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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

法，（1）将BDO废液投入蒸馏塔内，进行真空蒸馏，

分离出低沸物和水以及塔底废液；（2）将步骤（1）

分离出的低沸物和水送入精馏塔，分离出高纯度

低沸物；（3）将步骤（1）得到的塔底废液送至热脱

附回转窑中，气相组分经冷凝后得到高热值燃料

油调和油和残渣。本发明解决了BDO废液盐含量

高、不利于蒸馏的问题，工艺流程简单，可操作性

强，节约能源，能够回收部分组份，不仅可以实现

资源再生，大大降低危险废物焚烧企业的运营成

本，经处理后产生的废渣数量减小，降低填埋等

处理过程中渗滤液的析出，避免了环境二次污染

的风险，减小废渣的处理和后续企业处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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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如下：

（1）将BDO废液投入蒸馏塔内，进行真空蒸馏，真空度为20-100  kPa，蒸馏塔塔顶温度为

60-80℃，分离出低沸物和水以及塔底废液；

（2）将步骤（1）分离出的低沸物和水送入精馏塔，升温至70-90℃，回流比为（1-6）：1，分

离出高纯度低沸物；

（3）将步骤（1）得到的塔底废液送至热脱附回转窑中，温度控制在200-350℃，气相组分

经冷凝后得到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和残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低沸

物为甲醇、乙醇、丙醇和丁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高热

值燃料油调和油热值大于6500，灰分小于0.2%，水分为痕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精馏后

塔底废水作为冷却循环水使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初期

以天然气为热量来源，反应1h后以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不凝气作为热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残渣

的产率为10-20%。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BDO废

液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低沸点醇5-18%、高沸点醇15-40%、盐类15-40%、水5-20%、

其它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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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BDO废液处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BDO，全名1 ,4-丁二醇，是一种重要的精细化工原料。现有BDO生产工艺主要有

Reppe法、顺酐法、丁二烯法和环氧丙烷法。无论哪种工艺路线，为确保BDO产品的纯度，制备

过程中需定期排放一部分塔底废液，正常生产BDO成品1t需要产生工艺废液约100kg。随着

近年来，我国BDO生产规模的迅速增长，如何规模化资源化处理处置BDO废液成为制约BDO生

产企业的关键因素。

[0003] 但是，目前BDO生产工艺并没有配套合理的解决措施来处理工艺废液。随着环保压

力的加剧，工艺废液的堆积严重制约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开发采用简单可行、投资较小，并

实现BDO工艺废液资源化、减量化和再生化的处置工艺迫在眉睫。

[0004] BDO废液主要成分有醇类、醚类、钠盐及少量水、低聚物、高聚物等，成份复杂。目前

BDO废液的处置主要集中在多塔精馏、连续蒸馏以及焚烧等，其中以焚烧处理为主，但是焚

烧处理由于残液含盐量高，容易导致焚烧炉结渣、腐蚀。也有采用间歇蒸馏/精馏提取部分

BDO，但工艺流程长，间歇操作，温度控制要求高，塔底残渣并需要定期清理，造成人工成本

加剧，同时安全风险升高。

[0005] 专利201510798850.5一种无害化处理生产BDO产生的有机废液的方法，通过将生

产BDO  产生的有机废液进行处理得到高纯度的1,4-  丁二醇（BDO）、高沸物、低沸物、硝酸钠

和聚醚多元醇产品，实现了生产BDO产生的有机废液的无害化、再生资源化和零废物排放处

理。该专利提供的处理工艺流程长，设备投资大，且工艺控制要求高，产品质量不易控制，同

时由于BDO废液组份波动较大，对装置连续化运行影响较大。

[0006] 目前BDO废液的处置主要集中在焚烧、多塔精馏以及连续蒸馏等工艺，对于盐含量

高的废液并不适用精馏，而焚烧处理并不能有效资源化、减量化处理BDO废液。同时，由于精

馏塔底残渣并需要定期清理，造成人工成本加剧，安全风险升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主要针对现有BDO工艺废液无法资源化、减量化和再生化处理问题，特别是

针对高盐含量的BDO工艺废液，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资源化利用方法，实现BDO废液规模化、

批量化生产，使废弃资源的回收利用，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小环境污染。

[0008] 实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步骤如下：

[0009] （1）将BDO废液投入蒸馏塔内，进行真空蒸馏，真空度为20-100  kPa，蒸馏塔塔顶温

度为60-80℃，分离出低沸物和水以及塔底废液；

[0010] （2）将步骤（1）分离出的低沸物和水送入精馏塔，升温至70-90℃，回流比为（1-6）：

1，分离出高纯度低沸物；

[0011] （3）将步骤（1）得到的塔底废液送至热脱附回转窑中，温度控制在200-350℃，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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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经冷凝后得到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和残渣。

[0012] 所述步骤（1）中低沸物为甲醇、乙醇、丙醇和丁醇。

[0013] 所述步骤（3）中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热值大于6500，灰分小于0.2%，水分为痕量。

[0014] 所述步骤（2）精馏后塔底废水作为冷却循环水使用。

[0015] 所述步骤（3）中初期以天然气为热量来源，反应1h后以不凝气作为热源，该不凝气

为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不凝废气。

[0016] 所述步骤（3）中残渣的产率为10-20%。

[0017] 所述BDO废液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低沸点醇5-18%、高沸点醇15-40%、盐

类15-40%、水5-20%、其它10-30%。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解决了BDO废液盐含量高、不利于蒸馏的问题，工艺

流程简单，可操作性强，节约能源，能够回收部分组份，不仅可以实现资源再生，大大降低危

险废物焚烧企业的运营成本，经处理后产生的废渣数量减小，降低填埋等处理过程中渗滤

液的析出，避免了环境二次污染的风险，减小废渣的处理和后续企业处置成本。本发明最终

盐类都以盐渣形式富集，通过出渣系统连续排出，产品主要组分是高沸醇类、酶类低聚物，

其热值、灰分、水分、闪点指标均可作为燃料油调和组分使用。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

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实施例1

[0023] 以某厂BDO工艺废液为例，工艺废液基本组成为低沸点醇5%、高沸点醇40%、盐类

40%、水5%、其它类10%，工艺处置流程如下：

[0024] 1.  将BDO工艺废液泵送至预处理罐，分离脱除少量低沸物和水，采用真空蒸馏，采

用真空度50KPa，控制塔顶温度在90℃，将低沸物及水脱除，经冷凝后进入中间储罐集中收

集处理，蒸馏塔底部废液进入后续裂解装置进行处理。

[0025] 2.  将步骤1中间储罐低沸物及水送至精馏塔，升温至170℃，控制回流比1.5：1，精

馏分离出的高纯度低沸物经冷凝后进入低沸物储存罐，主要是低元醇类，作为产品杂醇油；

塔底废水部分作为本工艺的冷却循环水使用，部分排放至水处理，合格后排放。

[0026] 3.  将步骤1中的塔底重馏分送至热脱附回转窑，温度控制在260℃，初期以天然气

为热量来源，后期以不凝气作为热源，气相组分经冷凝后进入产品罐，作为高热值燃料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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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油。产生的残渣经螺旋输送刮出，再经皮带输送至废渣暂存棚，集中收集后处理。

[0027] 整个过程产品回收率达到85%，残渣产生率在14%。

[0028] 本实施例中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主要为高沸杂醇、醚类低聚物）热值为6800，灰

分小于0.2%，水分为痕量。

[0029] 实施例2

[0030] 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BDO废液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低沸点

醇18%、高沸点醇22%、盐类15%、水20%、其它25%，步骤如下：

[0031] （1）将BDO废液投入蒸馏塔内，进行真空蒸馏，真空度为20  kPa，蒸馏塔塔顶温度为

60℃，分离出低沸物和水以及塔底废液；

[0032] （2）将步骤（1）分离出的低沸物（甲醇、乙醇、丙醇和丁醇）和水送入精馏塔，升温至

70℃，回流比为1：1，分离出高纯度低沸物；

[0033] （3）将步骤（1）得到的塔底废液送至热脱附回转窑中，温度控制在200℃，初期以天

然气为热量来源，1h后以不凝气作为热源，反应初期无不凝气产生，以天然气作为热源，后

期不凝气产生量较大，不凝气作为替代燃料，气相组分经冷凝后得到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

和残渣。

[0034] 本实施例中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主要为高沸杂醇、醚类低聚物）热值为7200，灰

分小于0.15%，水分为痕量。

[0035] 实施例3

[0036] 一种资源化处置BDO废液的方法，BDO废液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低沸点

醇10%、高沸点醇15%、盐类35%、水10%、其它类30%，步骤如下：

[0037] （1）将BDO废液投入蒸馏塔内，进行真空蒸馏，真空度为100  kPa，蒸馏塔塔顶温度

为80℃，分离出低沸物和水以及塔底废液；

[0038] （2）将步骤（1）分离出的低沸物（甲醇、乙醇、丙醇和丁醇）和水送入精馏塔，升温至

90℃，回流比为6：1，分离出高纯度低沸物；

[0039] （3）将步骤（1）得到的塔底废液送至热脱附回转窑中，温度控制在350℃，初期以天

然气为热量来源，1h后以不凝气作为热源，反应初期无不凝气产生，以天然气作为热源，后

期不凝气产生量较大，不凝气作为替代燃料，气相组分经冷凝后得到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

和残渣。

[0040] 热脱附回转窑内温度控制在200℃以上，处理量较小，一般会快速汽化，基本无停

留，初次进料量较大时，进料4吨，处理时间为6-8小时，完成固渣的分离。

[0041] 本实施例中高热值燃料油调和油（主要为高沸杂醇、醚类低聚物）热值为7500，灰

分小于0.1%，水分为痕量。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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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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