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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回收芳香族的萃取蒸馏

(57)摘要

使用萃取蒸馏塔作萃取蒸馏以回收芳香族

烃类的方法，此萃取蒸馏塔具有包含分凝器的新

颖塔顶系统(overhead  system)。此方法能够(i)

有效地从萃取蒸馏塔底部流去除重质非芳香族

(特别是C8环烷化合物)，以增加芳香族产物(特

别是混合二甲苯)的纯度，且(ii)减少(或更佳地

控制)萃余物产物流的苯流失，维持作为汽油掺

配原料质量，并由此提升芳香族产物中苯的回

收。原料包括全范围进料，例如是裂解汽油，或窄

范围进料，例如是重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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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以从烃类进料混合物中回收芳香族烃类的方法，该烃类进料混合物包含

(i)全范围进料，其包括C6-C8芳香族烃类及C6-C8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8芳香族烃类

包括苯、甲苯、乙苯及二甲苯，所述C6-C8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或

(ii)窄范围进料，其包括C6-C7芳香族烃类及C6-C7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7芳香族烃类

包括苯、甲苯及低于2％的C8芳香族烃类，所述C6-C7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包含芳香族烃类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引入至萃取蒸馏塔(EDC)的中间部份，且

将包含萃取蒸馏溶剂及水的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该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

(b)从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抽出富非芳香族烃类流，且从该萃取蒸馏塔的底部回收第

二富溶剂流；

(c)在静态混合器或多阶接触器中，混合第三富溶剂流与全部该富非芳香族烃类流，以

形成混合流，将该混合流引入至分离容器中以将该混合流分离为溶剂相及萃余物相；

(d)将包含苯的该溶剂相循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

(e)清洗所述萃余物的第一部份，以产生萃余物产物，且将所述萃余物的第二部份作为

回流循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

(f)将该第二富溶剂流引入至溶剂回收塔的中间部份，从该溶剂回收塔的顶部回收富

芳香族烃类流，且从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移除第四富溶剂流；

(g)将来自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的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作为第一富溶剂流转

移，该第一富溶剂流被引入至所述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将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一少

量部份作为第三富溶剂流转移，该第三富溶剂流与步骤(b)中的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混

合，且将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二少量部份作为第五富溶剂流转移，该第五富溶剂流被引

入至热溶剂再生区域的上部；以及

(h)移除该热溶剂再生区域的较低部份的污泥，并回收来自该热溶剂再生区域的顶部

的第六富溶剂流，且循环该第六富溶剂流至该溶剂回收塔的较低部份，

其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所述第一富溶剂流相同的组成。

2.如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所述进料混合物包含所述全范围进料。

3.如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含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的溶剂：环丁

砜、烷基环丁砜、N-甲酰吗啉、N-甲基吡咯烷酮、四甘醇、三甘醇、二甘醇及其混合物，且以水

作为共溶剂。

4.如权利要求3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括以水作为共溶剂的环丁砜。

5.如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及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在静态混合

器中被混合。

6.如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包含水、非芳香族烃类、苯及微量

的其它芳香族烃类。

7.如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在步骤(c)中的所述溶剂相包含溶剂、苯、水及微量的芳香

族烃类。

8.如权利要求1的方法，其中清洗所述萃余物的第一部份移除溶剂。

9.用于从烃类进料混合物回收芳香族烃类的方法，该烃类进料混合物包括

(i)全范围进料，其包括C6-C8芳香族烃类及C6-C8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8芳香族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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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苯、甲苯、乙苯及二甲苯，且所述C6-C8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或

(ii)窄范围进料，其包括C6-C7芳香族烃类及C6-C7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7芳香族烃类

包括苯、甲苯及低于2％的C8芳香族烃类，且所述C6-C7非芳香族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包含芳香族烃类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引入至萃取蒸馏塔(EDC)的中间部份，且

将包含萃取蒸馏溶剂及水的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该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

(b)从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抽出富非芳香族烃类蒸气流，且从该萃取蒸馏塔的底部回

收第二富溶剂流；

(c)局部冷凝该富非芳香族烃类蒸气流以部份地移除水及C8环烷烃，以产生液流及第二

蒸气流，随后该第二蒸气流被完全冷凝以形成冷凝物流；

(d)在静态混合器或多阶接触器中混合第三富溶剂流与全部该第二蒸气流的该冷凝物

流以形成混合物，将该混合物引入至分离容器，以将该混合物分离为溶剂相及萃余物相；

(e)将包含苯的该溶剂相循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

(f)清洗所述萃余物相的第一部份，以产生萃余物产物，且将第二部份作为回流循环至

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

(g)将该第二富溶剂流引入至溶剂回收塔的中间部份，回收来自该溶剂回收塔顶部的

富芳香族烃类流，且移除来自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

(h)将来自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的该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作为第一富溶剂流转移

至该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将该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一少量部份作为第三富溶剂流转移，

混合该第三富溶剂流与所述冷凝物流，且将该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二少量部份作为第五富溶

剂流引入至热溶剂再生区域的上部；以及

(i)移除来自该溶剂再生区域的较低部份的污泥，且回收来自该溶剂再生区域的顶部

的第六富溶剂流，以循环至该溶剂回收塔的较低部份，

其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所述第一富溶剂流相同的组成。

10.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所述进料混合物包括所述全范围进料。

11.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含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的溶剂：环

丁砜、烷基环丁砜、N-甲酰吗啉、N-甲基吡咯烷酮、四甘醇、三甘醇、二甘醇及其混合物，且以

水作为共溶剂。

12.如权利要求11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含环丁砜和作为共溶剂的水。

13.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及所述冷凝物流在静态混合器中被混

合。

14.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包含水、非芳香族烃类、苯及微量

的其它芳香族烃类。

15.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在步骤(d)中的所述溶剂相包含溶剂、苯、水及微量的芳

香族烃类。

16.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清洗所述萃余物的第一部份移除溶剂。

17.如权利要求9的方法，其中步骤(i)的所述第六富溶剂流包含溶剂、水及沸点低于所

述溶剂的烃类与非烃类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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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回收芳香族的萃取蒸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系涉及从包括芳香族烃类及非芳香族烃类的混合物回收芳香族烃类的技

术，且特别涉及使用具有新颖的塔顶系统的萃取蒸馏塔(extractive  distillation 

column，EDC)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包括芳香族及非芳香族(烃类)的混合物回收芳香族烃类，可以利用液液萃取

(liquid-liquid  extraction，LLE)或萃取蒸馏(extractive  distillation，ED)的方式实

现。萃取蒸馏的方式中，加入非挥发的极性溶剂至萃取蒸馏塔，以增加具有相近沸点的极性

较大的和极性较小的组分间的相对挥发度。一般而言，溶剂被加至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且

烃类进料被引入至萃取蒸馏塔的中间部份。当非挥发性的溶剂通过该塔下降，其优先萃取

极性较大的的成份以形成富溶剂流朝向萃取蒸馏塔的底部移动，而极性较小的成份蒸气上

升至顶部。塔顶蒸气冷凝且冷凝物的一部分作为回流循环至萃取蒸馏塔的顶部，冷凝物的

其它部份作为萃余物产品被抽取。包含溶剂以及极性较大的成份的富溶剂由塔底部被导至

溶剂回收塔(Solvent  Recovery  Column，SRC)以回收(i)极性较大的成份作为塔顶产物，以

及(ii)贫(lean)溶剂(不含进料成份)作为底部产物，该贫溶剂被循环至萃取蒸馏塔的上部

份。部分的塔顶产物作为回流被循环至溶剂回收塔的顶部，以减少顶部蒸气中夹带的任何

溶剂。选择性地在减压(真空)及/或以汽提介质(stripping  medium)下操作溶剂回收塔以

降低塔底温度。

[0003] 用以回收芳香族烃类的萃取蒸馏工艺说明在Tian等人的美国第7,078,580号专

利、Cines的美国第4,053,369号专利，以及F.Lee等人发表于1987年工业及化学工程研究期

刊(Ind.Eng.Chem.Res.)第26卷第3期出版，第564-573页的「用以回收芳香族之两液相萃取

蒸馏方法」(Two  Liquid-Phase  Extractive  Distillation  for  aromatics  Recovery)。

[0004] 虽然萃取蒸馏的方法较液液萃取的方法容易实施，萃取蒸馏的方法有许多关键操

作上的限制。举例来说，萃取蒸馏的方法对于进料的沸腾范围较液液萃取的方法受到更多

的限制。为了达到可接受的芳香族烃类纯度及回收率，溶剂需要将基本上所有的苯

(benzene)(具有80.1℃沸点的最轻的芳香族化合物是重指标)保持于萃取蒸馏塔的底部，

因而可以将实质上所有最重的非芳香族驱赶至萃取蒸馏塔的顶部。对于窄沸点范围的芳香

族进料(C6-C7)，非芳香族成分(轻指标)是C7环烷烃，例如是沸点为103.5℃的乙基环戊烷

(ethylcyclopentane)。对于宽沸点范围的芳香族进料(C6-C8)，非芳香族成分(轻指标)是C8

环烷烃，例如是沸点为131.8℃的乙环己烷(ethylcyclohexane)。这些化合物成为轻指标成

份组成，除了因为其具有较高的沸点之外，还因为相对于进料中其它非芳香族化合物具有

较强的极性，而有较强倾向与溶剂和芳香族化合物停留在一起。从宽沸点范围的进料中回

收苯、甲苯和二甲苯(BTX)芳香族，比从窄沸点范围进料回收苯和甲苯更加困难，宽沸点范

围的进料例如是全范围裂解汽油，窄沸点范围进料例如是C6-C7重整油(reformate)。然而，

即便是明确限定的窄沸点范围进料仍包含至少百分之二的C8烃类，其包括C8芳香族及环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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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

发明内容

[0005] 已经显示，在现有技术的萃取蒸馏工艺中，C8芳香族产物中的环烷杂质明显地高

于从液液萃取工艺所制造的环烷杂质。较高浓度的C8+环烷杂质可能在之后的对二甲苯生产

中的二甲苯异构化和纯化单元造成严重的问题。这对萃取蒸馏技术造成挑战，特别是对于

从全范围(C6-C8)进料生产BTX芳香族。本发明意识到减少芳香族产物(特别是对于C8芳香

族)中环烷烃含量的重要性。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颖的萃取蒸馏配置以及伴随的操作方法，以大幅改善从萃取蒸

馏塔底部的富溶剂流中移除重非芳香族(特别是C8环烷化合物)，以增加芳香族产物(特别

是C8芳香族烃类)的纯度。本发明的芳香族回收方法减少(或控制)萃取蒸馏塔顶部萃余物

(非芳香族)产物流中苯的损失，以维持其作为合适的掺配汽油原料的质量，且因而增加芳

香族产物中苯的回收。改良的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位的效率优于传统的萃取蒸馏塔。本发

明部分基于认知：即通过向塔顶系统加入富溶剂流，以萃取在萃取蒸馏塔的顶部萃余物流

中的苯，循环其溶剂相至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在微量溶剂移除后，抽出烃相作为塔顶产

物，达到改善芳香族的回收。

[0007] 在传统的萃取蒸馏塔的操作中，由于苯具有低的沸点，苯基本上是唯一在萃取蒸

馏塔顶部萃余物流的损失的芳香族烃类(HC)。对于本萃取蒸馏方法，萃取蒸馏塔顶部萃余

物流中的苯被富溶剂流萃取，且循环至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因此较重的非芳香族烃类，

特别是C8环烷烃，被驱赶到萃取蒸馏塔的塔顶，而不需要考虑从萃取蒸馏塔底部抽取的芳

香族产物流中苯的损失。

[0008] 因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萃取蒸馏塔的改善萃取蒸馏操作，其用于从全范围进

料(例如是裂解汽油)或从窄范围进料(例如是重整油(reformate))回收苯、甲苯、二甲苯以

及C8芳香族烃类。在芳香族产物中重非芳香族烃类(特别是C8环烷烃)的量大幅地减少，因而

提升混合二甲苯的纯度达到与液液萃取方法产出的产物相当的程度。

[0009] 一方面，本发明关于一种萃取蒸馏的方法，其具有改善的萃取蒸馏塔中的配置及

操作来回收芳香族烃，该回收的芳香族烃含有减少的非芳香族烃类(HC)污染物，并增加从

包括芳香族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混合物中的苯回收，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a)将包含芳香族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引入至萃取蒸馏的中间部份，以及将本

质上包含溶剂及水的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作为选择性溶剂进料；

[0011] (b)由萃取蒸馏塔的顶部抽出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此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包含

水、非芳香族烃类、苯，以及微量的其它芳香族烃类，以及从萃取蒸馏塔的底部回收第二富

溶剂流，此第二富溶剂流包括溶剂、芳香族烃类及微量的非芳香族烃类；

[0012] (c)混合第三富溶剂流与步骤(b)中的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

所述第一富溶剂流相同的组成，以产生溶剂相以及萃余物相。

[0013] (d)将步骤(c)中的溶剂相循环至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此溶剂相包括苯、水及

微量的其它芳香族烃类。

[0014] (e)抽出步骤(c)中至少部份的萃余物相，在水冲洗以移除微量的溶剂后作为萃余

物产物；且将其它部份循环至萃取蒸馏塔的顶部作为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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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f)将步骤(b)中的第二富溶剂流引入至溶剂回收塔(SRC)的中间部份，从溶剂回

收塔的顶部回收富含芳香族烃类流，此富含芳香族烃类流基本上不含有溶剂及非芳香族烃

类，且移除溶剂回收塔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此第四富溶剂流基本上包含溶剂及水；

[0016] (g)将此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步骤(a)中萃取蒸

馏塔的上部份，作为萃取性的选择性溶剂进料；混合第四富溶剂流的少量部份(第三富溶剂

流)及与步骤(b)中的所述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以及将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另一少量部份

(第五富溶剂流)引入至热溶剂再生区域的上部中，从溶剂再生区域的较低部份移除重污泥

(heavy  sludge)，且从溶剂再生区域的顶部回收第六富溶剂流，第六富溶剂流包含溶剂、水

及烃类和沸点低于所述溶剂的其它化合物，以循环至步骤(f)中溶剂回收塔的较低部份。

[0017] 于另一方面，本发明涉及萃取蒸馏方法，此方法具有改良型的萃取蒸馏塔配置及

操作，用于回收具有减少的非芳香族烃类污染物的芳香族烃类，且从芳香族及非芳香族烃

类的烃类(HC)进料混合物中增加苯的回收，此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0018] (a)将包含芳香族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引入至萃取蒸馏塔的中间部份，且将基

本上包含溶剂及水的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作为选择性溶剂进料；

[0019] (b)由萃取蒸馏塔顶部抽出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此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包含水、

非芳香族烃类、苯，及微量的其它芳香族烃类，并从萃取蒸馏塔底部回收包含溶剂及芳香族

烃类的第二富溶剂流；

[0020] (c)局部冷凝步骤(b)中来自萃取蒸馏塔顶部的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以部份地移

除水及较重烃类，以形成具有减少的水及较重烃类的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

[0021] (d)混合第三富溶剂流及步骤(c)中具有减少的水及较重烃类的富含非芳香族烃

类流，该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第一富溶剂流相同的组成，且将此混合物引入至萃取蒸馏塔

的塔顶系统以产生溶剂相及萃余物相。

[0022] (e)将包含苯、水及微量的其它芳香族烃类的步骤(d)的溶剂相循环至萃取蒸馏塔

的较低部份。

[0023] (f)抽出步骤(d)中萃余物相的至少一部份于水冲洗以移除微量的溶剂后作为萃

余物产物；以及将其它部份循环至萃取蒸馏塔的顶部作为回流。

[0024] (g)将步骤(b)中的第二富溶剂流引入至溶剂回收塔的中间部份，从溶剂回收塔顶

部回收富含芳香族烃类流，富含芳香族烃类流基本上不含溶剂及非芳香族烃类，以及从溶

剂回收塔的底部移除第四富溶剂流，该第四富溶剂流基本上包含溶剂及水；

[0025] (h)将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步骤(a)中萃取蒸馏

塔的上部份中，作为选择性溶剂进料；混合第四富溶剂流的少部份(第三富溶剂流)及步骤

(c)中水及较重烃类减少的富含非芳香族烃类流；且将另外少量部份的第四富溶剂流(第五

富溶剂流)引入至热溶剂再生区域上部中，由溶剂再生区域的较低部份移除重污泥，以及从

溶剂再生区域的顶部回收第六富溶剂流，以循环至步骤(g)中溶剂回收塔的较低部份，该第

六富溶剂流包含溶剂、水，及烃类以及沸点低于所述溶剂沸点的其它化合物。

[0026] 根据一个实施方案，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以从烃类进料混合物中回收芳香族烃类的

方法，该烃类进料混合物包含

[0027] (i)全范围进料，其包括C6-C8芳香族烃类及C6-C8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8芳香族

烃类包括苯、甲苯、乙苯及二甲苯，所述C6-C8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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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ii)窄范围进料，其包括C6-C7芳香族烃类及C6-C7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7芳香族

烃类包括苯、甲苯及低于2％的C8芳香族烃类，所述C6-C7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烃及

烯烃，

[0029]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a)将包含芳香族烃类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引入至萃取蒸馏塔(EDC)的中间部

份，且将包含萃取蒸馏溶剂及水的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该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

[0031] (b)从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抽出富非芳香族烃类流，且从该萃取蒸馏塔的底部回

收第二富溶剂流；

[0032] (c)在静态混合器或多阶接触器中，混合第三富溶剂流与该富非芳香族烃类流，以

形成混合流，将该混合流引入至分离容器中以将该混合流分离为溶剂相及萃余物相；

[0033] (d)将包含苯的该溶剂相循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

[0034] (e)清洗所述萃余物的第一部份，以产生萃余物产物，且将所述萃余物的第二部份

作为回流循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

[0035] (f)将该第二富溶剂流引入至溶剂回收塔的中间部份，从该溶剂回收塔的顶部回

收富芳香族烃类流，且从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移除第四富溶剂流；

[0036] (g)将来自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的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作为第一富溶剂

流转移，该第一富溶剂流被引入至所述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将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第

一少量部份作为第三富溶剂流转移，该第三富溶剂流与步骤(b)中的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

流混合，且将所述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二少量部份作为第五富溶剂流转移，该第五富溶剂流

被引入至热溶剂再生区域的上部；以及

[0037] (h)移除该热溶剂再生区域的较低部份的污泥，并回收来自该热溶剂再生区域的

顶部的第六富溶剂流，且循环该第六富溶剂流至该溶剂回收塔的较低部份，

[0038] 其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所述第一富溶剂流相同的组成。

[0039]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进料混合物包含所述全范围进料。

[0040]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含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的溶剂：环丁

砜、烷基环丁砜、N-甲酰吗啉、N-甲基吡咯烷酮、四甘醇、三甘醇、二甘醇及其混合物，且以水

作为共溶剂。在一个可选的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括以水作为共溶剂的环丁

砜。

[0041]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及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在静态混合器

中被混合。

[0042]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包含水、非芳香族烃类、苯及微量的

其它芳香族烃类。

[0043]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在步骤(c)中的所述溶剂相包含溶剂、苯、水及微量的芳香

族烃类。

[0044]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清洗所述萃余物的第一部份移除溶剂。

[0045] 根据一个实施方案，本发明涉及用于从烃类进料混合物回收芳香族烃类的方法，

该烃类进料混合物包括：

[0046] (i)全范围进料，其包括C6-C8芳香族烃类及C6-C8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8芳香族

烃类包括苯、甲苯、乙苯及二甲苯，且所述C6-C8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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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ii)窄范围进料，其包括C6-C7芳香族烃类及C6-C7非芳香族烃类，所述C6-C7芳香族

烃类包括苯、甲苯及低于2％的C8芳香族烃类，且所述C6-C7非芳香族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

烃，

[0048]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9] (a)将包含芳香族烃类及非芳香族烃类的进料引入至萃取蒸馏塔(EDC)的中间部

份，且将包含萃取蒸馏溶剂及水的第一富溶剂流引入至该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

[0050] (b)从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抽出富非芳香族烃类蒸气流，且从该萃取蒸馏塔的底

部回收第二富溶剂流；

[0051] (c)局部冷凝该富非芳香族烃类蒸气流以部份地移除水及C8环烷烃，以产生液流

及第二蒸气流，随后该第二蒸气流被完全冷凝以形成冷凝物流；

[0052] (d)在静态混合器或多阶接触器中混合第三富溶剂流与该第二蒸气流的该冷凝物

流以形成混合物，将该混合物引入至分离容器，以将该混合物分离为溶剂相及萃余物相；

[0053] (e)将包含苯的该溶剂相循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

[0054] (f)清洗所述萃余物相的第一部份，以产生萃余物产物，且将第二部份作为回流循

环至该萃取蒸馏塔的顶部；

[0055] (g)将该第二富溶剂流引入至溶剂回收塔的中间部份，回收来自该溶剂回收塔顶

部的富芳香族烃类流，且移除来自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

[0056] (h)将来自该溶剂回收塔的底部的该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作为第一富溶剂流

转移至该萃取蒸馏塔的上部份中，将该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一少量部份作为第三富溶剂流转

移，混合该第三富溶剂流与所述冷凝物流，且将该第四富溶剂流的第二少量部份作为第五

富溶剂流引入至热溶剂再生区域的上部；以及

[0057] (i)移除来自该溶剂再生区域的较低部份的污泥，且回收来自该溶剂再生区域的

顶部的第六富溶剂流，以循环至该溶剂回收塔的较低部份，

[0058] 其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所述第一富溶剂流相同的组成。

[0059]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进料混合物包括所述全范围进料。

[0060]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含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的溶剂：环丁

砜、烷基环丁砜、N-甲酰吗啉、N-甲基吡咯烷酮、四甘醇、三甘醇、二甘醇及其混合物，且以水

作为共溶剂。在一个可选的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富溶剂流包含环丁砜和作为共溶剂的

水。

[0061]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第三富溶剂流及所述冷凝物流在静态混合器中被混

合。

[0062]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所述富非芳香族烃类流包含水、非芳香族烃类、苯及微量的

其它芳香族烃类。

[0063]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在步骤(d)中的所述溶剂相包含溶剂、苯、水及微量的芳香

族烃类。

[0064]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清洗所述萃余物的第一部份移除溶剂。

[0065] 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步骤(i)的所述第六富溶剂流包含溶剂、水及沸点低于所述

溶剂的烃类与非烃类化合物。

[0066] 图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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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图1绘示出用于从在管线静态混合器(in-line  static  mixer)内的萃取蒸馏塔塔

顶萃余物流中萃取苯的方法，得以从萃取蒸馏塔底部富溶剂流增加去除重环烷烃的含量，

用于提高C8芳香族的纯度及苯回收；以及

[0068] 图2绘示出用以从管线静态混合器内的具有减少的水分含量的溶剂的萃取蒸馏塔

顶部萃余物流萃取苯的方法，得以从萃取蒸馏塔底部富溶剂流增加去除重环烷烃的含量，

用于提高C8芳香族的纯度及苯回收。

具体实施方式

[0069] 对于全范围(full-range)之进料的测试结果，显示以对于先前现有技术之的萃取

蒸馏法作处理，芳香族萃取产物中非芳香族烃类的含量(主要包括C8+环烷烃类)在0.4至0.7

重量百分比(wt％)的范围内，因而产生纯度低于98.5wt％(此为最低纯度要求)的C8芳香族

产物。相对地，相似的进料以液液萃取方法可以得到具有低于0.1wt％之的芳香族烃类的萃

取产物。

[0070] 一般认为，烃类在环丁砜(sulfolane)或其它极性溶剂中的溶解度为的顺序：芳香

族>>环烷烃>烯烃>石蜡。换句话说，芳香族的溶解度明显地高于环烷烃的溶解度。因此，本

发明用以减少芳香族产物中的环烷烃类的特征在于将辅助(secondary)溶剂加入至萃取蒸

馏塔顶部流，优先萃取此流中的苯及其它芳香族组分以形成溶剂相，将萃大部分的环烷烃

及其它极性较小的非芳香族组分留在余物相中，以水冲洗以移除微量的溶剂后抽取为萃余

物产物。

[0071] 溶剂相接着循环至萃取蒸馏塔，以回收主要的苯及少量的其它芳香族化合物。此

种调变改变使得萃取蒸馏塔再沸器得以驱使更多的(即便如果非全部的话)重非芳香族，特

别是C8环烷烃(轻指标成份)至萃取蒸馏塔顶部，不考虑无需担心萃取蒸馏塔底部富溶剂流

中苯(重指标成份)的流失。事实上，藉由循环通过以循环辅助溶剂萃取之的苯，使得向萃取

蒸馏塔顶部的流失的大部分苯被回收，因而增加且控制了苯的回收。

[0072] 一般来说，进料至萃取蒸馏塔顶部附近的贫溶剂中的水分的含量被控制。当高沸

点的(非挥发性)溶剂在萃取蒸馏塔向下流时，贫溶剂中低沸点的水汽化且上升至萃取蒸馏

塔的顶部。因此，溶剂中水分含量在塔顶最高，在塔底最低。由于水为反溶剂(anti-

solvent)，表示顶部的溶剂混合物具有最低的溶解度(最高的选择性)，且顶部集中溶解度

较小的非芳香族烃类。相对地，底部的溶剂混合物具有最高的溶解度(最低的选择性)且底

部存在高度可溶的芳香族烃类。此种水浓度分布(concentration  profile)系非常不理想

的。

[0073] 由于溶解度较小的非芳香族烃类集中于萃取蒸馏的上部份，当使用萃取蒸馏溶剂

例如环丁砜时，萃取蒸馏塔上部份存在两种不理想的液相。共溶剂(Co-solvent)例如水，可

以有利于或不利于萃取蒸馏溶剂(例如环丁砜)的选择性。在单一液相时，当环丁砜溶剂水

分含量由0增加至5wt％时，环丁砜溶剂的选择性被明显地增强。然而，当两液相存在时则恰

恰相反。因此，选择用于循环溶剂相的萃取蒸馏塔的位置对于萃取蒸馏塔的操作很重要，特

别是当此溶剂相包含的水比溶剂进料更多的时候(溶剂进料中的水加上萃取蒸馏塔顶部的

至少一部份的水)。利用本发明，可以于静态混合器中或于多阶接触器例如多阶混合器/沈

降槽(settler)中混合萃取蒸馏塔顶部流与辅助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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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可以想象，向萃取蒸馏塔的较低部份加入含较多的水的溶剂将可逆转萃取蒸馏塔

内不理想的水浓度分布。如此将减少从萃取蒸馏塔底部抽取的芳香族产物中C8+环烷含量，

提供较佳的蒸馏塔效能。

[0075] 图1绘示种芳香族的回收方法，使用于萃取蒸馏塔40、溶剂回收塔48、热溶剂再生

器(SRG)46、水洗塔(WWC)45及管线管线静态混合器(SM)43。或者，可以使用多阶接触器替代

管线静态混合器。全范围(full-range)烃类进料或窄范围(narrow-range)烃类进料经线路

烃类进料经线路1进料至萃取蒸馏塔40的中间部份。全范围进料包括C6-C8芳香族及C6-C8非

芳香族。，C6-C8芳香族包括苯、甲苯(toluene)、乙苯(ethylbenzene)及二甲苯(xylenes)，

C6-C8非芳香族包括石蜡、环烷烃及烯烃。窄范围进料包括C6-C7芳香族及C6-C7非芳香族烃

类，C6-C7芳香族包括苯、甲苯及低于2％的C8芳香族烃类，C6-C7非芳香族烃类包括石蜡、环烷

烃及烯烃。来自溶剂回收塔48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第一富溶剂流)经线路31、2

及3供应至接近萃取蒸馏塔40顶部低于线路8的塔顶回流入口点的位置。通常，50至95wt％

的第四富溶剂流，且优选地90至95wt％的第四富溶剂流系被转移。进入萃取蒸馏塔的第一

富溶剂流，包含萃取蒸馏溶剂，此萃取蒸馏溶剂包括环丁砜、烷基环丁砜、N-甲酰吗啉、N-甲

基吡咯烷酮、四甘醇、三甘醇、二甘醇，及其混合物，且优选地水作为共溶剂。优选的溶剂为

环丁砜，具有最多5wt％优选最多1wt％的水含量。

[0076] 操作萃取蒸馏塔再沸器41，以驱动基本上所有的来自萃取蒸馏塔底部的第二富溶

剂流C8环烷烃，而不需要受限于从第二富溶剂流所流失的苯。调整加至萃取蒸馏塔顶部的

第一富溶剂流的量，且调整萃取蒸馏塔再沸器的温度，以将萃取蒸馏塔顶部的萃余物流中

的苯含量控制在0至10wt％的范围内，且优选地在0至5wt％的范围内。

[0077] 经线路5离开萃取蒸馏塔40的顶部的非芳香族蒸气凝结于冷凝器42中并供应给静

态混合器43以与第三富溶剂流混合，该第三富溶剂流具有与来自线路4的第一富溶剂流具

有相同的组成。来自静态混合器43的混合物经线路6供应至塔顶接受器44，接受器44用以实

现萃余物(非芳香族烃类)与溶剂相之间的相位分离。其中，萃余物相中苯的含量优选地在

0.1至1.0wt％的范围内。

[0078] 萃余物相的一部分经线路7及8作为回流被循环至萃取蒸馏塔40的顶部，且萃余物

相的第二部份经线路7及9被传送至水洗塔45的较低部份。由于线路8中的流包含增加量的

C8环烷烃，必须将回流比最小化到0.25或更低，以避免将过量的C8环烷烃引入至萃取蒸馏塔

40中。经线路22及23从溶剂回收塔塔顶接受器49抽取水，并将水供应给水洗塔45的上部，以

逆流接触来自接受器44线路9内的萃余物流，以移除任何微量的溶剂。接着，经线路12抽取

来自水洗塔45顶部的无溶剂的萃余物产物。萃余物产物中的苯的浓度，通常在0 .1至

1.0wt％的范围。来自水洗塔45包括微量的溶剂的水相，经线路13及16由底部传送，并经线

路22及24与来自接受器49的水合并。合并的流经线路25供应给蒸气产生器(SR)47以产生汽

提蒸气，接着经线路30供应给溶剂回收塔48的较低部份。

[0079] 经线路10抽取来自接受器44的溶剂相，并若需要的话与水补充流(water  make-up 

stream)14结合，在线路15内形成混合流，并循环至萃取蒸馏塔40较低部份中的单一液相区

以回收萃取的苯，并提供额外的溶剂以增进萃取蒸馏塔的操作。不但额外溶剂的存在减少

了来自萃取蒸馏塔40的底部的富溶剂中的C8+环烷烃含量，而且单一液相区中促进溶剂选择

性的较高的溶剂水分含量也减少了来自萃取蒸馏塔40的底部的富溶剂中的C8+环烷烃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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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第二富溶剂由溶剂、芳香族烃类，以及减少量的非芳香族烃类(主要为C8+环烷烃)

组成，其经线路11从萃取蒸馏塔40底部抽取并传送至溶剂回收塔48的中间部份，溶剂回收

塔48装有再沸器50。第一富溶剂流与烃类进料流之间的体积比在1.0至5.0的范围内，且优

选地在2.0至4.0的范围内变动。为了控制第二富溶剂流中C8+环烷烃的浓度在0.1至1.0wt％

的范围内，且优选地在0.1至0.5wt％的范围内，在去除溶剂回收塔48中的溶剂之后，随萃取

蒸馏塔再沸器温度调整此比例。第二富溶剂流经线路11，传送至溶剂回收塔的中间部份。来

自蒸气产生器47的汽提蒸气，经线路30注入至溶剂回收塔48的较低部份，以协助移除溶剂

中的芳香族烃类。芳香族浓缩物包括水且基本上不含溶剂，通常具有不大于1.0wt％且优选

地不大于0.5wt％的C  8环烷烃及其它非芳香族烃，芳香族浓缩物从溶剂回收塔48作为塔顶

气流抽取并经冷凝器(未绘示出)冷凝之后，经线路17导入至接受器49的顶部。为了最小化

溶剂回收塔48的底部温度，顶部接受器49经线路18连接至真空源，以在溶剂回收塔48内产

生次大气压(sub-atmospheric)的条件。

[0081] 塔顶接受器49用实现芳香族烃类和水相之间的相位分离。线路19中芳香族烃类相

的部分经线路20作为回流循环至溶剂回收塔48的顶部，而剩余的部分经线路21抽取作为具

有减少的C8环烷烃的芳香族烃产物。水相的一部分累积于塔顶接受器49的水脚(water 

leg)经线路22、24及25供应至蒸气产生器(SR)47以制造溶剂回收塔48的汽提蒸气。水相的

其它部份经线路22及23引入至水洗塔45的上部，以移除来自接受器44萃余物流之微量溶

剂，并经线路12制造适于汽油掺配(gasoline  blending)含有低于1wt％的苯的无溶剂萃余

物流。

[0082] 来自溶剂回收塔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第一富溶剂流)经线路31、2及3

循环至萃取蒸馏塔40的上部份，用以萃取芳香族烃类。通常50至95wt％，且优选地为90至

95wt％的第四富溶剂流被分流以形成线路3。少量的第四富溶剂流(第三富溶剂流)经线路4

供应至管线静态混合器43，以萃取苯及少量的其它芳香族。通常1至10wt％，且优选地1至

5wt％的第四富溶剂流被导向以形成线路4流。来自溶剂回收塔48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的分

流(第五富溶剂流)，经线路26被导向至热溶剂再生器46，将蒸气经线路28引入热溶剂再生

器46中低于贫溶剂进料入口点的位置。通常1至5wt％的第四富溶剂流被转移以形成线路

26。经线路29将变质的溶剂及高分子污泥作为热溶剂再生器46的底部流移除，将再生的溶

剂及基本上所有的汽提蒸气以作为塔顶流27回收并经线路30循环至溶剂回收塔48的较低

部份。

[0083] 在图1的萃取蒸馏方法的应用中，以环丁砜作为溶剂，通过调整再沸器温度及溶剂

对烃类进料的体积比，依据烃类进料的沸点范围以溶剂对烃类进料的体积比为1.0至5.0，

优选地为2.0至4.0操作萃取蒸馏塔40，以使得萃取蒸馏塔塔顶萃余物流中含0至10wt％的

苯，优选地0至5wt％的苯。在对萃取蒸馏塔塔顶萃余物流中的苯萃取时，线路4中第三富溶

剂流对线路3中第一富溶剂流之间的比例在0.1至1.0的范围内，优选地在0.01至0.1的范围

内。依据第三富溶剂流对第一富溶剂流的比例，线路15中的回收的溶剂流的水分含量在5至

25wt％的范围内。

[0084] 来自热溶剂再生器46的顶部蒸气的温度通常在150℃至200℃的范围，且优选地在

160℃至180℃的范围，在0.1至10大气压，且优选地在0.1至0.8大气压。溶剂回收塔48通常

利用汽提蒸气在170℃至185℃范围的再沸器温度，0.4-0.7大气压范围的减压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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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温度可能造成环丁砜加速地热分解(当温度超过200℃，每小时的分解率为0.001％

至0.1％)。

[0085] 图2绘示另一芳香族的回收方法，使用萃取蒸馏塔60、溶剂回收塔68、热溶剂再生

器(SRG)66、水洗塔(WWC)65及管线静态混合器(SM)63。此流程图也包括分凝器70，其移除来

自萃取蒸馏塔60塔顶萃余物流的部分水及较重的非芳香族烃类，特别是C8环烷烃。此方法

可以容纳与图1的流程图所使用的相同进料混合物及相同的溶剂。

[0086] 作为共溶剂的水的存在，强烈地影响溶剂的选择性及溶解力，因而，水影响管线静

态混合器(SM)63中苯的萃取效能。分凝器70的加入也减少了线路90内的回流中较重的非芳

香族烃类(特别是C8环烷烃)的含量。如此改善了萃取蒸馏塔60上部的性能，在萃取蒸馏塔

60上部两液相存在且协助去除来自萃取蒸馏塔60底部的芳香族产物的C8环烷烃。

[0087] 参考图2，烃类进料经线路81供应至萃取蒸馏塔60的中间部份，而来自配置再沸器

114的溶剂回收塔68的底部的第四富溶剂流的主要部份(第一富溶剂流)作为溶剂进料经线

路113、82及83供应至接近萃取蒸馏塔60顶部且低于线路90在塔顶回流入口点的位置。通

常，50至95wt％优选地90至95wt％的第四富溶剂流系被分流，以形成线路83流。操作萃取蒸

馏塔再沸器61以驱动来自萃取蒸馏塔60底部的第二富溶剂流中基本上所有的C8环烷烃，而

不受限于第二富溶剂流中苯的流失。调整引入至萃取蒸馏塔60顶部的第一富溶剂流的量和

再沸器的温度，以控制萃取蒸馏塔60塔顶萃余物流中苯的含量在0至10wt％的范围内，优选

地在0至5wt％的范围内。

[0088] 非芳香族蒸气经线路85离开萃取蒸馏塔60顶部，部份地冷凝于分凝器70中，且冷

凝物主要包括水及较重的非芳香族烃类，特别是C8环烷烃，冷凝物经线路86供应给水洗塔

65的较低部份。来自分凝器70中未冷凝的蒸气主要包括苯及较轻的非芳香族烃类并具有降

低的水含量，该未冷凝的蒸气经线路87被引入全冷凝器62，冷凝物被导入静态混合器63以

与来自线路84的第三富溶剂流(第一富溶剂的分流)混合。通常1至10wt％，优选地1至5wt％

的第四富溶剂流被分流以形成线路84。可以使用多阶接触器替代静态混合器63。经线路88

可以将来自静态混合器63的混合物转移至塔顶接受器64，线路88起到实现萃余物(非芳香

族烃类)相及溶剂相分离，其中萃余物相中苯的浓度需在0.1至1.0wt％的范围内。

[0089] 部分萃余物相经线路89及90作为回流循环至萃取蒸馏塔60顶部，且第二部份经线

路89及91传送至水洗塔65的较低部份。经线路104及105从溶剂回收塔的塔顶接受器69抽取

水，并将水供应给水洗塔65上部。水逆流接触线路91内来自塔顶接受器64的萃余物流以及

线路86中来自分凝器70的冷凝物，以经由线路94来移除微量的溶剂并产生包含低于1wt％

苯的无溶剂的萃余物流，其适于汽油掺配。来自水洗塔65的含微量溶剂的水相经线路95及

98从塔底部转移，并经线路104及106与来自自塔顶接受器69的水结合。结合流经线路107供

应给蒸气产生器(SR)67以经线路112产生供应给溶剂回收塔68之较低部份的汽提蒸气。

[0090] 经线路92抽取来自塔顶接受器64的溶剂相，如有需要与补充水流96合并，于线路

97中形成混合流，该混合流被循环至萃取蒸馏塔60的较低部份中的单液相区以回收萃取的

苯并提供额外的溶剂以提升萃取蒸馏塔60的操作。

[0091] 图2的萃取蒸馏方法的应用，以环丁砜作为溶剂，根据烃类原料的沸点范围以1.0

至5.0、优选地2.0至4.0的溶剂对烃类进料体积比操作萃取蒸馏塔60。通过调整再沸器61温

度及溶剂对烃类的进料体积比，该方法允许萃取蒸馏塔顶部萃余物流85中含0至10w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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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优选地为0至5wt％的苯。萃取蒸馏塔的操作同时控制了来自萃取蒸馏塔60底部的第二

富溶剂流中C8环烷烃的浓度，以产生包含0.1至1.0wt％且优选地0.1至0.5wt％的C8环烷烃

的芳香族浓度。在对萃取蒸馏塔塔顶萃余物流85的苯的萃取过程中，线路84中第三富溶剂

流与线路83中第一富溶剂流的比例优选地在0.01至0.1之范围内。部份塔顶冷凝器70移除

萃取蒸馏塔塔顶的萃余物流85中至少部份的水。依据分凝器70的操作条件及第三富溶剂流

对第一富溶剂流的比例，线路97中循环的溶剂流的水含量被减少及控制在1至5wt％的优先

范围。第三富溶剂流对第一富溶剂流的比例，通常在0.01至1的范围，且优选地在0.01至0.1

的范围。

[0092] 于在图2整体的的集成的配置中，溶剂回收塔、水洗塔、溶剂再生器，通常具有与图

1所示之的对应单元相同的操作方式。因此，热溶剂再生器(SRG)66及参与的其附随线路

109、110及111系分别与图1之热溶剂再生器46及线路27、28及29具有相同的操作模式。相似

地，顶部塔顶接受器69及参与附随线路99、100、101、102、103及104分别与图1的塔顶接受器

49及参与的线路17、18、19、20、21及22具有相同的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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