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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有机胺的净化领域，提供了一种

净化有机胺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待净化有机胺

流经一个或多个床层，所述床层中选择性地设置

有过滤吸附介质和/或阴离子交换介质，以选择

性地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过滤吸附和/或阴

离子交换，其中，在所述床层中至少还设置有阳

离子交换介质，以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阳离

子交换。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对有机胺进行净

化，不仅能够有效地去除有机胺中的杂质，而且

还基本不会对有机胺本身造成影响，即，能够在

基本不损失有机胺的基础上有效地去除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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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净化有机胺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待净化有机胺流经多个床层，所述床层中设

置有阴离子交换介质，以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阴离子交换，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床层中

还设置有阳离子交换介质和过滤吸附介质，以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阳离子交换和过滤

吸附，其中，所述床层中设置的过滤吸附介质为活性炭、炭分子筛、炭纤维材料、多孔硅胶、

多孔氧化铝、高岭土及其改性物、硅藻土及其改性物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阳离子交换介质为

具有阳离子交换功能的分子筛及其改性材料、螯合树脂以及两性树脂中的至少一种；

其中，所述过滤吸附介质与阳离子交换介质同时设置在同一床层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多个床层采用并联或串联的方式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阴离子交换介质为阴离子交换树脂。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阳离子交换介质为A型分子筛、八面沸石

分子筛、丝光沸石、β分子筛、ZSM-5分子筛、螯合树脂和两性离子交换树脂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在床层中进行过滤吸附、

阴离子交换和阳离子交换的条件各自独立地包括：温度为5-100℃，所述待净化有机胺的体

积空速为0.05-15h-1。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在床层中进行过滤吸附、

阴离子交换和阳离子交换的条件各自独立地包括：温度为20-50℃，所述待净化有机胺的体

积空速为0.5-10h-1。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中，该方法还包括当所述床层中的过滤吸附介质、

阴离子交换介质和阳离子交换介质中的至少一种达到饱和后，将其再生后再次使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再生的方法选自热再生法、洗涤法和离子交

换法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再生的方法为热再生法时，再生的条件包

括：再生温度为50-600℃，再生介质为热的空气、热的氮气、热的氧气、热的酸性气体和热的

水蒸气中的至少一种；再生介质的体积空速为0.05-15h-1。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再生的方法为热再生法时，再生的条件包

括：再生温度为150-300℃，再生介质为热的空气、热的氮气、热的氧气、热的酸性气体和热

的水蒸气中的至少一种；再生介质的体积空速为0.1-5h-1。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再生的方法为洗涤法和/或离子交换法

时，再生的条件包括：再生温度为5-100℃，再生介质为去离子水、酸、碱和盐中的至少一种；

再生介质的体积空速为0.05-15h-1。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当所述再生的方法为洗涤法和/或离子交换法

时，再生的条件包括：再生温度为20-50℃，再生介质为去离子水、酸、碱和盐中的至少一种；

再生介质的体积空速为0.5-10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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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胺在生物、医药、催化、化工、日化、环保等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量有机

胺的应用导致了有机胺废水的大量排放。有机胺通常气味大，而且对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人

体健康，通常需要通过特殊的化学或生物处理后才可排放。此外，有机胺废水中往往还含有

其他杂质，在处理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化学品和能量，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0003] 不同的工艺过程产生的有机胺废水中有机胺的含量有所不同，例如，在分子筛合

成过程中，排放的合成母液中含有1-5重量％不等的有机胺模板剂，该有机胺模板剂例如可

以为六亚甲基亚胺、环己胺、二乙胺、三乙胺、哌啶、吡啶、吗啉等。有机胺模板剂通常价值较

高，极具回收利用价值，但是分子筛合成母液中除了含有有机胺模板剂之外，还含有未反应

的有机和无机物质(如硅、磷、铝、钠等原料)以及高温合成过程中胺的降解产物，直接排放

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还造成了环境污染。

[0004] 在石化行业轻烃以及烟气脱酸性气体(如CO2、H2S、SO2等)工艺中，需要大量使用高

浓度有机胺(浓度高达20-50重量％)，包括乙醇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N-甲基乙二胺、二

异丙醇胺、N,N-二丁基乙醇胺、乙二胺、二乙胺、哌嗪等。其中，在脱除酸性气体过程中，由于

有机胺液的降解劣化、管道腐蚀以及溶解工艺过程中带入的有机和无机杂质等，会导致有

机胺液对酸性气体脱除能力的下降甚至无法使用，每年有大量的废弃胺液被排放处理，不

仅费用巨大，而且还造成了资源浪费。

[0005] 在合成革行业以及三氯蔗糖合成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有机胺N,N-二甲基甲酰胺

(DMF)作为有机溶剂，因此产生大量的DMF有机胺废水排放，回收难度较大。

[0006] CN102206196B公开了从含吗啉的酸性废水中回收吗啉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先对含

吗啉的酸性废水进行浓缩，然后调节pH值析出固体并过滤、蒸馏，再加入足量的固体碱，静

置分层，得到吗啉有机层；向吗啉有机层中加入干燥剂搅拌干燥过夜，再次过滤，得到粗品

吗啉，分离提纯即得产品吗啉。该方法虽然回收了有机胺吗啉，但是操作过程非常复杂，需

要多步骤浓缩，能耗很大。

[0007] CN1844460A公开了一种脱硫胺液中热稳态盐的电化学去除装置，其中设置有阳极

室、阴极室、离子交换室和恒电流源，阳极室与离子交换室之间夹有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膜，离子交换室与阴极室之间也夹有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膜，离子交换室内填有强碱性

阴离子交换树脂，阳极室和阴极室分别装有阳极和阴极，阳极和阴极均为多孔的耐蚀金属

电极，阳极和阴极与恒电流源连接，阴极室设有进水口和废液出口，阳极室也设有进水口和

废液出口，离子交换室设有胺液进口和胺液出口。该装置只采用电解水而不需要其他化学

试剂即可连续去除脱硫胺液中的热稳态盐，使胺液连续再生。然而，该方法虽然能够将部分

热稳定性盐脱除，但是会有大量胺通过离子交换膜进入废液口，而且胺液中的少量的固体

污染物都会造成离子交换膜的堵塞，降低脱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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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CN102125803A公开了一种劣质胺液的净化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固体杂

质的过滤：在固定床中填充过滤介质，将劣质胺液的固体杂质进行过滤，其中，所述过滤介

质为分子筛、活性炭和离子交换膜中的至少一种；(2)酸根离子的交换脱除：将混合好的树

脂装填在离子交换柱中，把经过滤好的胺液通过混合型离子交换树脂，在空速为1-50h-1、温

度为10-50℃下实现酸根离子的交换脱除；(3)过滤介质和交换树脂的再生：将胺液通过过

滤介质的压力降过高，空速过低时，进行过滤介质的再生或更换，以便胺液的顺利过滤，缩

短过滤时间；当离子交换树脂塔的进口和出口胺液pH值接近时，离子交换树脂进行再生，进

行离子交换树脂的再生的空速为1-50h-1，温度为10-50℃；再生后的树脂循环使用。该方法

脱除了劣质胺液中的固体杂质以及阴离子，但对于降解产物阳离子以及溶解在其中的盐类

阳离子则无法脱除干净。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在有机胺净化过程中采用萃取、抽提、蒸馏技

术能耗高，而采用电化学方法工程化难度大、离子交换净化不彻底的缺陷，而提供了一种新

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该方法不仅可以通过阳离子交换和/或吸附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脱除

对有机胺循环使用过程有影响的杂质阳离子，而且还可以有效脱除有机胺中的固体颗粒

物、胺降解产物和阴离子，恢复有机胺使用性能。

[0010] 本发明的发明人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现有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中均不涉及阳离

子的脱除，然而，阳离子在有机胺中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如超过1000ppm)，会极大地影响有

机胺的使用。例如，当将含有大量阳离子的有机胺用于烟气脱酸性气体如含硫气体时，会严

重影响脱硫效率和脱硫深度，其危害性甚至超过了热稳盐阴离子。此外，按照常规理论，有

机胺根离子本身就是阳离子，有机胺在水溶液中应该很容易与阳离子交换介质作用，因此，

如果采用阳离子交换介质对有机胺进行净化，那么在脱除杂质阳离子的过程中也会造成有

机胺本身的大量损失，不利于工业化生产，因此，如何有效脱除有机胺中的杂质阳离子一直

是本领域的技术难题，并且为了避免阳离子含量过大造成的影响，目前常用的办法是更换

新鲜的有机胺，排放处理劣化严重的有机胺，但是这样会导致操作成本的提高、环境的污染

以及资源的浪费。然而，本发明的发明人在试验中发现，将有机胺通过设置有阳离子交换介

质的床层中，不仅能够有效地去除有机胺中的杂质阳离子，而且还基本不会对有机胺本身

造成影响，即，能够在基本不损失有机胺的基础上有效地去除杂质阳离子。基于上述发现，

完成了本发明。

[0011] 具体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净化有机胺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待净化有机胺流经

一个或多个床层，所述床层中选择性地设置有过滤吸附介质和/或阴离子交换介质，以选择

性地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过滤吸附和/或阴离子交换，其中，在所述床层中至少还设置

有阳离子交换介质，以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阳离子交换。

[0012]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可以针对待净化有机胺中的不同污染物而选择不同的介质，从

而在基本不损失有机胺的基础上将其中的污染物全部或有选择性地脱除，以实现恢复有机

胺使用的目的。当待净化有机胺中含有多种脱除对象时，可以选择过滤吸附介质、阴离子交

换介质和阳离子交换介质中的多种对待净化有机胺中的污染物进行全部脱除，也可以针对

性地将那些影响有机胺使用性能的污染物进行脱除，而保留对有机胺使用性能没有影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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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辅助功能的污染物。因此，本发明针对性和灵活性强，能脱除有机胺中的各种污染物，而

且过滤吸附介质、阴离子交换介质和阳离子交换介质还可以通过再生实现多次循环使用，

有效降低了操作成本。

[0013]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15] 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包括将待净化有机胺流经一个或多个床层，所述

床层中选择性地设置有过滤吸附介质和/或阴离子交换介质，以选择性地将所述待净化有

机胺进行过滤吸附和/或阴离子交换，其中，在所述床层中至少还设置有阳离子交换介质，

以将所述待净化有机胺进行阳离子交换。在所述阳离子交换过程中，可以将所述待净化有

机胺中的无机阳离子和/或有机阳离子进行选择性脱除，从而恢复有机胺的使用性能。

[0016] 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可用于净化各种有机胺液体，例如多孔无机材料

的合成母液、脱硫胺液、溶剂胺等。所述待净化有机胺是一种复杂的混合溶液，其中的胺含

量可以为0.1-90重量％，优选为10-60重量％。其中，当所述待净化有机胺源自分子筛等多

孔材料的合成模板剂时，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中的胺例如可以为六亚甲基亚胺、环己胺、二乙

胺、三乙胺、哌啶、吡啶、吗啉等中的至少一种；当所述待净化有机胺源自化工行业脱酸性气

体中的碱时，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中的胺例如可以为乙醇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N-甲基乙

二胺、二异丙醇胺、N,N-二丁基乙醇胺、乙二胺、二乙胺、哌嗪、氨甲基丙醇等中的至少一种；

当所述待净化有机胺源自化工合成过程中的有机溶剂时，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中的胺例如可

以为N,N-二甲基甲酰胺(DMF)。除了有机胺之外，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中还可以含有固体颗粒

物、有机胺降解产物、其他有机物和无机物、水等。其中，所述固体颗粒物可以为未分离除去

的合成产物、分子筛、催化剂或携带的粉尘、细颗粒物、设备腐蚀脱落物、降解结焦物、反应

沉淀物等。所述有机胺降解产物可以为咪唑啉酮类、脲类、氨基酸类、甲酸盐类等。所述其他

有机物可以为醇类、醛类、酮类、酚类以及与胺互溶的烷烃、烯烃和芳烃等。所述其他无机物

可以为碱金属、碱土金属以及过渡金属的盐等。所述固体颗粒物、降解产物、其他有机物和

无机物的总含量不超过有机胺总量的20重量％。

[0017]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当待净化有机胺需要多个床层进行净化

时，所述多个床层可以采用并联的方式相连，也可以采用串联的方式相连。此外，所述过滤

吸附介质可以与阴离子交换介质或阳离子交换介质同时设置在同一床层中，也可以分别设

置在不同的床层中。当所述过滤吸附介质与阴离子交换介质和阳离子交换介质分别设置在

不同床层中时，可以使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以任意的顺序流经含有上述介质的床层中，例如，

可以使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依次流经过滤吸附介质床层、阴离子交换介质床层以及阳离子交

换介质床层，可以使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依次流经滤吸附介质床层、阳离子交换介质床层以

及阴离子交换介质床层，也可以使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依次流经阴离子交换介质床层、过滤

吸附介质床层以及阳离子交换介质床层，也可以使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依次流经阴离子交换

介质床层、阳离子交换介质床层以及过滤吸附介质床层，还可以使所述待净化有机胺依次

流经阳离子交换介质床层、阴离子交换介质床层以及过滤吸附介质床层，还可以使所述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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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有机胺依次流经阳离子交换介质床层、过滤吸附介质床层以及阴离子交换介质床层。

[0018] 所述床层中可以选择性地设置有过滤吸附介质。所述过滤吸附介质是指具有过滤

和/或吸附功能的介质。当待净化有机胺中含有少量细小固体颗粒物或固体颗粒物不影响

吸附介质吸附功能时，床层中的过滤吸附介质可以选择单纯具有过滤功能的材料，也可以

选择同时具有过滤和吸附功能的材料；当待净化有机胺中没有固体颗粒物时，床层中的过

滤吸附介质可以选择单纯具有吸附功能的材料。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中提及的床层

过滤不能完全替代常规的过滤手段，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对于细小颗粒物(例如小于0.5微

米)的过滤上。因此，当待净化有机胺中含有非常大量的固体颗粒物且固体颗粒物粒径较大

时，可以在待净化有机胺流入床层之前通过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各种过滤手段进行预过

滤，然后再用床层进行过滤、吸附、阴离子交换和阳离子交换。

[0019] 本发明对所述过滤吸附介质的种类没有特别地限定，其实例包括但不限于：活性

炭、炭分子筛、炭纤维材料、多孔硅胶、多孔氧化铝、高岭土及其改性物、硅藻土及其改性物

中的至少一种，这些材料具有高的比表面积，可以有效过滤和/或吸附有机胺溶液中的细颗

粒物、烃类有机物以及有机胺中携带的非水溶性有机物等。

[0020] 在本发明中，所述阴离子交换介质可以为阴离子交换树脂。本发明对所述阴离子

交换树脂的种类没有特别地限定，其具体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大孔型或凝胶型的强碱性阴

离子交换树脂、大孔型或凝胶型的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其中，从原料易得性的角度出

发，所述大孔型或凝胶型的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优选为D201型、D202型和201×7型阴离

子交换树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大孔型或凝胶型的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优选为D301型、

D302型和301型阴离子交换树脂中的至少一种。

[0021] 本发明对所述阳离子交换介质的种类没有特别地限定，可以为现有的各种能够去

除有机胺溶液中的杂质阳离子的物质，例如，可以为具有阳离子交换功能的分子筛及其改

性材料、阳离子交换树脂、螯合树脂以及两性树脂中的至少一种。其中，所述分子筛及其改

性材料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A型分子筛(包括3A型分子筛、4A型分子筛、5A型分子筛)、八面

沸石分子筛(X型分子筛和Y型分子筛)、丝光沸石、β分子筛、ZSM-5分子筛等中的至少一种，

这些分子筛及其改性材料中规则的孔道和笼形结构不但可以有效地吸附醇类、酮类、酚类

等有机物，而且还含有大量的交换位，可以交换与有机胺溶液中的杂质阳离子如碱金属离

子(Na+、K+)、碱土金属离子(如Mg2+、Ca2+)、过渡金属离子(如Cu2+、Fe3+、Cr3+、Zn2+、Co2+、Ni2+

等)进行有效交换，从而实现脱除有机胺溶液中的杂质阳离子的目的。此外，所述阳离子交

换树脂可以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各种阳离子交换树脂，例如，大孔型强酸性阳离子交

换树脂(如D001型)、凝胶型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如001×7型、001×8型、001×10型等)、

大孔型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如D103型、D111型等)、凝胶型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如

103型、111型、112型等)。所述螯合树脂例如可以为401型螯合树脂。所述两性树脂可以为强

酸强碱性、强酸弱碱性、强碱弱酸性、弱酸弱碱性的两性离子交换树脂。本发明通过选择阳

离子交换介质以及组合使用不同种类的阳离子交换介质可以选择性地交换除去待净化有

机胺中的各种有机阳离子和无机阳离子，其中包括氨基酸类降解产物、溶解在有机胺中的

各种有机阳离子(如季铵阳离子)和无机阳离子(如Na+、K+、Mg2+、Ca2+、Cu2+、Fe3+、Cr3+、Zn2+、

Co2+、Ni2+等阳离子)。

[0022] 本发明对将待净化有机胺在床层中进行过滤吸附、阴离子交换和阳离子交换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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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并且可以各自独立地包括：温度可以为5-100℃，优选为20-50℃；

所述待净化有机胺的体积空速可以为0.05-15h-1，优选为0.5-10h-1。在本发明中，所述“体

积空速”是指单位时间(小时)内通过单位体积介质的待净化有机胺的体积。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净化有机胺的方法还包括：当所述床层中

的过滤吸附介质、阴离子交换介质和阳离子交换介质中的至少一种达到饱和后，将其再生

后再次使用。所述再生的方法可以为本领域的常规选择，例如，可以选自热再生法、洗涤法

和离子交换法中的至少一种。其中，当所述再生的方法为热再生法时，所述再生的条件通常

包括：再生温度可以为50-600℃，优选为150-300℃；再生介质可以为热的空气、热的氮气、

热的氧气、热的酸性气和热的水蒸气中的至少一种；再生介质的体积空速可以为0.05-15h
-1，优选为0.1-5h-1。当所述再生的方法为洗涤法和/或离子交换法时，再生条件通常包括：

再生温度可以为5-100℃，优选为20-50℃；再生介质可以为去离子水、酸、碱和盐中的至少

一种，其中，所述酸、碱和盐通常以其水溶液的形式使用，并且浓度可以为0.01-2mol/L，优

选为0.1-1mol/L；再生介质的体积空速可以为0.05-15h-1，优选为0.5-10h-1。

[002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所述过滤吸附介质采用热再生法或洗涤法进行

再生。所述阴离子交换介质采用碱洗涤法进行再生；其中，所述碱可以为有机或无机强碱，

具体可以为NaOH和/或KOH；所述碱的浓度可以为0.01-2mol/L，优选为0.1-1mol/L；所述碱

的体积空速可以为0.05-15h-1，优选为0.5-10h-1。所述分子筛及其改性材料可以用浓度不

超过0.05mol/L的酸溶液进行洗涤再生，所述阳离子交换树脂可以用浓度为0.01-2mol/L、

优选为0.1-1mol/L的酸溶液进行洗涤再生。其中，所述酸可以为甲酸、乙酸、盐酸、硝酸、硫

酸、磷酸中的至少一种，所述酸溶液的体积空速可以为0.05-15h-1，优选为0.5-10h-1。而所

述两性树脂可以用水进行洗涤再生，其中水的体积空速可以为0.05-15h-1，优选为0.5-10h
-1。

[0025]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

[0026] 实施例1

[0027]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28]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N-甲基二乙醇胺含量35重量％、K+含量0.37重量％、Na+含

量0.59重量％、Cl-含量0.7重量％、SO42-含量0.49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256

重量％、CH3COO-含量0.26重量％、HCOO-含量0.12重量％，其余为水。

[0029] 净化有机胺溶液的步骤如下：

[0030] (1)将300ml苯乙烯系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型号2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3.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1；

[0031] (2)将500ml  HY分子筛小球(含HY分子筛60重量％，含高岭土40重量％，其中，HY分

子筛为阳离子交换介质，高岭土为过滤吸附介质)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2；

[0032] (3)将700ml上述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流经柱1和柱

2，并将柱1和柱2的温度均控制在40℃下进行处理。

[0033]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1然后进入柱2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35重量％、K+含量0.01重量％、Na+含量0.008重量％、Cl-含量0.006重量％、SO42-含量

0.016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013重量％、CH3COO-含量0.011重量％、HCOO-含

量0.006重量％，其余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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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2然后进入柱1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34.9重量％、K+含量0.021重量％、Na+含量0.013重量％、Cl-含量0.005重量％、SO42-含

量0.012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05重量％、CH3COO-含量0.01重量％、HCOO-含

量0.008重量％，其余为水。

[0035]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36] 实施例2

[0037]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38]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如实施例1。

[0039] 净化有机胺溶液的步骤如下：

[0040] (1)将300ml苯乙烯系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型号2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3.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1；

[0041] (2)将500ml苯乙烯系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型号0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4.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2；

[0042] (3)将700ml上述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流经柱1和柱

2，并将柱1和柱2的温度均控制在40℃下进行处理。

[0043]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1然后进入柱2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34.5重量％、K+含量0.12重量％、Na+含量0.125重量％、Cl-含量0.008重量％、SO42-含量

0.015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106重量％、CH3COO-含量0.015重量％、HCOO-含

量0.005重量％，其余为水。

[0044]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2然后进入柱1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34.3重量％、K+含量0.14重量％、Na+含量0.15重量％、Cl-含量0.005重量％、SO42-含量

0.014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12重量％、CH3COO-含量0.01重量％、HCOO-含量

0.006重量％，其余为水。

[0045]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46] 实施例3

[0047]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48]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如实施例1。

[0049] 净化有机胺溶液的步骤如下：

[0050] (1)将300ml苯乙烯系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型号2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3.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1；

[0051] (2)将500ml  HZSM-5分子筛小球(含HZSM-5分子筛80重量％，多孔硅胶20重量％，

其中，HZSM-5分子筛为阳离子交换介质，多孔硅胶为过滤吸附介质)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柱

中，称为柱2；

[0052] (3)将700ml上述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流经柱1和柱

2，并将柱1和柱2的温度均控制在40℃下进行处理。

[0053]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1然后进入柱2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34.8重量％、K+含量0.021重量％、Na+含量0.034重量％、Cl-含量0.006重量％、SO42-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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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0.015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011重量％、CH3COO-含量0.014重量％、HCOO-

含量0.007重量％，其余为水。

[0054]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2然后进入柱1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34.6重量％、K+含量0.022重量％、Na+含量0.039重量％、Cl-含量0.005重量％、SO42-含

量0.012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011重量％、CH3COO-含量0.013重量％、HCOO-

含量0.006重量％，其余为水。

[0055]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56] 对比例1

[0057] 本对比例用于说明参比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58]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如实施例1，并且按照实施例1的方法对该待净化有机胺溶

液进行处理，所不同的是，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仅流入柱1，所得到的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

乙醇胺含量35重量％、K+含量0.37重量％、Na+含量0.59重量％、Cl-含量0.007重量％、SO42-

含量0.015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256重量％、CH3COO-含量0.01重量％、

HCOO-含量0.007重量％，其余为水。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采用该方法对待净化有机胺溶液

进行处理，基本不能脱除其中的阳离子。

[0059] 实施例4

[0060]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61]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二乙醇胺含量30重量％、K+含量0.361重量％、Na+含量

0.406重量％、Cl-含量0.5重量％、SO42-含量0.4重量％、TMA+(四甲基铵阳离子)含量0.21重

量％、CH3COO-含量0.3重量％、HCOO-含量0.1重量％，其余为水。

[0062] 净化有机胺溶液的步骤如下：

[0063] (1)将300ml苯乙烯系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型号2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3.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1；

[0064] (2)将500ml  HY分子筛小球(含HY分子筛60重量％，含高岭土40重量％，其中，HY分

子筛为阳离子交换介质，高岭土为过滤吸附介质)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2；

[0065] (3)将800ml上述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流经柱1和柱

2，并将柱1和柱2的温度均控制在40℃下进行处理。

[0066]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1然后进入柱2时，接出液组成为：二乙醇胺含量

29.8重量％、K+含量0.018重量％、Na+含量0.012重量％、Cl-含量0.006重量％、SO42-含量

0.011重量％、TMA+(四甲基铵阳离子)含量0.013重量％、CH3COO-含量0.01重量％、HCOO-含

量0.007重量％，其余为水。

[0067] 当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先进入柱2然后进入柱1时，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

含量29.6重量％、K+含量0.019重量％、Na+含量0.018重量％、Cl-含量0.006重量％、SO42-含

量0.012重量％、TMA+(四甲基铵阳离子)含量0.015重量％、CH3COO-含量0.011重量％、HCOO-

含量0.008重量％，其余为水。

[0068]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69]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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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71]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N-甲基二乙醇胺含量30重量％、乙醇胺含量10重量％、甲

醇含量0.5重量％、K+含量0.361重量％、Na+含量0.406重量％、Cl-含量0.5重量％、SO42-含量

0.4重量％、TMA+(四甲基铵阳离子)含量0.21重量％、CH3COO-含量0.3重量％、HCOO-含量0.1

重量％，其余为水。

[0072] 净化有机胺溶液的步骤如下：

[0073] (1)将300ml苯乙烯系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型号2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3.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1；

[0074] (2)将500ml  HY分子筛小球(含HY分子筛60重量％，含高岭土40重量％，其中，HY分

子筛为阳离子交换介质，高岭土为过滤吸附介质)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2；

[0075] (3)将300ml  5A型分子筛小球(阳离子交换介质)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

为柱3；

[0076] (4)将800ml上述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先后流经柱1、

柱2和柱3，并将柱1、柱2和柱3的温度均控制在40℃下进行处理。

[0077] 接出液组成为：N-甲基二乙醇胺含量29.9重量％、乙醇胺含量9.6重量％、甲醇含

量0.005重量％、K+含量0.016重量％、Na+含量0.0105重量％、Cl-含量0.005重量％、SO42-含

量0.012重量％、TMA+(四甲基铵阳离子)含量0.011重量％、CH3COO-含量0.008重量％、HCOO-

含量0.007重量％，其余为水。

[0078]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79] 实施例6

[0080]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81]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吗啉含量15重量％、Na+含量0.8重量％、Cl-含量0.5重

量％、SiO32-含量0.4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5重量％、PO43-含量0.3重量％、

AlO2-含量0.3重量％、硅铝细颗粒物(0.08-0.15微米)含量0.8重量％，其余为水。

[0082] 净化有机胺溶液的步骤如下：

[0083] (1)将300ml炭分子筛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1；

[0084] (2)将300ml苯乙烯系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型号2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3.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2；

[0085] (3)将500ml苯乙烯系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型号001×7，质量全交换容量为

4.6mol/kg)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称为柱3；

[0086] (4)将800ml上述待净化有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先后流经柱1、

柱2和柱3，并将柱1、柱2和柱3的温度均控制在40℃下进行处理。

[0087] 接出液组成为：吗啉含量15重量％、Na+含量0.009重量％、Cl-含量0.011重量％、

SiO3
2-含量0.006重量％、TEA+(四乙基铵阳离子)含量0.0106重量％、PO4

3-含量0.008重

量％、AlO2-含量0.006重量％、硅铝细颗粒物(0.08-0.15微米)含量为0，其余为水。

[0088]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89]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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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本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提供的净化有机胺的方法。

[0091] 待净化有机胺溶液组成：N,N-二甲基甲酰胺含量60重量％、Na+含量1.5重量％、Cl-

含量2.3重量％，其余为水。

[0092] 净化有机胺的步骤如下：

[0093] 将300ml两性树脂(型号501)填充于高径比为3的树脂柱中，将800ml上述待净化有

机胺溶液以体积空速为1.2h-1的流速连续流经该树脂柱，并将该树脂柱的温度控制在40℃

下进行离子交换。

[0094] 接出液组成为：N,N-二甲基甲酰胺含量60重量％、Na+含量0.0012重量％、Cl-含量

0.002重量％，其余为水。

[0095]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待净化有机胺溶液在脱阳离子和阴离子后基本没有损耗，

而且阴阳离子杂质脱除率高。

[0096]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对有机胺进行净化，不仅能够有效

地去除有机胺中的杂质，而且还基本不会对有机胺本身造成影响，即，能够在基本不损失有

机胺的基础上有效地去除杂质。

[0097]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中

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

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98]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99]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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