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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

属于制氧设备技术领域，包括依次相连的低压空

气压缩机、空气净化系统、低压吸附制氧系统；所

述空气净化系统由以此相连的第一空气缓冲罐、

气液分离器、冷冻式干燥机、第一精密过滤器、第

二精密过滤器、第三精密过滤器组成；所述低压

吸附制氧系统包括以此相连的第二空气缓冲罐、

变压吸附制氧机、氧气缓冲罐、粉尘精滤器。本装

置采用低压空气压缩机，由于低压空气压缩机在

同等功率下产气量可增加50%,相当于能耗只需

常规制氧机的一半便可得到所需氧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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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相连的低压空气压缩机（100）、空气

净化系统（200）、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所述空气净化系统（200）由第一空气缓冲罐

（201）、气液分离器（202）、冷冻式干燥机（203）、第一精密过滤器（204）、第二精密过滤器

（205）、第三精密过滤器（206）组成；所述第一空气缓冲罐（201）输入端与低压空气压缩机

（100）相连，输出端与气液分离器（202）相连；所述冷冻式干燥机（203）输入端与气液分离器

（202）相连，输出端与第一精密过滤器（204）相连；所述第二精密过滤器（205）输入端与第一

精密过滤器（204）相连，输出端与第三精密过滤器（206）；所述第三精密过滤器（206）的输出

端连接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所述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包括第二空气缓冲罐（301）、

变压吸附制氧机（302）、氧气缓冲罐（303）、粉尘精滤器（304）；所述第二空气缓冲罐（301）输

入端与第三精密过滤器（206）相连，输出端与变压吸附制氧机（302）相连；所述氧气缓冲罐

（303）输入端与变压吸附制氧机（302）相连，输出端与粉尘精滤器（304）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压吸附制氧机

（302），包括总进气管（310）、压力调节阀（311）、第九气动阀（312）、第一气管支路（313）、第

一气动阀（314）、第二气动阀（315）、废气排气管（316）、第二气管支路（317）、第三气动阀

（318）、第四气动阀（319）、第三气管支路（320）、第五气动阀（321）、第六气动阀（322）、通气

管路（323）、左进气管（324）、右进气管（325）、左吸附塔（326）、右吸附塔（327）、左出气管

（328）、左再生气入口（329）、第七气动阀（330）、右出气管（331）、右再生气入口（332）、第八

气动阀（333）、总出气管（334）；所述总进气管（310）一端连接第二空气缓冲罐（301）的输出

端，另一端连接第二气管支路（317）；所述总进气管（310）安装有压力调节阀（311）和第九气

动阀（312）；所述左吸附塔（326）的输入端安装有左进气管（324），输出端安装有左出气管

（328）；所述右吸附塔（327）的输入端安装有右进气管（325），输出端安装有右出气管（331）；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313）、第二气管支路（317）、第三气管支路（320）并联设置，且第一气管

支路（313）两端、第二气管支路（317）两端、第三气管支路（320）两端均分别连接左出气管

（328）和右进气管（325）；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313）安装有第一气动阀（314）和第二气动阀（315）；所述第一气管

支路（313）连接有废气排气管（316）；所述废气排气管（316）安装有消声器；所述第一气动阀

（314）位于左进气管（324）和废气排气管（316）之间；所述第二气动阀（315）位于废气排气管

（316）和右进气管（325）之间；

所述第二气管支路（317）安装有第三气动阀（318）和第四气动阀（319）；所述第三气动

阀（318）位于左进气管（324）和总进气管（310）之间；所述第四气动阀（319）位于总进气管

（310）和右进气管（325）之间；

所述第三气管支路（320）安装有第五气动阀（321）和第六气动阀（322）；所述第三气管

支路（320）中部连接通气管路（323）的一端，所述通气管路（323）的另一端连接总出气管

（334）的输入端；所述总出气管（334）的输出端连接氧气缓冲罐（303）；

所述左出气管（328）的输出端连接总出气管（334）的输入端，且左出气管（328）安装有

左再生气入口（329）和第七气动阀（330）；所述左再生气入口（329）位于第七气动阀（330）和

左吸附塔（326）之间；

所述右出气管（331）的输出端连接总出气管（334）的输入端，且右出气管（331）安装有

右再生气入口（332）和第八气动阀（333）；所述右再生气入口（332）位于第八气动阀（333）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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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吸附塔（327）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排污管路（400），所

述排污管路（400）连接第一空气缓冲罐（201）、气液分离器（202）、冷冻式干燥机（203）、第一

精密过滤器（204）、第二精密过滤器（205）、第三精密过滤器（206）、第二空气缓冲罐（301）、

氧气缓冲罐（303）和粉尘精滤器（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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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制氧机属于制氧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制氧机在化工、电子、冶金、食品、机械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

应用，我国对氧气的需求量逐年增加。

[0003] 气中的主要成分是氮气和氧气，利用环境温度下，空气中氮气和氧气在分子筛上

的吸附性能不同(氧气能通过而氮气被吸附)，设计适当的工艺过程，可以使氮气和氧气分

离制得氧气。氮气在分子筛上的吸附能力比氧气强(氮与分子筛表面离子的作用力强)，当

空气在加压状态下通过装有沸石分子筛吸附剂的吸附床时，氮气被分子筛吸附，氧气因吸

附较少，在气相中得到富集并流出吸附床，使氧气和氮气分离获得氧气。当分子筛吸附氮气

至接近饱和后，停止通空气并降低吸附床的压力，分子筛吸附的氮气便可以解吸出来，分子

筛得到再生并可重复利用。

[0004] 现在市场上小型制氧设备都采用变压吸附法(PSA)，其是一种利用多空固体吸附

剂在一定压力、温度下，对混合气体中不同组分具有选择吸附的特性，实现混合气体的分离

技术。低压吸附真空解吸(VPSA)法的吸附压力高于大气压，一般在40～60Kpa，VPSA法是目

前采用最多的一种制氧工艺，制氧电耗一般在0.15～0.2KWh/m3，装置规模0～2000  m3/h。

[0005] 目前，PSA制氧机存在能耗高的缺点，VPSA制氧机存在设备过多的不足。传统的制

氧机已经满足不了现在市场的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

置。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了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低压空气压缩机、空气净化系统、低压吸

附制氧系统；所述空气净化系统由第一空气缓冲罐、气液分离器、冷冻式干燥机、第一精密

过滤器、第二精密过滤器、第三精密过滤器组成；所述第一空气缓冲罐输入端与低压空气压

缩机相连，输出端与气液分离器相连；所述冷冻式干燥机输入端与气液分离器相连，输出端

与第一精密过滤器相连；所述第二精密过滤器输入端与第一精密过滤器相连，输出端与第

三精密过滤器；所述第三精密过滤器的输出端连接低压吸附制氧系统；所述低压吸附制氧

系统包括第二空气缓冲罐、变压吸附制氧机、氧气缓冲罐、粉尘精滤器；所述第二空气缓冲

罐输入端与第三精密过滤器相连，输出端与变压吸附制氧机相连；所述氧气缓冲罐输入端

与变压吸附制氧机相连，输出端与粉尘精滤器相连。

[0009] 所述变压吸附制氧机，包括总进气管、压力调节阀、第九气动阀、第一气管支路、第

一气动阀、第二气动阀、废气排气管、第二气管支路、第三气动阀、第四气动阀、第三气管支

路、第五气动阀、第六气动阀、通气管路、左进气管、右进气管、左吸附塔、右吸附塔、左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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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左再生气入口、第七气动阀、右出气管、右再生气入口、第八气动阀、总出气管；所述总进

气管一端连接第二空气缓冲罐的输出端，另一端连接第二气管支路；所述总进气管安装有

压力调节阀和第九气动阀；所述左吸附塔的输入端安装有左进气管，输出端安装有左出气

管；所述右吸附塔的输入端安装有右进气管，输出端安装有右出气管；所述第一气管支路、

第二气管支路、第三气管支路并联设置，且第一气管支路两端、第二气管支路两端、第三气

管支路两端均分别连接左出气管和右进气管；

[0010]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安装有第一气动阀和第二气动阀；所述第一气管支路连接有废

气排气管；所述废气排气管安装有消声器；所述第一气动阀位于左进气管和废气排气管之

间；所述第二气动阀位于废气排气管和右进气管之间；

[0011] 所述第二气管支路安装有第三气动阀和第四气动阀；所述第三气动阀位于左进气

管和总进气管之间；所述第四气动阀位于总进气管和右进气管之间；

[0012] 所述第三气管支路安装有第五气动阀和第六气动阀；所述第三气管支路中部连接

通气管路的一端，所述通气管路的另一端连接总出气管的输入端；所述总出气管的输出端

连接氧气缓冲罐；

[0013] 所述左出气管的输出端连接总出气管的输入端，且左出气管安装有左再生气入口

和第七气动阀；所述左再生气入口位于第七气动阀和左吸附塔之间；

[0014] 所述右出气管的输出端连接总出气管的输入端，且右出气管安装有右再生气入口

和第八气动阀；所述右再生气入口位于第八气动阀和右吸附塔之间。

[0015] 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还包括排污管路，所述排污管路连接第一空气缓冲罐、气

液分离器、冷冻式干燥机、第一精密过滤器、第二精密过滤器、第三精密过滤器、第二空气缓

冲罐、氧气缓冲罐和粉尘精滤器。

[0016] 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采用低压空气压缩机，由于低压空气压缩机在同等功率

下产气量可增加50%,相当于能耗只需常规制氧机的一半便可得到所需氧气量。因此本装

置，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可使用较少的能源来满足制氧机的工艺流程，实现节能减排。同时，

本装置精简了结构，操作简便，易于使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变压吸附制氧机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低压空气压缩机100、

[0020] 空气净化系统200、第一空气缓冲罐201、气液分离器202、冷冻式干燥机203、第一

精密过滤器204、第二精密过滤器205、第三精密过滤器206、

[0021] 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第二空气缓冲罐301、

[0022] 变压吸附制氧机302、总进气管310、压力调节阀311、第九气动阀312、第一气管支

路313、第一气动阀314、第二气动阀315、废气排气管316、第二气管支路317、第三气动阀

318、第四气动阀319、第三气管支路320、第五气动阀321、第六气动阀322、通气管路323、左

进气管324、右进气管325、左吸附塔326、右吸附塔327、左出气管328、左再生气入口329、第

七气动阀330、右出气管331、右再生气入口332、第八气动阀333、总出气管334、

[0023] 氧气缓冲罐303、粉尘精滤器304、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209065416 U

5



[0024] 排污管路400。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包括依次相连的低压空气压缩机100、空气净化系统200、

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

[0027] 所述低压空气压缩机100，将原料空气加压到0.4Mpa后进入空气净化系统200。

[0028] 所述空气净化系统200，除去压缩空气中的水、油雾和尘埃等。在变压吸附空气分

离设备中，其关键部件分子筛是一种内部含有大量微孔的颗粒状物质(如球型)，因此怕油、

水和粉尘。空压机生产出的压缩空气内含有大量的油分和水分。因此，压缩空气在进入分子

筛前要深度除水，除油，除尘。

[0029] 所述空气净化系统200由第一空气缓冲罐201、气液分离器202、冷冻式干燥机203、

第一精密过滤器204、第二精密过滤器205、第三精密过滤器206组成；所述第一空气缓冲罐

201输入端与低压空气压缩机100相连，输出端与气液分离器202相连；所述冷冻式干燥机

203输入端与气液分离器202相连，输出端与第一精密过滤器204相连；所述第二精密过滤器

205输入端与第一精密过滤器204相连，输出端与第三精密过滤器206；所述第三精密过滤器

206的输出端连接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

[0030] 第一空气缓冲罐201，用于缓冲从低压空气压缩机100输送过来的原料气体，供后

端平稳用气。气液分离器202除去原料气体中的大部分的油、水和粉尘。冷冻式干燥机203使

压缩空气的常压露点降至-20℃左右，除去大量的水分。压缩空气经过第一精密过滤器204、

第二精密过滤器205、第三精密过滤器206过滤后使含油量≤0.001ppm、含尘量≤0.01μm，之

后进入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

[0031] 所述低压吸附制氧系统300包括第二空气缓冲罐301、变压吸附制氧机302、氧气缓

冲罐303、粉尘精滤器304；所述第二空气缓冲罐301输入端与第三精密过滤器206相连，输出

端与变压吸附制氧机302相连；所述氧气缓冲罐303输入端与变压吸附制氧机302相连，输出

端与粉尘精滤器304相连。

[0032] 所述第二空气缓冲罐301，用于缓冲压缩气体，供后端平稳用气。所述变压吸附制

氧机302进行氧氮吸附分离。压缩气体从吸附塔低端进入，进行氧氮吸附分离，然后从出口

端流出氧气，这一过程经均压、减压后至常压。二个吸附塔交替循环操作，连续送入原料空

气，连续生产氧气。从变压吸附制氧机302出来的氧气进入氧气缓冲罐303，再经粉尘精滤器

304过滤后，从而得到洁净氧气。

[0033] 所述变压吸附制氧机302，包括总进气管310、压力调节阀311、第九气动阀312、第

一气管支路313、第一气动阀314、第二气动阀315、废气排气管316、第二气管支路317、第三

气动阀318、第四气动阀319、第三气管支路320、第五气动阀321、第六气动阀322、通气管路

323、左进气管324、右进气管325、左吸附塔326、右吸附塔327、左出气管328、左再生气入口

329、第七气动阀330、右出气管331、右再生气入口332、第八气动阀333、总出气管334。

[0034] 所述总进气管310一端连接第二空气缓冲罐301的输出端，另一端连接第二气管支

路317；所述总进气管310安装有压力调节阀311和第九气动阀312；所述左吸附塔326的输入

端安装有左进气管324，输出端安装有左出气管328；所述右吸附塔327的输入端安装有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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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325，输出端安装有右出气管331；所述第一气管支路313、第二气管支路317、第三气管

支路320并联设置，且第一气管支路313两端、第二气管支路317两端、第三气管支路320两端

均分别连接左出气管328和右进气管325；

[0035]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313安装有第一气动阀314和第二气动阀315；所述第一气管支

路313连接有废气排气管316；所述废气排气管316安装有消声器；所述第一气动阀314位于

左进气管324和废气排气管316之间；所述第二气动阀315位于废气排气管316和右进气管

325之间；

[0036] 所述第二气管支路317安装有第三气动阀318和第四气动阀319；所述第三气动阀

318位于左进气管324和总进气管310之间；所述第四气动阀319位于总进气管310和右进气

管325之间；

[0037] 所述第三气管支路320安装有第五气动阀321和第六气动阀322；所述第三气管支

路320中部连接通气管路323的一端，所述通气管路323的另一端连接总出气管334的输入

端；所述总出气管334的输出端连接氧气缓冲罐303。

[0038] 所述左出气管328的输出端连接总出气管334的输入端，且左出气管328安装有左

再生气入口329和第七气动阀330；所述左再生气入口329位于第七气动阀330和左吸附塔

326之间。

[0039] 所述右出气管331的输出端连接总出气管334的输入端，且右出气管331安装有右

再生气入口332和第八气动阀333；所述右再生气入口332位于第八气动阀333和右吸附塔

327之间。

[0040] 变压吸附制氧机302的工作原理如下：

[0041] 1.管道清洗。关闭第七气动阀330和第八气动阀333，打开其余气动阀。前置的洁净

的空气，流过总进气管310、第二气管支路317、第一气管支路313、废气排气管316、废气排气

管316、通气管路323和总出气管334，排除上述管道中的原有的浑浊空气。

[0042] 2 .左吸附塔326进行吸附，右吸附塔327进行解压。第九气动阀312、第三气动阀

318、第七气动阀330、第二气动阀315处于打开状态，其余气动阀关闭。调整压力调节阀311，

从而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压缩空气从总进气管310、第二气管支路317和左进气管324流入

左吸附塔326进行吸附。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和二氧化碳优先被吸附，然后氮气也被吸附，氧

气则很少吸附。氧气在气相总得到富集，并从左吸附塔326顶端排出并从总出气管334流向

后置装置，这个过程就被称为“吸附”。废气排气管316连接有鼓风机，在鼓风机的作用下，对

右吸附塔327进行抽真空，进行真空解析，解析吸附剂上的吸附的氮气，使吸附剂得到再生。

[0043] 3.当左吸附塔326中的吸附剂吸附氮气饱和时，对左吸附塔326进行解压，对右吸

附塔327进行吸附。第九气动阀312、第四气动阀319、第八气动阀333、第一气动阀314处于打

开状态，其余气动阀关闭。调整压力调节阀311，从而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压缩空气从总进

气管310、第二气管支路317和右进气管325流入右吸附塔327进行吸附。废气排气管316连接

有鼓风机，在鼓风机的作用下，对左吸附塔326进行抽真空，进行真空解析，解析吸附剂上的

吸附的氮气，使吸附剂得到再生。

[0044] 重复步骤2和3，以达到连续产氧的效果。

[0045] 一种低压吸附制氧装置，还包括排污管路400，所述排污管路400连接第一空气缓

冲罐201、气液分离器202、冷冻式干燥机203、第一精密过滤器204、第二精密过滤器205、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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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密过滤器206、第二空气缓冲罐301、氧气缓冲罐303和粉尘精滤器304。

[0046] 低压吸附制氧装置，可提供产量1-1000Nm3/h，空缩空气压力0.3MPa；氧气出口压

力：0.2MPa,纯度为90%-93%的氧气。由于压缩空气压力低,在同等功率下产气量可增加50%,

相当于能耗只需常规制氧机的一半,广泛应用于冶金业电弧炉炼钢，铜冶炼，锌冶炼，铝冶

炼，废水处理，纸浆漂白，污物生化处理化工业各种氧化反应，以及煤气化其它产业发酵、玻

璃炉窑等。

[0047]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

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的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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