）真空泵工作对缓冲罐顶部进行抽真空，使得缓冲罐顶部形成0～0.1MPa的负压；通

过泵将缓冲罐中的二氯甲烷溶液输送至第一加热器中加热至35～50℃，加热后的二氯甲烷

溶液回流至缓冲罐中进行沸腾蒸发，通过蒸发能将二氯甲烷与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分离，

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留于缓冲罐中，而含水的二氯甲烷蒸汽被抽吸至酸洗塔中；

（2）通过泵将硫酸槽中的浓硫酸输送至酸洗塔的顶部，使得浓硫酸在酸洗塔中向下流

动，从而来对向上流动的二氯甲烷蒸汽进行酸洗除水；用于酸洗的浓硫酸需通过第二加热

器加热至40～50℃，并且需要通过向硫酸槽中添加三氧化硫来将浓硫酸的酸度质量比调节

至80～100%；二氯甲烷蒸汽除水后被抽吸至吸收塔中；

（3）通过泵将吸收塔底部的二氯甲烷液体输送至吸收塔顶部，使得二氯甲烷液体在吸

收塔中向下流动，从而来对向上流动的二氯甲烷蒸汽进行冷却液化；用于冷却液化的二氯

甲烷液体需通过冷却器冷却至0～5℃；液化后的二氯甲烷会随着原有的二氯甲烷液体向下

汇流至吸收塔底部，然后从吸收塔底部溢流至成品接收槽储存，而未液化的二氯甲烷蒸汽

被抽吸至冷凝器中进行冷凝，冷凝器冷凝得到的二氯甲烷液体流入至暂存罐储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在缓冲罐的底部还设

置有排污管，在排污管上设置有排污阀。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在缓冲罐的一侧

设置有稳液罐，稳液罐的底部与缓冲罐的底部相连通，稳液罐的顶部与缓冲罐的顶部相连

通，在稳液罐的一侧设置有用于检测稳液罐液位的液位计。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第一、第二加热器

均为蒸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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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酸洗塔和吸收塔

中均设置有能使气体和液体混合均匀的填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冷凝器为板式冷

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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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及其回收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二氯甲烷回收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及其回收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二氯甲烷是合成安赛蜜过程中重要的有机溶剂，安赛蜜合成完后会留下含杂质的

二氯甲烷溶液，二氯甲烷溶液中二氯甲烷需要经过去杂质回收后才能在用于安赛蜜的生

产，二氯甲烷溶液中的杂质通常包括有机杂质、无机杂质和水分。现在通常采用在精馏塔中

对二氯甲烷溶液反复精馏去除杂质来回收二氯甲烷，但是采用精馏塔回收二氯甲烷存在能

耗高、操作复杂、回收效率低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将提供一种能耗低、操作简单、回收效率高的二氯

甲烷回收装置及其回收工艺。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其特征

在于：包括：用于盛装含杂质的二氯甲烷溶液的缓冲罐，缓冲罐的底部通过带泵的管道与第

一加热器的入口相连通，第一加热器的出口与缓冲罐相连通，缓冲罐中的二氯甲烷溶液能

被泵送至第一加热器中进行加热，加热后的二氯甲烷溶液会回流至缓冲罐中蒸发，缓冲罐

的顶部与酸洗塔下部的气体入口相连通，酸洗塔顶部的气体出口与吸收塔下部的气体入口

相连通，吸收塔顶部的气体出口与冷凝器的气体入口相连通，冷凝器的气体出口与真空泵

相连通，冷凝器的液体出口与暂存罐相连通，真空泵抽吸后能将缓冲罐中蒸发得到的含水

二氯甲烷蒸汽抽吸至酸洗塔中酸洗除水，酸洗塔的底部与硫酸槽相连通，使得酸洗塔中的

浓硫酸能汇流至硫酸槽中，硫酸槽通过带泵和第二加热器的管道与酸洗塔的顶部相连通，

泵能将硫酸槽中的浓硫酸输送至酸洗塔顶部，从而使浓硫酸在酸洗塔中从上至下流动，第

二加热器能对浓硫酸进行加热，使得二氯甲烷蒸汽不会被浓硫酸冷却液化，除完水后二氯

甲烷蒸汽会被抽吸至吸收塔中与冷却的二氯甲烷液体混合来进行冷却液化，液化后的二氯

甲烷会随着原有的二氯甲烷液体向下汇流至吸收塔底部，未液化的二氯甲烷蒸汽会被抽吸

至冷凝器中进行冷凝，吸收塔底部通过设置于吸收塔外侧的带泵和冷却器的管道与吸收塔

的顶部相连通，泵能将吸收塔底部的二氯甲烷液体输送至吸收塔顶部，从而使二氯甲烷液

体在吸收塔中从上至下流动，冷却器能对二氯甲烷液体进行冷却，使得二氯甲烷蒸汽能被

二氯甲烷液体冷却液化，吸收塔底部的溢流口与成品接收槽相连通，并且吸收塔底部的溢

流口和成品接收槽之间的管道中设置有能使吸收塔底部的二氯甲烷能溢流至成品接收槽

中的大气腿。

[0005]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其中：在缓冲罐的底部还设置有排污

管，在排污管上设置有排污阀。

[0006]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其中：在缓冲罐的一侧设置有稳液罐，

稳液罐的底部与缓冲罐的底部相连通，稳液罐的顶部与缓冲罐的顶部相连通，在稳液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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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设置有用于检测稳液罐液位的液位计。

[0007]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其中：第一、第二加热器均为蒸发器。

[0008]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其中：酸洗塔和吸收塔中均设置有能使

气体和液体混合均匀的填料。

[0009]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其中：冷凝器为板式冷凝器。

[0010] 根据前述的二氯甲烷回收装置的回收工艺，其特征在于：工艺步骤如下：

[0011] （1）真空泵工作对缓冲罐顶部进行抽真空，使得缓冲罐顶部形成0～0.1MPa的负

压；通过泵将缓冲罐中的二氯甲烷溶液输送至第一加热器中加热至35～50℃，加热后的二

氯甲烷溶液回流至缓冲罐中进行沸腾蒸发，通过蒸发能将二氯甲烷与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

分离，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留于缓冲罐中，而含水的二氯甲烷蒸汽被抽吸至酸洗塔中；

[0012] （2）通过泵将硫酸槽中的浓硫酸输送至酸洗塔的顶部，使得浓硫酸在酸洗塔中向

下流动，从而来对向上流动的二氯甲烷蒸汽进行酸洗除水；用于酸洗的浓硫酸需通过第二

加热器加热至40～50℃，并且需要通过向硫酸槽中添加三氧化硫来将浓硫酸的酸度质量比

调节至80～100%；二氯甲烷蒸汽除水后被抽吸至吸收塔中；

[0013] （3）通过泵将吸收塔底部的二氯甲烷液体输送至吸收塔顶部，使得二氯甲烷液体

在吸收塔中向下流动，从而来对向上流动的二氯甲烷蒸汽进行冷却液化；用于冷却液化的

二氯甲烷液体需通过冷却器冷却至0～5℃；液化后的二氯甲烷会随着原有的二氯甲烷液体

向下汇流至吸收塔底部，然后从吸收塔底部溢流至成品接收槽储存，而未液化的二氯甲烷

蒸汽被抽吸至冷凝器中进行冷凝，冷凝器冷凝得到的二氯甲烷液体流入至暂存罐储存。

[0014] 本发明的优点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及其回收工艺的能耗很

低，操作比较简单，另外，由于采用浓硫酸来去除水分，使得回收得到的二氯甲烷中的含水

量很低，又采用冷却的二氯甲烷液体来冷却液化二氯甲烷蒸汽，使得冷却液化的效果很好，

能耗很低，同时回收效率很高，此外，还设置了冷凝器来防止二氯甲烷蒸汽未液化，使得回

收效率进一步提高。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7] 如图1所示，一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包括：用于盛装含杂质的二氯甲烷溶液的缓

冲罐1，缓冲罐1的底部通过带泵的管道与第一加热器2的入口相连通，第一加热器2的出口

与缓冲罐1相连通，缓冲罐1中的二氯甲烷溶液能被泵送至第一加热器2中进行加热，加热后

的二氯甲烷溶液会回流至缓冲罐1中蒸发，缓冲罐1的顶部与酸洗塔3下部的气体入口相连

通，酸洗塔3顶部的气体出口与吸收塔4下部的气体入口相连通，吸收塔4顶部的气体出口与

冷凝器5的气体入口相连通，冷凝器5的气体出口与真空泵7相连通，冷凝器5的液体出口与

暂存罐6相连通，真空泵7抽吸后能将缓冲罐1中蒸发得到的含水二氯甲烷蒸汽抽吸至酸洗

塔3中酸洗除水，酸洗塔3的底部与硫酸槽31相连通，使得酸洗塔3中的浓硫酸能汇流至硫酸

槽31中，硫酸槽31通过带泵和第二加热器32的管道与酸洗塔3的顶部相连通，泵能将硫酸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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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的浓硫酸输送至酸洗塔3顶部，从而使浓硫酸在酸洗塔3中从上至下流动，第二加热器

32能对浓硫酸进行加热，使得二氯甲烷蒸汽不会被浓硫酸冷却液化，除完水后二氯甲烷蒸

汽会被抽吸至吸收塔4中与冷却的二氯甲烷液体混合来进行冷却液化，液化后的二氯甲烷

会随着原有的二氯甲烷液体向下汇流至吸收塔4底部，未液化的二氯甲烷蒸汽会被抽吸至

冷凝器5中进行冷凝，吸收塔4底部通过设置于吸收塔4外侧的带泵和冷却器41的管道与吸

收塔4的顶部相连通，泵能将吸收塔4底部的二氯甲烷液体输送至吸收塔4顶部，从而使二氯

甲烷液体在吸收塔4中从上至下流动，冷却器41能对二氯甲烷液体进行冷却，使得二氯甲烷

蒸汽能被二氯甲烷液体冷却液化，吸收塔4底部的溢流口与成品接收槽8相连通，并且吸收

塔4底部的溢流口和成品接收槽8之间的管道中设置有能使吸收塔4底部的二氯甲烷能溢流

至成品接收槽8中的大气腿81，大气腿81为具有一定高度的液柱，由于真空泵7抽吸后会使

吸收塔4中呈现负压状态，所以必须要在管道中维持一定高度的液柱才能使吸收塔4中的二

氯甲烷克服负压而溢流至成品接收槽8中。

[0018] 在本实施例中，该种二氯甲烷回收装置的回收工艺，工艺步骤如下：

[0019] （1）真空泵7工作对缓冲罐1顶部进行抽真空，使得缓冲罐1顶部形成0～0.1MPa的

负压；通过泵将缓冲罐1中的二氯甲烷溶液输送至第一加热器2中加热至35～50℃，二氯甲

烷溶液加热至35～50℃是为了使二氯甲烷溶液快速蒸发，同时也是为了控制二氯甲烷溶液

蒸发的速度，防止二氯甲烷溶液蒸发过快，后道无法处理；加热后的二氯甲烷溶液回流至缓

冲罐1中进行沸腾蒸发，通过蒸发能将二氯甲烷与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分离，有机杂质和无

机杂质留于缓冲罐1中，而含水的二氯甲烷蒸汽被抽吸至酸洗塔3中；缓冲罐1顶部被抽真空

后能使二氯甲烷溶液更易沸腾蒸发；

[0020] （2）  通过泵将硫酸槽31中的浓硫酸输送至酸洗塔3的顶部，使得浓硫酸在酸洗塔3

中向下流动，从而来对向上流动的二氯甲烷蒸汽进行酸洗除水；用于酸洗的浓硫酸需通过

第二加热器32加热至40～50℃，并且需要通过向硫酸槽31中添加三氧化硫来将浓硫酸的酸

度质量比调节至80～100%；二氯甲烷蒸汽除水后被抽吸至吸收塔4中；浓硫酸加热至40～50

℃是为了防止二氯甲烷蒸发被浓硫酸冷却液化，控制浓硫酸的酸度质量比是为了更好的除

水；

[0021] （3）  通过泵将吸收塔4底部的二氯甲烷液体输送至吸收塔4顶部，使得二氯甲烷液

体在吸收塔4中向下流动，从而来对向上流动的二氯甲烷蒸汽进行冷却液化；用于冷却液化

的二氯甲烷液体需通过冷却器41冷却至0～5℃，二氯甲烷液体冷却至0～5℃后能更好的液

化二氯甲烷蒸汽，使得二氯甲烷液化后不易在挥发；液化后的二氯甲烷会随着原有的二氯

甲烷液体向下汇流至吸收塔4底部，然后从吸收塔4底部溢流至成品接收槽8储存，而未液化

的二氯甲烷蒸汽被抽吸至冷凝器5中进行冷凝，冷凝器冷5凝得到的二氯甲烷液体流入至暂

存罐6储存。

[0022] 在本实施例中，在缓冲罐1的底部还设置有排污管11，在排污管11上设置有排污阀

12，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需要停机来清理缓冲罐1中留下的杂质。在缓冲罐1的一侧设置有稳

液罐13，稳液罐13的底部与缓冲罐1的底部相连通，稳液罐13的顶部与缓冲罐1的顶部相连

通，在稳液罐13的一侧设置有用于检测稳液罐13液位的液位计14，由于缓冲罐1中的二氯甲

烷溶液沸腾蒸发的比较剧烈，所以采用液位计直接对缓冲罐1检测液位会无法测得准确的

液位，稳液罐13中的液位和缓冲罐1的液位是等高的，但是稳液罐13中的液位会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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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检测稳液罐13的液位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缓冲罐1的液位。第一、第二加热器2、32均为

蒸发器。酸洗塔3和吸收塔4中均设置有能使气体和液体混合均匀的填料。冷凝器5为板式冷

凝器。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534950 B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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