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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

系统及其蒸馏方法，包括粗馏塔Ⅰ、由粗镏塔Ⅱ/

精馏塔Ⅱ组成的复合塔、精馏塔Ⅰ，以及与之配套

的再沸器、冷凝器、换热器、贮罐、真空泵、和输送

泵等；利用锅炉来蒸汽通过精塔Ⅰ再沸器加热精

馏塔Ⅰ；精馏塔Ⅰ的塔顶酒精蒸汽供给复合塔加

热；复合塔的塔顶酒精蒸汽供给粗馏塔Ⅰ加热；粗

馏塔Ⅰ的塔顶酒精蒸汽作为发酵浓醪液第一级预

热，粗馏塔Ⅰ的底部酒糟作为浓醪液第二级预热。

该蒸馏节能系统采用合理的蒸馏热偶合技术和

三级差压蒸馏技术，能够充分利用酒精生产中的

可利用能源偶合，使蒸馏能耗比常规蒸馏减少

20％左右；其蒸馏方法简单，保证各塔之间的能

量均被充分有效利用，能耗低，显著降低生产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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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清醪液一级预热器(1)、清醪液

二级预热器(2)、清醪液三级预热器(3)、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浓醪液二级预热器(5)、第

一CO2分离器(6)、粗镏塔Ⅰ(7)、粗镏塔Ⅰ冷凝器(8)、涤气塔(9)、粗酒精罐(10)、粗塔Ⅰ再沸器

(11)、第二CO2分离器(12)、复合塔(13)、粗塔Ⅱ再沸器(14)、第一粗酒精预热器(15)、第二

粗酒精预热器(16)、精馏塔Ⅰ(17)、精塔Ⅰ再沸器(18)、杂醇油分离器(19)、凝结水分配器

(20)、精塔Ⅱ回流泵(21)、粗酒精泵(22)、精塔Ⅰ回流泵(23)、精塔Ⅱ过料泵(24)；

通过管程依次串联的清醪液一级预热器(1)、清醪液二级预热器(2)、清醪液三级预热

器(3)和第一CO2分离器(6)；其中，所述一级预热器(1)的管程侧入口与发酵清醪液原料入

口连通；所述第一CO2分离器(6)的底部醪液出口与复合塔(13)的进料口连通，所述复合塔

(13)由粗馏塔Ⅱ和精馏塔Ⅱ组成；所述第一CO2分离器(6)的顶部气体出口与涤气塔(9)侧

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所述清醪液一级预热器(1)的壳程入口连接至脱水工段，所述清醪液一级预热器(1)的

壳程出口与冷却器的入口连通；所述清醪液二级预热器(2)的壳程入口与所述复合塔(13)

的底部出口连通，所述清醪液二级预热器(2)的壳程出口连接至发酵工段；

所述复合塔(13)的顶部出口与粗塔Ⅰ再沸器(11)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粗塔Ⅰ再沸器

(11)的壳程出口通过精塔Ⅱ回流泵(21)与所述复合塔(13)的顶部第一入口；所述粗塔Ⅰ再

沸器(11)的管程通过泵与粗馏塔Ⅰ(7)的底部出口形成闭路循环；

所述复合塔(13)的中部出口通过精塔Ⅱ过料泵(24)与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的第一

入口连通，所述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的第一出口与精馏塔Ⅰ(17)中部第一入口连通；

所述精馏塔Ⅰ(17)的顶部出口与粗塔Ⅱ再沸器(14)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粗塔Ⅱ再沸

器(14)的壳程出口与精塔Ⅰ回流泵(23)入口连通，所述粗塔Ⅱ再沸器(14)的管程通过泵与

复合塔(13)的底部出口形成闭路循环；所述精塔Ⅰ回流泵(23)的出口与所述复合塔(13)顶

部第二入口连通；

所述精馏塔Ⅰ(17)中部出口与杂醇油分离器(19)入口连通，所述杂醇油分离器(19)的

杂醇油出口连通有杂醇油储罐；所述精馏塔Ⅰ(17)底部出口与所述清醪液三级预热器(3)的

壳程入口连通，所述清醪液三级预热器(3)的壳程出口连接至发酵工段；

所述精馏塔Ⅰ(17)底部出口通过泵与精塔Ⅰ再沸器(18)的管程形成闭路循环，所述精塔

Ⅰ再沸器(18)壳程入口连通有蒸汽管道，所述精塔Ⅰ再沸器(18)壳程出口与凝结水分配器

(20)的进水口连通；

所述凝结水分配器(20)的第一出口与所述第一粗酒精预热器(15)的第二入口连通，所

述第一粗酒精预热器(15)的第二出口通过管道连通至锅炉房；所述凝结水分配器(20)的第

二出口与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第二入口连通，所述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第二出口通过

管道连通至锅炉房；

通过管程依次串联的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浓醪液二级预热器(5)和第二CO2分离器

(12)；其中，所述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的管程侧入口与发酵浓醪液原料入口连通；所述第

二CO2分离器(12)的底部液体出口与粗馏塔Ⅰ(7)的上部第一入口连通，所述第二CO2分离器

(12)的顶部气体出口与涤气塔(9)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所述浓醪液二级预热器(5)的壳程入口与所述粗镏塔Ⅰ(7)底部酒糟出口连通，所述浓

醪液二级预热器(5)的壳程出口连接至饲料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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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粗馏塔Ⅰ(7)的顶部酒汽出口与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浓醪

液一级预热器(4)的壳程出口与粗镏塔Ⅰ冷凝器(8)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粗镏塔Ⅰ冷凝器

(8)的壳程出口与涤气塔(9)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所述涤气塔(9)的顶部进水口连通有给水装置；所述涤气塔(9)的顶部出气口连通有真

空泵；所述涤气塔(9)的底部淡酒出口汇同粗镏塔Ⅰ冷凝器(8)的冷凝粗酒出口、浓醪液一级

预热器(4)的冷凝粗酒出口通过管道与粗酒精罐(10)第一进口连通；

所述粗酒精罐(10)第二进口连通有脱水来的淡酒管道，所述粗酒精罐(10)第三进口与

所述杂醇油分离器(19)的淡酒出口连通；所述粗酒精罐(10)的底部出口与粗酒精泵(22)的

入口连通；

所述粗酒精泵(22)的出口与第一粗酒换热器(15)的第一入口连通；所述第一粗酒换热

器(15)的第一出口与精馏塔Ⅰ(17)中部第二入口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塔

(13)的顶部出口通过旁通管连通至脱水工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酒精泵

(22)的出口通过分支管与所述粗馏塔Ⅰ(7)的上部第二入口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精塔Ⅰ回

流泵(23)的出口通过旁通管与所述精馏塔Ⅰ(17)上部进料口连通。

5.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发酵清醪液泵入清醪液一级预热器与来自脱水工段的酒汽进行一级换热，酒

汽换热后经冷却器冷凝回脱水工段；一级加热后的清醪液送入清醪液二级预热器中与来自

复合塔底部的酒糟进行二级换热，酒糟换热后去发酵工段回用；二级加热后的清醪液送入

清醪液三级预热器中与来自精馏塔Ⅰ底部的余馏水进行三级换热，余馏水换热后去发酵工

段回用；三级加热后的清醪液进入第一CO2分离器；

步骤2，第一CO2分离器中分离的CO2气体从顶部气体出口进入涤气塔侧壁底部进气口，

在涤气塔中通过给水装置加水后对气体进行洗涤，洗涤后的气体通过真空泵排出，洗涤后

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

第一CO2分离器中分离气体后的醪液进入复合塔，复合塔顶部酒汽通过粗塔Ⅰ再沸器加

热粗镏塔Ⅰ，加热后的酒精冷凝液经精塔Ⅱ回流泵送入复合塔顶部第一入口回流；

步骤3，复合塔的中部出口的杂醇酒经精塔Ⅱ过料泵送入第二粗酒精预热器，与来自于

凝结水分配器的蒸汽凝结水换热，加热后的杂醇酒送入精馏塔Ⅰ中部第一入口；

步骤4，将发酵浓醪液泵入浓醪液一级换热器与来自于粗镏塔Ⅰ顶部酒汽进行一级换

热，酒汽换热后经粗镏塔Ⅰ冷凝器冷凝，再进入涤气塔洗涤排出；一级加热后的浓醪液送入

浓醪液二级预热器与粗镏塔Ⅰ底部酒糟进行二级换热，酒糟换热后送至饲料车间；二级加热

后的浓醪液进入第二CO2分离器；

步骤5，第二CO2分离器分离的CO2气体进入涤气塔洗涤排出，洗涤后的淡酒汇同粗镏塔Ⅰ

冷凝器的冷凝粗酒、浓醪液一级预热器的冷凝粗酒流入粗酒精罐的第一进口；第二CO2分离

器分离气体后的浓醪液进入粗镏塔Ⅰ；

步骤6，脱水来的淡酒管道中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的第二进口，粗酒精罐中的粗酒精经

粗酒精泵送入第一粗酒精预热器，在第一粗酒精预热器中与来自凝结水分配器的蒸汽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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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换热后进入精馏塔Ⅰ中部第二入口，蒸汽凝结水换热后回锅炉房；

步骤7，精馏塔Ⅰ顶部酒汽进入粗塔Ⅱ再沸器加热复合塔，加热后的酒精冷凝液经精塔Ⅰ

回流泵一路送入复合塔顶部第二入口，另一路通过旁通管送入精馏塔Ⅰ的上部进料口回流；

步骤8，精馏塔Ⅰ中部出口的杂醇油进入杂醇油分离器，杂醇油分离器中分离后的杂醇

油送去储罐，杂醇油分离器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的第三进口；

步骤9，锅炉来蒸汽通过蒸汽管道进入精塔Ⅰ再沸器加热精馏塔Ⅰ，加热后的蒸汽凝结水

进入凝结水分配器，凝结水分配器中的蒸汽凝结水一路加热第一粗酒精预热器中的粗酒

精，另一路加热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的杂醇酒，加热后的两路蒸汽凝结水回锅炉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锅炉来蒸汽的温度为160-180℃、压力为0.5-0.7Mpa；所述粗馏塔Ⅰ底部温度为80-84℃、

顶部温度为65-71℃；所述复合塔的底部温度为110-116℃、顶部温度为85-93℃；所述精馏

塔Ⅰ的底部温度为150-160℃、顶部温度为115-125℃。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1中，所述发酵清醪液的温度为25-35℃。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中，复合塔顶部酒汽一路通过粗塔Ⅰ再沸器加热粗镏塔Ⅰ，另一路通过旁通管去脱水工

段。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4中，所述发酵浓醪液的温度为25-35℃；二级加热后的浓醪液的温度为55-65℃。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6中，粗酒精泵将粗酒精一路送入第一粗酒精预热器，另一路通过分支管送入粗馏塔Ⅰ

的上部第二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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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及其蒸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燃料乙醇制备领域，具体涉及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及其蒸

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一氧化碳制乙醇是近年来研究发明的新技术，目前以钢厂转炉煤气(主要成分CO)

为原料，通过微生物发酵法，使煤气中的CO转化为清洁能源燃料乙醇。现有的一氧化碳制乙

醇蒸馏过程中能耗较大，导致生产成本较高，不符合国家提倡的节能减排方针政策。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

系统及其蒸馏方法，该蒸馏节能系统采用合理的蒸馏热偶合技术和三级差压蒸馏技术，能

够充分利用酒精生产中的可利用能源使其充分偶合，使蒸馏能耗比常规蒸馏减少20％左

右，蒸馏用汽大幅减少，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燃料乙醇质量指标；其蒸

馏方法简单，保证各塔之间的能量均被充分有效利用，能耗低，显著降低生产成本。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5] (一)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包括：清醪液一级预热器、清醪液二级预热

器、清醪液三级预热器、浓醪液一级预热器、浓醪液二级预热器、第一CO2分离器、粗镏塔Ⅰ、

粗镏塔Ⅰ冷凝器、涤气塔、粗酒精罐、粗塔Ⅰ再沸器、第二CO2分离器、复合塔、粗塔Ⅱ再沸器、

第一粗酒精预热器、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精馏塔Ⅰ、精塔Ⅰ再沸器、杂醇油分离器、凝结水分配

器、精塔Ⅱ回流泵、粗酒精泵、精塔Ⅰ回流泵、精塔Ⅱ过料泵；

[0006] 通过管程依次串联的清醪液一级预热器、清醪液二级预热器、清醪液三级预热器

和第一CO2分离器；其中，所述一级预热器的管程侧入口与发酵清醪液原料入口连通；所述

第一CO2分离器的底部醪液出口与复合塔的进料口连通，所述复合塔由粗馏塔Ⅱ和精馏塔

Ⅱ组成；所述第一CO2分离器的顶部气体出口与涤气塔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0007] 所述清醪液一级预热器的壳程入口连接至脱水工段，所述清醪液一级预热器的壳

程出口与冷却器的入口连通；所述清醪液二级预热器的壳程入口与所述复合塔的底部出口

连通，所述清醪液二级预热器的壳程出口连接至发酵工段；

[0008] 所述复合塔的顶部出口与粗塔Ⅰ再沸器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粗塔Ⅰ再沸器的壳程

出口通过精塔Ⅱ回流泵与所述复合塔的顶部第一入口；所述粗塔Ⅰ再沸器的管程通过泵与

粗馏塔Ⅰ的底部出口形成闭路循环；

[0009] 所述复合塔的中部出口通过精塔Ⅱ过料泵与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的第一入口连通，

所述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的第一出口与精馏塔Ⅰ中部第一入口连通；

[0010] 所述精馏塔Ⅰ的顶部出口与粗塔Ⅱ再沸器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粗塔Ⅱ再沸器的

壳程出口与精塔Ⅰ回流泵入口连通，所述粗塔Ⅱ再沸器的管程通过泵与复合塔的底部出口

形成闭路循环；所述精塔Ⅰ回流泵的出口与所述复合塔顶部第二入口连通；

说　明　书 1/6 页

5

CN 109908616 A

5



[0011] 所述精馏塔Ⅰ中部出口与杂醇油分离器入口连通，所述杂醇油分离器的杂醇油出

口连通有杂醇油储罐；所述精馏塔Ⅰ底部出口与所述清醪液三级预热器的壳程入口连通，所

述清醪液三级预热器的壳程出口连接至发酵工段；

[0012] 所述精馏塔Ⅰ底部出口通过泵与精塔Ⅰ再沸器的管程形成闭路循环，所述精塔Ⅰ再

沸器壳程入口连通有蒸汽管道，所述精塔Ⅰ再沸器壳程出口与凝结水分配器的进水口连通；

[0013] 所述凝结水分配器的第一出口与所述第一粗酒精预热器的第二入口连通，所述第

一粗酒精预热器的第二出口通过管道连通至锅炉房；所述凝结水分配器的第二出口与第二

粗酒精预热器第二入口连通，所述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第二出口通过管道连通至锅炉房；

[0014] 通过管程依次串联的浓醪液一级预热器、浓醪液二级预热器和第二CO2分离器；其

中，所述浓醪液一级预热器的管程侧入口与发酵浓醪液原料入口连通；所述第二CO2分离器

的底部液体出口与粗馏塔Ⅰ的上部第一入口连通，所述第二CO2分离器的顶部气体出口与涤

气塔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0015] 所述浓醪液二级预热器的壳程入口与所述粗镏塔Ⅰ底部酒糟出口连通，所述浓醪

液二级预热器的壳程出口连接至饲料车间；

[0016] 所述粗馏塔Ⅰ的顶部酒汽出口与浓醪液一级预热器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浓醪液

一级预热器的壳程出口与粗镏塔Ⅰ冷凝器的壳程入口连通，所述粗镏塔Ⅰ冷凝器的壳程出口

与涤气塔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0017] 所述涤气塔的顶部进水口连通有给水装置；所述涤气塔的顶部出气口连通有真空

泵；所述涤气塔的底部淡酒出口汇同粗镏塔Ⅰ冷凝器的冷凝粗酒出口、浓醪液一级预热器的

冷凝粗酒出口通过管道与粗酒精罐第一进口连通；

[0018] 所述粗酒精罐第二进口连通有脱水来的淡酒管道，所述粗酒精罐第三进口与所述

杂醇油分离器的淡酒出口连通；所述粗酒精罐的底部出口与粗酒精泵的入口连通；

[0019] 所述粗酒精泵的出口与第一粗酒换热器的第一入口连通；所述第一粗酒换热器的

第一出口与精馏塔Ⅰ中部第二入口连通。

[0020] 优选的，所述复合塔的顶部出口通过旁通管连通至脱水工段。

[0021] 优选的，所述粗酒精泵的出口通过分支管与所述粗馏塔Ⅰ的上部第二入口连通。

[0022] 优选的，所述精塔Ⅰ回流泵的出口通过旁通管与所述精馏塔Ⅰ上部进料口连通。

[0023] (二)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步骤1，将发酵清醪液泵入清醪液一级预热器与来自脱水工段的酒汽进行一级换

热，酒汽换热后经冷却器冷凝回脱水工段；一级加热后的清醪液送入清醪液二级预热器中

与来自复合塔底部的酒糟进行二级换热，酒糟换热后去发酵工段回用；二级加热后的清醪

液送入清醪液三级预热器中与来自精馏塔Ⅰ底部的余馏水进行三级换热，余馏水换热后去

发酵工段回用；三级加热后的清醪液进入第一CO2分离器；

[0025] 步骤2，第一CO2分离器中分离的CO2气体从顶部气体出口进入涤气塔侧壁底部进气

口，在涤气塔中通过给水装置加水后对气体进行洗涤，洗涤后的气体通过真空泵排出，洗涤

后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

[0026] 第一CO2分离器中分离气体后的醪液进入复合塔，复合塔顶部酒汽通过粗塔Ⅰ再沸

器加热粗镏塔Ⅰ，加热后的酒精冷凝液经精塔Ⅱ回流泵送入复合塔顶部第一入口回流；

[0027] 步骤3，复合塔的中部出口的杂醇酒经精塔Ⅱ过料泵送入第二粗酒精预热器，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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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凝结水分配器的蒸汽凝结水换热，加热后的杂醇酒送入精馏塔Ⅰ中部第一入口；

[0028] 步骤4，将发酵浓醪液泵入浓醪液一级换热器与来自于粗镏塔Ⅰ顶部酒汽进行一级

换热，酒汽换热后经粗镏塔Ⅰ冷凝器冷凝，再进入涤气塔洗涤排出；一级加热后的浓醪液送

入浓醪液二级预热器与粗镏塔Ⅰ底部酒糟进行二级换热，酒糟换热后送至饲料车间；二级加

热后的浓醪液进入第二CO2分离器；

[0029] 步骤5，第二CO2分离器分离的CO2气体进入涤气塔洗涤排出，洗涤后的淡酒汇同粗

镏塔Ⅰ冷凝器的冷凝粗酒、浓醪液一级预热器的冷凝粗酒流入粗酒精罐的第一进口；第二

CO2分离器分离气体后的浓醪液进入粗镏塔Ⅰ；

[0030] 步骤6，脱水来的淡酒管道中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的第二进口，粗酒精罐中的粗酒

精经粗酒精泵送入第一粗酒精预热器，在第一粗酒精预热器中与来自凝结水分配器的蒸汽

凝结水换热后进入精馏塔Ⅰ中部第二入口，蒸汽凝结水换热后回锅炉房；

[0031] 步骤7，精馏塔Ⅰ顶部酒汽进入粗塔Ⅱ再沸器加热复合塔，加热后的酒精冷凝液经

精塔Ⅰ回流泵一路送入复合塔顶部第二入口，另一路通过旁通管送入精馏塔Ⅰ的上部进料口

回流；

[0032] 步骤8，精馏塔Ⅰ中部出口的杂醇油进入杂醇油分离器，杂醇油分离器中分离后的

杂醇油送去储罐，杂醇油分离器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的第三进口；

[0033] 步骤9，锅炉来蒸汽通过蒸汽管道进入精塔Ⅰ再沸器加热精馏塔Ⅰ，加热后的蒸汽凝

结水进入凝结水分配器，凝结水分配器中的蒸汽凝结水一路加热第一粗酒精预热器中的粗

酒精，另一路加热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的杂醇酒，加热后的两路蒸汽凝结水回锅炉房。

[0034] 优选的，所述锅炉来蒸汽的温度为160-180℃、压力为0.5-0.7Mpa；所述粗馏塔Ⅰ底

部温度为80-84℃、顶部温度为65-71℃；所述复合塔的底部温度为110-116℃、顶部温度为

85-93℃；所述精馏塔Ⅰ的底部温度为150-160℃、顶部温度为115-125℃。

[003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锅炉来蒸汽的温度为168℃、压力为0.66Mpa；所述粗馏塔Ⅰ底

部温度为82℃、顶部温度为68℃；所述复合塔的底部温度为113℃、顶部温度为89℃；所述精

馏塔Ⅰ的底部温度为155℃、顶部温度为120℃。

[0036]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发酵清醪液的温度为25-35℃。

[0037]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发酵清醪液的温度为30℃。

[0038] 优选的，步骤2中，复合塔顶部酒汽一路通过粗塔Ⅰ再沸器加热粗镏塔Ⅰ，另一路通

过旁通管去脱水工段。

[0039] 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发酵浓醪液的温度为25-35℃；二级加热后的浓醪液的温度

为55-65℃。

[0040] 进一步优选的，步骤4中，所述发酵浓醪液的温度为30℃；二级加热后的浓醪液的

温度为60℃。

[0041] 优选的，步骤6中，粗酒精泵将粗酒精一路送入第一粗酒精预热器，另一路通过分

支管送入粗馏塔Ⅰ的上部第二入口。

[004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43] 本发明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中，包括粗馏塔Ⅰ、由粗镏塔Ⅱ/精馏塔

Ⅱ组成的复合塔、精馏塔Ⅰ，共三个塔，以及与之配套的再沸器、冷凝器、换热器、贮罐、真空

泵、和输送泵等。采用三级差压热偶合技术，即锅炉来蒸汽通过精塔Ⅰ再沸器加热精馏塔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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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精馏塔Ⅰ使用一次蒸汽；精馏塔Ⅰ的塔顶酒精蒸汽供给复合塔加热；复合塔的塔顶酒精

蒸汽供给粗馏塔Ⅰ加热；粗馏塔Ⅰ的塔顶酒精蒸汽作为发酵浓醪液第一级预热，粗馏塔Ⅰ的底

部酒糟作为浓醪液第二级预热。

[0044] 脱水工段的酒汽用于清醪液一级预热，复合塔的塔底酒糟用于清醪液二级预热，

精馏塔Ⅰ的塔底余馏水用于清醪液三级预热；凝结水分配器中的蒸汽凝结水一路加热粗酒

精预热器中的粗酒精，另一路加热粗酒精预热器的杂醇酒，加热后的两路蒸汽凝结水回锅

炉房。各塔之间的能量均被充分有效利用，本发明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

馏能耗比常规蒸馏减少20％左右。

附图说明

[004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6] 图1为本发明的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图。

[0047] 以上图中，1清醪液一级预热器；2清醪液二级预热器；3清醪液三级预热器；4浓醪

液一级预热器；5浓醪液二级预热器；6第一CO2分离器；7粗镏塔Ⅰ；8粗镏塔Ⅰ冷凝器；9涤气

塔；10粗酒精罐；11粗塔Ⅰ再沸器；12第二CO2分离器；13复合塔；14粗塔Ⅱ再沸器；15第一粗

酒精预热器；16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7精馏塔Ⅰ；18精塔Ⅰ再沸器；19杂醇油分离器；20凝结水

分配器；21精塔Ⅱ回流泵；22粗酒精泵；23精塔Ⅰ回流泵；24精塔Ⅱ过料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

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9] 实施例1

[0050] (一)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包括：通过管程依次串联的清醪液一级预

热器1、清醪液二级预热器2、清醪液三级预热器3和第一CO2分离器6；其中，一级预热器1的

管程侧入口与发酵清醪液原料入口连通；第一CO2分离器6的底部醪液出口与复合塔13的进

料口连通，复合塔13由粗馏塔Ⅱ和精馏塔Ⅱ组成；第一CO2分离器6的顶部气体出口与涤气

塔9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0051] 清醪液一级预热器1的壳程入口连接至脱水工段，清醪液一级预热器1的壳程出口

与冷却器的入口连通；清醪液二级预热器2的壳程入口与复合塔13的底部出口连通，清醪液

二级预热器2的壳程出口连接至发酵工段；

[0052] 复合塔13的顶部出口与粗塔Ⅰ再沸器11的壳程入口连通，复合塔13的顶部出口通

过旁通管连通至脱水工段；粗塔Ⅰ再沸器11的壳程出口通过精塔Ⅱ回流泵21与复合塔13的

顶部第一入口；粗塔Ⅰ再沸器11的管程通过泵与粗馏塔Ⅰ7的底部出口形成闭路循环；

[0053] 复合塔13的中部出口通过精塔Ⅱ过料泵24与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的第一入口连

通，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的第一出口与精馏塔Ⅰ17中部第一入口连通；

[0054] 精馏塔Ⅰ17的顶部出口与粗塔Ⅱ再沸器14的壳程入口连通，粗塔Ⅱ再沸器14的壳

程出口与精塔Ⅰ回流泵23入口连通，粗塔Ⅱ再沸器14的管程通过泵与复合塔13的底部出口

形成闭路循环；精塔Ⅰ回流泵23的出口与复合塔13顶部第二入口连通，精塔Ⅰ回流泵23的出

口通过旁通管与精馏塔Ⅰ17上部进料口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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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精馏塔Ⅰ17中部出口与杂醇油分离器19入口连通，杂醇油分离器19的杂醇油出口

连通有杂醇油储罐；精馏塔Ⅰ17底部出口与清醪液三级预热器3的壳程入口连通，清醪液三

级预热器3的壳程出口连接至发酵工段；

[0056] 精馏塔Ⅰ17底部出口通过泵与精塔Ⅰ再沸器18的管程形成闭路循环，精塔Ⅰ再沸器

18壳程入口连通有蒸汽管道，精塔Ⅰ再沸器18壳程出口与凝结水分配器20的进水口连通；

[0057] 凝结水分配器20的第一出口与第一粗酒精预热器15的第二入口连通，第一粗酒精

预热器15的第二出口通过管道连通至锅炉房；凝结水分配器20的第二出口与第二粗酒精预

热器16第二入口连通，第二粗酒精预热器16第二出口通过管道连通至锅炉房；

[0058] 通过管程依次串联的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浓醪液二级预热器5和第二CO2分离器

12；其中，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的管程侧入口与发酵浓醪液原料入口连通；第二CO2分离器12

的底部液体出口与粗馏塔Ⅰ7的上部第一入口连通，第二CO2分离器12的顶部气体出口与涤

气塔9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0059] 浓醪液二级预热器5的壳程入口与粗镏塔Ⅰ7底部酒糟出口连通，浓醪液二级预热

器5的壳程出口连接至饲料车间；

[0060] 粗馏塔Ⅰ7的顶部酒汽出口与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的壳程入口连通，浓醪液一级预

热器4的壳程出口与粗镏塔Ⅰ冷凝器8的壳程入口连通，粗镏塔Ⅰ冷凝器8的壳程出口与涤气

塔9侧壁底部进气口连通；

[0061] 涤气塔9的顶部进水口连通有给水装置；涤气塔9的顶部出气口连通有真空泵；涤

气塔9的底部淡酒出口汇同粗镏塔Ⅰ冷凝器8的冷凝粗酒出口、浓醪液一级预热器4的冷凝粗

酒出口通过管道与粗酒精罐10第一进口连通；

[0062] 粗酒精罐10第二进口连通有脱水来的淡酒管道，粗酒精罐10第三进口与杂醇油分

离器19的淡酒出口连通；粗酒精罐10的底部出口与粗酒精泵22的入口连通；

[0063] 粗酒精泵22的出口与第一粗酒换热器15的第一入口连通，粗酒精泵22的出口通过

分支管与粗馏塔Ⅰ7的上部第二入口连通；第一粗酒换热器15的第一出口与精馏塔Ⅰ17中部

第二入口连通。

[0064] (二)一氧化碳制乙醇的蒸馏节能系统的蒸馏方法，基于三塔三级差压蒸馏系统，

将发酵成熟醪泵入三塔三级差压蒸馏系统进行酒精蒸馏，包括以下步骤：

[0065] 步骤1，将30℃的发酵清醪液泵入清醪液一级预热器与来自脱水工段的酒汽进行

一级换热，酒汽换热后经冷却器冷凝回脱水工段；一级加热后的清醪液送入清醪液二级预

热器中与来自复合塔底部的酒糟进行二级换热，酒糟换热后去发酵工段回用；二级加热后

的清醪液送入清醪液三级预热器中与来自精馏塔Ⅰ底部的余馏水进行三级换热，余馏水换

热后去发酵工段回用；三级加热后的清醪液进入第一CO2分离器；

[0066] 步骤2，第一CO2分离器中分离的CO2气体从顶部气体出口进入涤气塔侧壁底部进气

口，在涤气塔中通过给水装置加水后对气体进行洗涤，洗涤后的气体通过真空泵排出，洗涤

后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

[0067] 第一CO2分离器中分离气体后的醪液从底部醪液出口进入复合塔的进料口，复合

塔顶部酒汽从顶部出口分为两路，一路通过粗塔Ⅰ再沸器加热粗镏塔Ⅰ，加热后的酒精冷凝

液经精塔Ⅱ回流泵送入复合塔顶部第一入口回流；另一路通过旁通管去脱水工段；

[0068] 步骤3，复合塔的中部出口采一部分杂醇酒经精塔Ⅱ过料泵送入第二粗酒精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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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与来自于凝结水分配器的蒸汽凝结水换热，加热后的杂醇酒送入精馏塔Ⅰ中部第一入

口；

[0069] 步骤4，将30℃发酵浓醪液泵入浓醪液一级换热器与来自于粗镏塔Ⅰ顶部酒汽进行

一级换热，酒汽换热后经粗镏塔Ⅰ冷凝器冷凝，再进入涤气塔洗涤排出；一级加热后的浓醪

液送入浓醪液二级预热器与粗镏塔Ⅰ底部酒糟进行二级换热，酒糟换热后送至饲料车间；二

级加热后的浓醪液达到60℃进入第二CO2分离器；

[0070] 步骤5，第二CO2分离器分离的CO2气体进入涤气塔洗涤排出，洗涤后的淡酒汇同粗

镏塔Ⅰ冷凝器的冷凝粗酒、浓醪液一级预热器的冷凝粗酒流入粗酒精罐的第一进口；第二

CO2分离器分离气体后的浓醪液进入粗镏塔Ⅰ；

[0071] 步骤6，脱水来的淡酒管道中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的第二进口，粗酒精罐中的粗酒

精进入粗酒精泵，粗酒精泵将粗酒精一路送入第一粗酒精预热器，在第一粗酒精预热器中

与来自凝结水分配器的蒸汽凝结水换热后进入精馏塔Ⅰ中部第二入口，蒸汽凝结水换热后

回锅炉房；另一路通过分支管送入粗馏塔Ⅰ的上部第二入口。

[0072] 步骤7，精馏塔Ⅰ顶部酒汽进入粗塔Ⅱ再沸器加热复合塔，加热后的酒精冷凝液经

精塔Ⅰ回流泵一路送入复合塔顶部第二入口，另一路通过旁通管送入精馏塔Ⅰ的上部进料口

回流；

[0073] 步骤8，精馏塔Ⅰ中部出口的采部分杂醇油进入杂醇油分离器，杂醇油分离器中分

离后的杂醇油送去储罐，杂醇油分离器的淡酒进入粗酒精罐的第三进口；

[0074] 步骤9，锅炉来蒸汽通过蒸汽管道进入精塔Ⅰ再沸器加热精馏塔Ⅰ，加热后的蒸汽凝

结水进入凝结水分配器，凝结水分配器中的蒸汽凝结水一路加热第一粗酒精预热器中的粗

酒精，另一路加热第二粗酒精预热器的杂醇酒，加热后的两路蒸汽凝结水回锅炉房；

[0075] 其中，锅炉来蒸汽的温度为168℃、压力0.66Mpa；粗馏塔Ⅰ底部温度为82℃、顶部温

度为68℃；复合塔的底部温度为113℃、顶部温度为89℃；精馏塔Ⅰ底部温度为155℃、顶部温

度为120℃。

[0076] 虽然，本说明书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

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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