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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包括卧式

罐体，卧式罐体顶部设有甲醇气进口管和淋洗水

进口，底部设有浴洗水进口，一侧封头上设有净

化气出口，另一侧封头上设有溢流水出口，卧式

罐体内腔中自上而下设有淋洗水分布板、缓冲腔

顶板和缓冲腔底板，淋洗水分布板和缓冲腔顶板

之间的空间为淋洗空间，缓冲腔顶板与缓冲腔底

板之间的空间为甲醇气缓冲空间，缓冲腔底板下

方的空间为浴洗空间，淋洗水分布板上布置溢流

管，淋洗水分布板和缓冲腔顶板之间布置净化气

升气管，缓冲腔底板下方布置甲醇气下降管。使

用本发明的甲醇气水洗罐，可以对来流甲醇气充

分缓冲，利用浴洗与淋洗相互结合的方式，促进

甲醇气与水洗水的高效接触，使甲醇气的水洗达

到流动平稳、吸收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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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包括卧式罐体（1），卧式罐体（1）由卧式圆筒形筒体和位于其两

端的封头（15）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卧式罐体（1）顶部设有甲醇气进口管（2）和淋洗水进

口（4），底部设有浴洗水进口（5），一侧封头（15）上设有净化气出口（3），另一侧封头（15）上

设有溢流水出口（6），卧式罐体（1）内腔中自上而下设有淋洗水分布板（7）、缓冲腔顶板（8）

和缓冲腔底板（9），淋洗水分布板（7）、缓冲腔顶板（8）和缓冲腔底板（9）均为水平设置的平

板，边缘与卧式罐体（1）的内壁相连，淋洗水分布板（7）和缓冲腔顶板（8）之间的空间为淋洗

空间（12），缓冲腔顶板（8）与缓冲腔底板（9）之间的空间为甲醇气缓冲空间（13），缓冲腔底

板（9）下方的空间为浴洗空间(14)，淋洗水分布板(7)上布置溢流管(16)，淋洗水分布板(7)

和缓冲腔顶板（8）之间布置净化气升气管（10），缓冲腔底板（9）下方布置甲醇气下降管

（11），甲醇气进口管（2）穿过淋洗水分布板（7）与甲醇气缓冲空间（13）连通，甲醇气下降管

（11）连通甲醇气缓冲空间（13）和浴洗空间（14），净化气升气管（10）连通浴洗空间（14）和淋

洗空间（12），净化气出口（3）与淋洗空间（12）连通，浴洗水进口（5）和溢流水出口（6）均与浴

洗空间（14）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甲醇气进口管（2）位于

卧式罐体（1）顶部中心，竖直向下安装，穿过淋洗水分布板（7）直达缓冲腔顶板（8）的中心位

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气出口(3)位于卧

式罐体（1）一侧的封头（15）上，设置在淋洗水分布板（7）和缓冲腔顶板（8）之间，连通淋洗空

间（12），浴洗水进口（5）位于该侧卧式罐体（1）底部，溢流水出口（6）位于卧式罐体（1）另一

侧封头（15）上，竖向位置处于浴洗水液位（17）以下50～1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淋洗水进口（4）位于卧

式罐体（1）顶部，和甲醇气进口管（2）相差一定圆周角度α倾斜安装，α角是15°～30°，竖直向

上安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淋洗水分布板（7）上方

空间高度占整个卧式罐体（1）高度的比例在1/6～1/5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管（16）的内直径均

为10～30毫米，高度为20～60毫米，溢流管（16）按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形状规则排列，形成两

个规则的长方形区域，分别位于甲醇气进口管（2）的两侧，淋洗水入口（4）的下方附近区域

不设置溢流管（1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每个溢流管（16）和其下

方的净化气升气管（10）一一对应且同轴心。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甲醇气下降管（11）入口

位于气缓冲腔顶板（8）下方，甲醇气下降管（11）竖直安装，均匀布置于缓冲腔顶板（8）的两

侧，甲醇气下降管（11）内直径为10～30mm，伸入水洗水液位（17）以下50～100mm；净化气升

气管（10）入口位于缓冲腔顶板（8），出口位于淋洗水分布板（7），均匀布置于甲醇气缓冲腔

（13）的中间位置，净化气升气管（10）内直径为10～30mm，在卧式罐体（1）的宽度方向上，净

化气升气管（10）布置于中间位置占据卧式罐体（1）直径的1/4～1/3，甲醇气下降管（11）布

置于净化气升气管（10）的两侧，每一侧占据卧式罐体（1）直径的1/4～1/3，在卧式罐体（1）

的长度方向上，甲醇气下降管（11）与净化气升气管（10）在甲醇气进口管（2）的两侧各自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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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形状规则排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其特征在于：所述溢流管（16）、甲醇气下

降管（11）和净化气升气管（10）各自设置几十根至几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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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甲醇气水洗罐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气体净化技术领域中的甲醇气处理技术，特别涉及一种甲醇气水洗

罐。

背景技术

[0003] 甲醇在石油化工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不仅是重要的化工原料，而且还是性能优

良的能源和车用燃料。随着煤化工的兴起，甲醇作为中间原料更突显其重要价值。甲醇具有

毒性，甲醇的毒性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影响最大，它经消化道、呼吸道或皮肤摄入

都会产生毒性反应，甲醇蒸气能损害人的呼吸道粘膜和视力。在有甲醇气的现场工作须戴

防毒面具。

[0004] 石油化工行业用于储存甲醇的储罐经常采用氮气密封，储罐在超压排放时会排放

出有害的含甲醇气(甲醇气与氮气的混合气体)，必须经过净化处理才能排入大气。目前，常

利用甲醇与水完全互溶的特点用水洗的方法来处理含甲醇气(以及甲醇气)。中国专利

CN104275073A公开了一种甲醇气吸收方法及装置，所用的卧式水洗罐内水平设置了带有筛

孔的甲醇气管和带有筛孔的新鲜水管。带有筛孔的甲醇气管位于水洗罐内水浴水的表面之

下，带有筛孔的新鲜水管设置在水浴水表面上方。带有筛孔的新鲜水管长度大于带有筛孔

的甲醇气管的长度，带有筛孔的新鲜水管筛孔喷淋的辐射区域包络甲醇气筛孔区域。正常

情况下，甲醇气通过水浴吸收；当甲醇水溶液达到饱和状态需要置换时对甲醇气进行淋洗

水洗。水浴吸收时，甲醇气由带有筛孔的甲醇气管进入水浴水中被吸收。淋洗水洗时，甲醇

气由带有筛孔的甲醇气管进入水浴水并从水浴水逸出向上流动、与带有筛孔的新鲜水管向

下喷淋的新鲜水(淋洗水)逆流接触被吸收。但该技术存在如下问题：(1)含甲醇气进入带有

筛孔的甲醇气管后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缓冲，管内各处的压力波动较大；（2）当含甲醇气从

筛孔流出时气流不平稳、不均匀，容易从近处的筛孔处逃逸而远处的筛孔无气流，流动紊

乱，与水浴水的接触状况较差；（3）当上述的含甲醇气从水浴水逸出向上流动、与带有筛孔

的新鲜水管向下喷淋的淋洗水逆流接触进行淋洗水洗时，由于气体溢出的不均匀，与淋洗

水的接触状况也比较差。这将影响到水对甲醇气的吸收，使水洗效果较差；(4)带有筛孔的

新鲜水管向下喷淋的淋洗水很难将向上流动的含甲醇气一直完全有效地覆盖和高效接触，

进行淋洗水洗时会有一些含甲醇气未经水洗即排出水洗罐，水洗效果难以得到可靠保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甲醇气水洗罐，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气液接触不均匀、波

动剧烈、水洗效果较差等问题。使用本发明的甲醇气水洗罐，可以对来流甲醇气充分缓冲，

利用浴洗与淋洗相互结合的方式，促进甲醇气与水洗水的高效接触，使甲醇气的水洗达到

流动平稳、吸收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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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甲醇气水洗罐  ，其技术方案是：

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包括卧式罐体，卧式罐体由卧式圆筒形筒体和位于其两端的封头

组成，其特征在于：所述卧式罐体顶部设有甲醇气进口管（2）和淋洗水进口，底部设有浴洗

水进口，一侧封头上设有净化气出口，另一侧封头上设有溢流水出口，卧式罐体内腔中自上

而下设有淋洗水分布板、缓冲腔顶板和缓冲腔底板，淋洗水分布板、缓冲腔顶板和缓冲腔底

板均为水平设置的平板，边缘与卧式罐体的内壁相连，淋洗水分布板和缓冲腔顶板之间的

空间为淋洗空间，缓冲腔顶板与缓冲腔底板之间的空间为甲醇气缓冲空间，缓冲腔底板下

方的空间为浴洗空间，淋洗水分布板上布置溢流管，淋洗水分布板和缓冲腔顶板之间布置

净化气升气管，缓冲腔底板下方布置甲醇气下降管，甲醇气进口管穿过淋洗水分布板与甲

醇气缓冲空间连通，甲醇气下降管连通甲醇气缓冲空间和浴洗空间，净化气升气管连通浴

洗空间和淋洗空间，净化气出口与淋洗空间连通，浴洗水进口和溢流水出口均与浴洗空间

连通。

[0007]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甲醇气进口管位于卧式罐体顶部中心，竖直向

下安装，穿过淋洗水分布板直达缓冲腔顶板的中心位置。

[0008]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净化气出口位于卧式罐体一侧的封头上，设置

在淋洗水分布板和缓冲腔顶板之间，连通淋洗空间，浴洗水进口位于该侧卧式罐体底部，溢

流水出口位于卧式罐体另一侧封头上，竖向位置处于浴洗水液位以下50～100mm。

[0009]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淋洗水进口位于卧式罐体顶部，和甲醇气进口

管相差一定圆周角度α倾斜安装，α角是15°～30°，竖直向上安装。

[0010]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淋洗水分布板方空间高度占整个卧式罐体高度

的比例在1/6～1/5之间。

[0011]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溢流管（16）的内直径均为10～30毫米，高度为

20～60毫米，溢流管按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形状规则排列，形成两个规则的长方形区域，分别

位于甲醇气进口管的两侧，淋洗水入口的下方附近区域不设置溢流管。

[0012]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每个溢流管（16）和其下方的净化气升气管一一

对应且同轴心。

[0013]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甲醇气下降管口位于气缓冲腔顶板下方，甲醇

气下降管竖直安装，均匀布置于缓冲腔顶板的两侧，甲醇气下降管内直径为10～30mm，伸入

水洗水液位以下50～100mm；净化气升气管入口位于缓冲腔顶板，出口位于淋洗水分布板，

均匀布置于甲醇气缓冲腔的中间位置，净化气升气管内直径为10～30mm，在卧式罐体的宽

度方向上，净化气升气管布置于中间位置占据卧式罐体直径的1/4～1/3，甲醇气下降管布

置于净化气升气管的两侧，每一侧占据卧式罐体直径的1/4～1/3，在卧式罐体的长度方向

上，甲醇气下降管与净化气升气管在甲醇气进口管的两侧各自按长方形或三角形的形状规

则排列。

[0014] 本发明进一步技术特征在于：所述溢流管、甲醇气下降管和净化气升气管各自设

置几十根至几百根。

[0015] 本发明一种甲醇气水洗罐主要用于对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含甲醇气进行水洗，同样

适用于液氨储罐排放气（氨气含量在20%以下）等的水洗处理。

[0016]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甲醇气在专门设置的缓冲空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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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空间和停留时间进行缓冲，经过缓冲之后甲醇气流动平稳、分布均匀、各处的压力波

动不大，能够以一定的速度从甲醇气下降管平稳、均匀地进入浴洗空间内的水浴水中进行

第一次水洗，与水浴水的接触状况较好，不会使水浴水出现较大的不规则波动，达到提高水

洗效果的目的。第一次水洗后的含甲醇气也能够比较平稳地逸出到水浴水表面上方，经多

根联通管重新分布后从多处均匀地进入淋洗空间，与溢流凸台向下流出的水洗水较好地接

触，使淋洗效果较好。(2)甲醇气缓冲空间内的甲醇气全部由甲醇气下降管向下进入浴洗空

间内的水浴水中进行第一次水洗，水洗后的甲醇气全部流经联通管进入淋洗空间与淋洗水

逆流接触进行第二次的水洗。因此，本发明可以无遗漏地对含甲醇气进行水洗，不会出现一

些含甲醇气未经水洗即排出水洗罐的情况。甲醇气基本上能够被吸收干净，水洗效果能够

得到可靠保证。(3)含甲醇气在本发明的水洗罐内经过浴洗和淋洗两次水洗操作，效果较

好。使用本发明可以实现平稳操作、增加单位体积的含甲醇气与水洗水的接触面积、提高水

洗水对甲醇气的吸收率，对含甲醇气的水洗效果好、净化程度高。本发明主要用于对石油化

工等行业的含甲醇气进行水洗。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种甲醇气水洗罐的简单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一种甲醇气水洗罐侧向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一种甲醇气水洗罐结构三维视图(部分结构未显示)。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升气管与降液管截面视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一种甲醇气水洗罐淋洗水分布板三维视图。

[0022] 图1～5中相同附图标记表示相同的技术特征。

[0023] 其中，图1～5中：1-卧式罐体，2-甲醇气进口管，3-净化气出口，4-淋洗水进口，5-

浴洗水进口，6-溢流水出口，7-淋洗水分布板,8-缓冲腔顶板，9-缓冲腔底板，10-净化气升

气管，11-甲醇气下降管，12-淋洗空间，13-甲醇气缓冲空间，14-浴洗空间，15-封头，16-溢

流管，17-液位。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见附图1～5。

[0025] 一种甲醇气水洗罐，包括卧式罐体1，卧式罐体1由卧式圆筒形筒体和位于其两端

的封头15组成，卧式罐体1顶部设有甲醇气进口管2和淋洗水进口4，底部设有浴洗水进口5，

一侧封头15上设有净化气出口3，另一侧封头15上设有溢流水出口6，卧式罐体1内腔中自上

而下设有淋洗水分布板7、缓冲腔顶板8和缓冲腔底板9，淋洗水分布板7、缓冲腔顶板8和缓

冲腔底板9均为水平设置的平板，边缘与卧式罐体1的内壁相连，淋洗水分布板7和缓冲腔顶

板8之间的空间为淋洗空间12，缓冲腔顶板8与缓冲腔底板9之间的空间为甲醇气缓冲空间

13，缓冲腔底板9下方的空间为浴洗空间14，淋洗水分布板7上方布置溢流管16，淋洗水分布

板7和缓冲腔顶板8之间布置净化气升气管10，缓冲腔底板9下方布置甲醇气下降管11，甲醇

气进口管2穿过淋洗水分布板7与甲醇气缓冲空间13连通，甲醇气下降管11连通甲醇气缓冲

空间13和浴洗空间14，净化气升气管10连通浴洗空间14和淋洗空间12，净化气出口3与淋洗

空间12连通，浴洗水进口5和溢流水出口6均与浴洗空间14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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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所述甲醇气进口管2一般位于卧式罐体1顶部中心，竖直向下安装，穿过淋洗水分

布板7直达缓冲腔顶板8的中心位置。

[0027] 净化气出口3一般位于卧式罐体1一侧的封头15上（图1所示，净化气出口3位于卧

式罐体1左侧封头15上），设置在淋洗水分布板7和缓冲腔顶板8之间，连通淋洗空间12，浴洗

水进口5位于该侧卧式罐体1底部（图1所示，浴洗水进口5位于卧式罐体1左侧底部）；溢流水

出口6位于卧式罐体1另一侧封头15之上水平安装（图1所示，溢流水出口6位于卧式罐体1右

侧封头15上），竖向位置处于浴洗水液位17以下50～100mm，溢流水出口6安装控制水洗罐液

位的小水封（图中为示出），所述淋洗水进口4位于卧式罐体1顶部，和甲醇气进口管2相差一

定圆周角度α倾斜安装，α角一般是15°～30°之间，竖直向上安装。

[0028] 所述淋洗水分布板7上方空间高度占整个卧式罐体1高度的比例在1/6～1/5左右。

淋洗水分布板7的中心位置开设圆孔作为甲醇气进口管2与甲醇气缓冲空间13连接的通道，

该通道与甲醇气进口管2之间完全焊接形成良好密封。

[0029] 所述溢流管16的内直径一般均为10～30毫米，高度一般为20～60毫米，作为溢流

水进入淋洗水分布板7下方淋洗空间12的通道形成溢流效应。溢流管16按长方形、三角形等

形状规则排列，形成两个规则的窄长方形区域，分别位于甲醇气进口管2的两侧。

[0030] 在淋洗水入口4的正下方附近区域不设置溢流管16，以免从淋洗水入口4流下的水

洗水直接经溢流管16进入淋洗空间12，造成淋洗失效。每个溢流管16和其下方的净化气升

气管10一一对应且同轴心，方便溢流管16溢流下来的水直接和净化气升气管10来的经过浴

洗的净化气在净化气升气管10形成逆流效应强化淋洗效果且便于淋洗水通过净化气升气

管10进入淋洗空间12。

[0031] 缓冲腔顶板8与缓冲腔底板9中间的空间为甲醇气缓冲空间13，用于缓冲进入水洗

罐的甲醇气，甲醇气缓冲腔13要有足够大的容积，使含甲醇气有足够的停留时间得到充分

缓冲，停留时间一般应控制在3～5分钟。尤其是，含甲醇气在甲醇气缓冲空间13经过缓冲

后，应当流动平稳、分布均匀、各处的压力波动不大，能够平稳地进入甲醇气下降管11并从

甲醇气下降管11平稳地进入浴洗空间14内的水浴水中，不使水浴水出现较大的不规则波

动，达到提高水洗效果的目的。

[0032] 甲醇气下降管11入口位于气缓冲腔顶板8下方，甲醇气下降管11竖直安装，均匀布

置于缓冲腔顶板8的两侧，甲醇气下降管11内直径一般为10～30mm，伸入水洗水液位17以下

50～100mm。一般应控制甲醇气下降管11内的气流速度一般为0.2～0.5m/s。净化气升气管

10入口位于缓冲腔顶板8，出口位于淋洗水分布板7，连接浴洗空间14与淋洗空间12作为浴

洗后的净化气进入淋洗空间12的通道，均匀布置于甲醇气缓冲腔13的中间位置。净化气升

气管10内直径一般为10～30mm。在卧式罐体1的宽度方向上，净化气升气管10布置于中间位

置占据卧式罐体1直径的1/4～1/3左右，甲醇气下降管11布置于净化气升气管10的两侧，每

一侧占据卧式罐体1直径的1/4～1/3左右。在卧式罐体1的长度方向上，甲醇气下降管11与

净化气升气管10在甲醇气进口管2的两侧各自按长方形、三角形等形状规则排列形成规则

的矩形。

[0033] 溢流管16、甲醇气下降管11、净化气升气管10可以各自设置几十根至几百根。在管

子直径一定的情况下，净化气升气管10的根数主要根据第一次水洗后的含甲醇气流量以及

从淋洗空间12流下的水洗水的流量而定，使它们能够顺畅地流过并从多处分别均匀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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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洗空间12和浴洗空间14内的水浴水中。溢流管16的根数主要根据在淋洗空间12进行淋洗

后的甲醇气流量以及从淋洗水分布板7上溢流进入溢流管16的水洗水的流量而定，使溢流

管16流出的水洗水能够从多处分别均匀地进入淋洗空间12。甲醇气下降管11的根数主要根

据甲醇气的处理量而定，能使甲醇气缓冲空间13内的甲醇气在甲醇气下降管11中流动并从

多处进入浴洗空间14内的水浴水中。

[0034] 新鲜水经淋洗水进口4进入淋洗水分布板7上方空间并落到淋洗水分布板7上，再

溢流进入溢流管16并沿溢流管16的内壁向下进入淋洗空间12，在淋洗空间12内向下流动，

与在淋洗空间12内向上流动的浴洗之后的甲醇气逆流接触进行淋洗；淋洗即在淋洗空间12

内水洗水对第一次水洗后的含甲醇气的水洗。上述的淋洗以及在净化气升气管10中的气液

逆流为第二次水洗；采用逆流接触水洗可以增大水、气接触时间和接触面积，提高对甲醇气

的吸收效率。含甲醇气经过第二次水洗后成为净化气，由由净化气出口管3排出。

[0035] 淋洗空间12内用过的水洗水(甲醇含量较低)作为补充水由净化气升气管10向下

进入浴洗空间14内的水浴水中，同时一部分甲醇含量较高的水浴水由溢流水出口6流出水

洗罐。这样，就可以控制住浴洗空间14内的液位17高度，并保持浴洗空间14内的水浴水对甲

醇气的吸收能力(注：液位17以下为水浴水)。

[0036] 本发明各部件的材料一般为不锈钢(例如304不锈钢)，部件之间的连接一般采用

焊接。

[0037] 采用上述的甲醇气水洗罐对甲醇气进行水洗的工作过程如下：

首先甲醇气（含量在20%以下，其余为氮气等惰性气体）自甲醇气进口管2进入甲醇气缓

冲空间13；甲醇气经过缓冲之后，甲醇气沿安装于甲醇气缓冲腔底板9的甲醇气下降管11向

下流动进入水浴水液位17以下进行浴洗作业；经过浴洗之后的净化气经穿过缓冲腔顶板8

与缓冲腔底板9的净化气升气管10进入淋洗水分布板7与缓冲腔顶板8之间的淋洗空间12；

淋洗水经淋洗水进口4冲击在淋洗水分布板7之上，然后经溢流管16溢流进入淋洗空间12形

成淋洗效应对甲醇气进行二次淋洗吸收，净化气经净化气出口3排入大气。水洗水经浴洗水

进口5进入浴洗空间14进行补水形成长流水，水洗废水经溢流水出口6流出卧式罐体1，溢流

水出口6处安装小水封用于控制浴洗水液位（图中为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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