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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

制氮设备，包括两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模块，每

个吸附塔模块包括四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分别

为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

吸附塔，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

第四吸附塔的顶部出口通过上部均压管线连接

在一起，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

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出口通过下部均压管线连接

在一起，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

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分别通过排气管线与消声器

连接，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

四吸附塔的底部分别通过冲洗管线与排气管线

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多次均压回收被多余释放

出的气量，降低高压PSA制氮设备能耗，同时降低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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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两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模块，

每个吸附塔模块的顶部氮气出口通过管线与氮气储罐连接，每个吸附塔模块的底部入口通

过管线与压缩空气储罐连接，每个吸附塔模块包括四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分别为第一吸

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

第四吸附塔的顶部出口通过上部均压管线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

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出口通过下部均压管线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

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分别通过排气管线与消声器连接，所述第一吸附塔、

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分别通过冲洗管线与排气管线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

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顶部氮气出口分别通过氮气管线与氮气储

罐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

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入口通过压缩空气管线与压缩空气储

罐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吸

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顶部的氮气管线、上部均压管线上分别设有阀

门，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底部的压缩空气管线、下部均

压管线、排气管线和冲洗管线上分别设有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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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变压吸附制氮设备，具体涉及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此行业中使用的变压吸附制氮设备主要有两种，一种为吸附压力为

1.0MPa以下的常规低压制氮设备，另一种为新发明的高压PSA制氮设备，吸附压力超过

1.4MPa.

[0003] （1）目前高压PSA设备所使用的高压PSA技术的整机能耗相对于常规PSA制氮设备

来讲，由于高压空压机的使用，产生同等气量的压缩气体，压缩气体的压力越高产生相同气

量所要消耗的能耗就越高，而在高压PSA制氮技术中使用的高压技术为一次均压技术，一次

均压后造成设备高压气体解吸时的压力偏高，在解吸阶段排出的空气量就相对的较高，所

以这就造成了高压PSA制氮设备的能耗偏高，能耗高就意味着经济效益差，会对高压PSA的

进一步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0004] （2）已经研发成功的高压PSA技术，采用高压空气压缩机产生高压压缩气体，高压

压缩气体压力为20.0bar(a)，经过空气处理系统、缓冲系统、工艺管道以及减压与压力回收

技术之后，在吸附塔内的吸附压力为14.0~18.0bar(a)，吸附压力同时会受到高压氮气压缩

机配合的影响。

[0005] （3）吸附完成之后，高压PSA制氮设备会进行均压流程，高压PSA制氮技术在均压过

程中采用了一次均压技术，由两个相邻的吸附塔进行一次均压，均压根据纯度要求分为上

均压、中均压和下均压。

[0006] （4）进行均压之后，解吸塔的高压PSA的解吸压力7.0~9.0bar(a)，而常规低压PSA

设备的吸附压力3.0~5.0bar(a)，高压PSA相比常规低压PSA，每次在解吸过程中都有超过

82%的气量被释放掉，造成了气量的浪费。

[0007] （5）由于撬装结构的限制，吸附塔的高径比无法做到更加适合的长度，一般根据撬

体的尺寸限制，吸附塔的高径比控制在2.5左右。

[0008] 综合以上情况，目前高压PSA制氮技术对高压气体造成了一定的浪费，特别的在解

吸过程中，大量的高压气体直接排放会空气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高压PSA技术的发展造

成了一定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结构合理，通过多次均压

回收被多余释放出的气量，降低高压PSA制氮设备能耗，同时降低生产成本的新型节能高效

型PSA制氮设备。

[0010]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包括两个相互并联的吸

附塔模块，每个吸附塔模块的顶部氮气出口通过管线与氮气储罐连接，每个吸附塔模块的

底部入口通过管线与压缩空气储罐连接，每个吸附塔模块包括四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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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

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顶部出口通过上部均压管线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

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出口通过下部均压管线连接在一起，所述第一吸

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分别通过排气管线与消声器连接，所述

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底部分别通过冲洗管线与排气管线

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顶部氮气出口

分别通过氮气管线与氮气储罐连接，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

塔的底部入口通过压缩空气管线与压缩空气储罐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顶部的氮气管

线、上部均压管线上分别设有阀门，所述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

塔底部的压缩空气管线、下部均压管线、排气管线和冲洗管线上分别设有阀门。

[0013]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具有以下优点：通过加入中间均压塔，能对压力进行回

收，通过多次均压降低压力，以此来回收被多余释放出的气量，防止气量浪费，从而减少空

压机的使用台数或是减少空压机的额定功率，最终达到降低高压PSA制氮设备的能耗，降低

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0015] 图中：1、第一吸附塔，2、第二吸附塔，3、第三吸附塔，4、第四吸附塔；

[0016] 5、6、吸附塔模块，7、氮气储罐，8、压缩空气储罐，9、上部均压管线，10、下部均压管

线，11、排气管线，12、消声器，13、冲洗管线，14、氮气管线，15、压缩空气管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是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8] 参照图1，一种新型节能高效型PSA制氮设备，包括两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模块5、

6，每个吸附塔模块的顶部氮气出口通过管线与氮气储罐7连接。这样吸附塔模块5、6相互并

联，同时，当吸附塔模块5开始吸附一定时间后，吸附塔模块6进行吸附，使吸附塔模块5、6在

开始吸附时有部分重叠，这样能保证至少2-3个吸附塔处于同时吸附的状态，最大限度的提

升工作效率。

[0019] 其中，每个吸附塔模块的底部入口通过管线与压缩空气储罐8连接，每个吸附塔模

块包括四个相互并联的吸附塔，分别为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

附塔4，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顶部出口通过上部均压

管线9连接在一起，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底部出口通

过下部均压管线10连接在一起，这样当其中两个吸附塔需要一次或二次均压时，通过上部

均压管线9和下部均压管线10可以对吸附塔的上下部位同时进行，这样不仅能提高速率，而

且均压效果理想。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底部分别通过

排气管线11与消声器12连接，当每个吸附塔二次均压后，进行逆放解吸时，均通过排气管线

11排出，每个吸附塔完成吸附、一均降、顺放、二均降、逆放、冲洗、二均升、一均升后进行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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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重复进行；另外，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底部分别通

过冲洗管线13与排气管线11连接，当每个吸附塔一次均压后，通过顺放动作对其他吸附塔

进行冲洗动作，冲洗过程注入的气体通过冲洗管线13进入排气管线11并最终通过消声器12

消声处理后排出。

[0020] 其中，一均降为一次均压过程中的压力下降过程；顺放为一均降之后的排气过程；

二均降为二次均压过程中的压力下降过程；逆放为解吸排气过程；冲洗为其他吸附塔的顺

放排气过程；二均升为其他吸附塔二次均压与其均压产生的升压过程；一均升为其他吸附

塔一次均压与其均压产生的升压过程。

[0021] 另外，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一次均压、二次

均压以及顺放均通过上部均压管线9和下部均压管线10来完成，通过控制不同吸附塔的阀

门，来实现不同吸附塔之间的动作。

[0022] 上述的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顶部氮气出口

分别通过氮气管线14与氮气储罐7连接，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

附塔4的底部入口通过压缩空气管线15与压缩空气储罐8连接。

[0023] 在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顶部的氮气管线14、上

部均压管线9上分别设有阀门，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底

部的压缩空气管线15、下部均压管线10、排气管线11和冲洗管线13上分别设有阀门。通过阀

门的控制，可以实现不同吸附塔之间动作的连通和截止，以对应各个吸附塔所在时间的动

作。

[0024] 吸附塔模块5的工作原理：

[0025] 首先，第一吸附塔1进行吸附，打开第一吸附塔1和第三吸附塔3的阀门，第一吸附

塔1吸附完与第三吸附塔3通过上部均压管线9和下部均压管线10进行一次均压，此时，第一

吸附塔1进行一均降，第三吸附塔3同时进行一均升，一均升后第三吸附塔3进行吸附动作；

打开第一吸附塔1和第四吸附塔4上的阀门，第一吸附塔1进行顺放的同时对第四吸附塔4进

行冲洗，冲洗的气体杂质等通过排气管线11排出；打开第一吸附塔1和第四吸附塔4的阀门

进行二次均压，第一吸附塔1的二均降与第四吸附塔4的二均升的动作对应。

[0026] 第一吸附塔1开始吸附一定时间后，第二吸附塔2开始吸附，第二吸附塔2的吸附过

程与第一吸附塔1有部分重叠；打开第二吸附塔2和第四吸附塔4的阀门，使其连通，第二吸

附塔2与第四吸附塔4进行一次均压，这时，第二吸附塔2一均降时，第四吸附塔4同时进行一

均升，一均升后第四吸附塔4进行吸附动作；打开第二吸附塔2和第一吸附塔1的阀门，使其

连通，这时第二吸附塔2进行顺放同时对第一吸附塔1进行冲洗；顺放后打开第二吸附塔2与

第一吸附塔1的阀门，使其连通，这时，第二吸附塔2与第一吸附塔1进行二次均压，第二吸附

塔2的二均降与第一吸附塔1的二均升相对应。

[0027] 打开第三吸附塔3和第一吸附塔1的阀门，第三吸附塔3吸附完与第一吸附塔1进行

一次均压，第三吸附塔3进行一均降，第一吸附塔1同时进行一均升，一均升后第一吸附塔1

进行重复的吸附动作循环；一次均压后进行顺放，打开第三吸附塔3和第二吸附塔2的阀门，

第三吸附塔3的顺放同时为第二吸附塔2进行冲洗；然后，第三吸附塔3与第二吸附塔2二次

均压，第三吸附塔3的二均降与第二吸附塔2的二均升相对应。

[0028] 第四吸附塔4吸附完与第二吸附塔2进行一次均压，第四吸附塔4一均降时，第二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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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塔2同时进行一均升，一均升后第二吸附塔2进行吸附动作；第四吸附塔4一次均压后进行

顺放，第四吸附塔4的顺放同时为第三吸附塔3进行冲洗，第四吸附塔4与第三吸附塔3二次

均压，第四吸附塔4的二均降与第三吸附塔3的二均升相对应，即第四吸附塔4与第三吸附塔

3进行二次均压，第四吸附塔4的二均降与第三吸附塔3的二均升同时进行。

[0029] 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在二均降后均进行逆放

解吸，这样即可完成一个吸附塔组模块的生产流程，在此过程中，在同一时间段内有1个或

是2个吸附塔在进行吸附流程，其余的吸附塔在相同的时间段内进行均压、顺放、逆放等流

程；而且通过与多个吸附塔进行多次均压，一方面能对多余的气体进行回收，防止浪费，另

一方面可以减少空压机的使用台数或是减少空压机的额定功率，最终达到降低高压PSA制

氮设备的能耗，降低生产成本。

[0030] 另外，第一吸附塔、第二吸附塔、第三吸附塔和第四吸附塔的吸附动作部分重叠呈

阶梯状排列。而且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相互并联，第一

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上部和下部分别连接有上部均压管

线和下部均压管线。

[0031] 将4塔模块即第一吸附塔1、第二吸附塔2、第三吸附塔3和第四吸附塔4的均压阀与

均压管汇共享，使得4个吸附塔之间可以任意两两进行一次均压和二次均压。具体模式是在

4塔模块内，首先两个塔进行均压，再与另一塔进行二次均压，最终使得吸附塔死空间内的

氮气和存留在分子筛内部的氮气尽可能的被均压回收，以此来减少压缩气体的用量，达到

节能效果。

[0032] 其中，上述的每个吸附塔的一均降、顺放、二均降、逆放、冲洗、二均升和一均升的

动作时间均等分配，而且一均降、顺放、二均降、逆放和冲洗的时间与吸附时间相等。

[0033] 吸附塔模块6在吸附塔模块5的第一吸附塔1开始吸附一定时间后，开始媳妇，两个

吸附塔模块5、6的开始吸附时间部分重叠。以撬装的8塔结构为基础，分为4+4的两个模块，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吸附工艺的分配，在同一时间内保证有3个或是4个吸附塔在进行吸

附流程，避免出现同时吸附的吸附塔只有1个或是0个吸附塔。编号A/B/C/D/E/F/G/H八组，N

为同时吸附的塔数，具体的工艺流程排列方式见下表：

[0034]

[0035] 由上表可知，同时吸附的塔至少为3个，能实现多个吸附塔同时进行吸附，提高工

作效率的同时，能防止气量的损失。

[0036] 具体使用时，根据调节吸附、均压等各个流程的时间，可以根据需要控制吸附塔同

时进行吸附的吸附塔数量及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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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的实施方式，在本领域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

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变化后的内容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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