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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

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及其应用，具体为将碳酸二甲

酯含量为25%‑35%的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通入

熔融结晶装置，通过降温使碳酸二甲酯以结晶形

式析出，然后经升温发汗，使碳酸二甲酯晶体发

生部分熔融，排除结晶过程中包藏的杂质，进一

步纯化碳酸二甲酯，最终获得高纯度碳酸二甲酯

产品及低浓度结晶母液。其中碳酸二甲酯自共沸

体系中结晶温度为‑20至‑40℃，结晶段操作平衡

温度为‑50至‑60℃；碳酸二甲酯产品纯度为

99.9%‑99.999%，结晶母液浓度为5%‑15%。该方法

可用于合成法生产碳酸二甲酯或煤制乙二醇副

产碳酸二甲酯过程中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组成

的分离提纯，较传统加压精馏、萃取精馏或共沸

精馏等分离方式具有能耗低，产品纯度高等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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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碳酸二甲酯甲醇

共沸物通入熔融结晶装置，降温使碳酸二甲酯以晶体形式析出，然后经升温发汗，使碳酸二

甲酯晶体部分熔融，排除结晶过程中包藏的杂质，最终获得高纯度碳酸二甲酯产品及低浓

度结晶母液，所述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组成为，碳酸二甲酯含量25-35wt%、甲醇含量65-

75wt%、其他低熔点杂质含量0-10wt%，其中，所述低熔点杂质熔点低于2℃，其中碳酸二甲酯

自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体系中析出的温度为-20至-4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其中结晶段操作平衡温度为-50至-60℃；碳酸二甲酯产品纯度为99.9-99.999wt%，结晶

母液中碳酸二甲酯浓度为5-15wt%。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熔融结晶过程采用间歇方式操作，具体为将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通入熔融结晶

器，料液在结晶器内保持静止或循环流动状态，控制降温速率为1-6℃/h，降温至-50到-60

℃，并恒温停留0.5-3h，降温过程中碳酸二甲酯以晶体形式析出，并在熔融结晶器换热壁面

上呈层式生长，然后将结晶母液排出结晶器，切换换热介质，控制换热壁面温度为-2到4℃，

对碳酸二甲酯晶体层进行发汗提纯，控制发汗比例为晶体层质量的2-10%，排出发汗液，继

续升温使碳酸二甲酯晶体层全部熔化排出，得高纯液相碳酸二甲酯产品。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熔融结晶过程采用连续方式操作，具体为将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通入熔融结晶

器，控制结晶段内结晶体系温度为-50到-60℃，碳酸二甲酯以晶体形式析出，并在结晶体系

中呈悬浮式生长，所得碳酸二甲酯晶体经发汗提纯后得高纯碳酸二甲酯产品，所述发汗提

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方式一，固相发汗，连续结晶段中所得晶浆混合液经固液分离后，结晶母液一部分返回

结晶段进行回流，另一部分排出系统，碳酸二甲酯晶体进入发汗段进行连续发汗提纯，控制

发汗温度为-2到4℃，发汗液比例为晶体质量的2-10%，所得发汗液返回结晶段进行回流，剩

余碳酸二甲酯晶体作为产品采出；

方式二，液相发汗，连续结晶段中所得晶浆混合液直接进入连续发汗段，在重力、机械

作用或液压作用下使固相碳酸二甲酯晶体和液相结晶母液呈逆向流动，碳酸二甲酯晶体沿

固相运动方向逐渐累积密实，形成晶体床层，在晶体床层末端进行加热，使碳酸二甲酯晶体

熔融，一部分熔融液作为产品采出，另一部分熔融液沿晶体床层逆向回流进行热质交换，最

终和结晶母液汇流，汇流后液相采出，一部分返回连续结晶段进行回流，另一部分排出系

统。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方式一中结晶母液向结晶段的回流比例为10-50%，方式二中熔融液沿晶体床测逆向回

流的比例为10-40%，汇流液向结晶段的回流比例为15-65%。

6.一种权利要求1-5所述的任意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的应

用，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方法用于合成法制备碳酸二甲酯的生产工艺过程中，所述合成法具

体为酯交换法，羰基氧化法或尿素醇解法。

7.一种权利要求1-5所述的任意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的应

用，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方法用于煤制乙二醇副产碳酸二甲酯的生产工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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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

方法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碳酸二甲酯（Dimethyl  Carbonate，简称DMC）被誉为21世纪有机合成的“新基石”。

1992年DMC在欧洲通过了非毒性化学品的注册登记。由于其分子结构中含有羰基、甲基、甲

氧基、羰基甲氧基等多种活性官能团，使其可以进行羰基化、甲基化、甲氧基化和羰基甲氧

基化等多种有机合成反应，其优异的化学性能使其能够取代某些高污染剧毒化学品，是一

种符合现代清洁工艺要求的环保型化工原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0003] DMC的合成工艺主要有光气甲醇法、甲醇氧化羰基化法、酯交换法、尿素醇解法、二

氧化碳与甲醇直接合成法等。其中以酯交换法应用最为广泛。另外，煤制乙二醇副产DMC也

是工业上获取DMC的途径之一。

[0004] 甲醇作为合成DMC的主要原料出现在直接合成及煤制乙二醇副产DMC的工艺中，由

于甲醇和DMC会形成共沸体系，常压下共沸体系组成为DMC含量33wt%，甲醇含量67wt%。这就

给DMC产品的分离和提纯带来了难度，目前生产工艺中多采用萃取精馏、共沸精馏或加压精

馏的方式对DMC甲醇共沸体系进行分离以获得DMC产品，如CN2011 031 8174 .7、

CN201310098177.5、CN201310692281.7等专利。萃取精馏是采用加入萃取剂的形式对DMC进

行分离提纯，共沸精馏为加入另一共沸剂，使甲醇与共沸剂形成新的共沸体系从而与DMC进

行分离，但无论是萃取精馏还是共沸精馏都会引入一种新的溶剂，势必会对原体系带来污

染，很难直接获得高纯DMC产品，且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溶剂回收的问题，至少还需增加一步

精馏处理。加压精馏需要在常压塔后增加一个加压精馏塔来分离提纯DMC，设备操作压力

大，温度高，工艺流程复杂，能耗大，且产品纯度上限一般为99.5%左右，很难获得高纯产品。

[0005] 熔融结晶是利用固液平衡关系对混合体系进行分离的一种单元操作，得益于大部

分有机物的熔融焓通常仅为汽化焓的20-50%，并且在适宜的条件下，晶体生长过程中杂质

很难嵌入晶体内部，因此结晶过程具有较高的分配系数。所以，与精馏相比，熔融结晶具有

能耗低、产品纯度高等优点。

[0006] 目前现有技术中已有将熔融结晶用于DMC粗品（通常纯度范围为98%-99.5%）进一

步提纯制备电子级产品的报道，如CN201910163808.4、CN201710886401.5、KR20180041415 

(A)等。其多以98%以上纯度的DMC作为进料，在DMC熔点附近进行熔融结晶，且多为间歇操

作。对于DMC甲醇共沸体系的固液相平衡关系及采用熔融结晶方式对DMC甲醇共沸体系进行

分离，用于获取高纯DMC产品尚未见相关报道。基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出一种熔融结晶分离DMC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及其

应用，与传统分离方式相比具有设备投资低、运行费用低、操作安全、产品纯度高等优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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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生产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碳酸二甲酯甲

醇共沸物通入熔融结晶装置，降温使碳酸二甲酯以晶体形式析出，然后经升温发汗，使碳酸

二甲酯晶体部分熔融，排除结晶过程中包藏的杂质，最终获得高纯度碳酸二甲酯产品及低

浓度结晶母液。

[0009] 优选的，所述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组成为，碳酸二甲酯含量25-35wt%、甲醇含量

65-75wt%、其他低熔点杂质含量0-10wt%，其中，所述低熔点杂质熔点低于2℃。

[0010] 优选的，其中碳酸二甲酯自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体系中结晶析出的温度为-20

至-40℃，结晶段操作平衡温度为-50至-60℃；碳酸二甲酯产品纯度为99.9%-99.999wt%，结

晶母液中碳酸二甲酯浓度为5%-15wt%。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熔融结晶过程采用间歇方式操作，具体为将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

物通入熔融结晶器，料液在结晶器内保持静止或循环流动状态，控制降温速率为1-6℃/h，

降温至-50到-60℃，并恒温停留0.5-3h，降温过程中碳酸二甲酯以晶体形式析出，并在熔融

结晶器换热壁面上呈层式生长，然后将结晶母液排出结晶器，切换换热介质，控制换热壁面

温度为-2到4℃，对碳酸二甲酯晶体层进行发汗提纯，控制发汗比例为晶体层质量的2-10%，

排出发汗液，继续升温使碳酸二甲酯晶体层全部熔化排出，得高纯液相碳酸二甲酯产品。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熔融结晶过程还可采用连续方式操作，具体为将碳酸二甲酯甲醇

共沸物通入熔融结晶器，控制结晶段内结晶体系温度为-50到-60℃，碳酸二甲酯以晶体形

式析出，并在结晶体系中呈悬浮式生长，所得碳酸二甲酯晶体经发汗提纯后得高纯碳酸二

甲酯产品，所述发汗提纯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

[0013] 方式一，固相发汗，连续结晶段中所得晶浆混合液经固液分离后，结晶母液一部分

返回结晶段进行回流，另一部分排出系统，碳酸二甲酯晶体进入发汗段进行连续发汗提纯，

控制发汗温度为-2到4℃，发汗液比例为晶体质量的2-10%，所得发汗液返回结晶段进行回

流，剩余碳酸二甲酯晶体作为产品采出；

[0014] 方式二，液相发汗，连续结晶段中所得晶浆混合液直接进入连续发汗段，在重力、

机械作用或液压作用下使固相碳酸二甲酯晶体和液相结晶母液呈逆向流动，碳酸二甲酯晶

体沿固相运动方向逐渐累积密实，形成晶体床层，在晶体床层末端进行加热，使碳酸二甲酯

晶体熔融，一部分熔融液作为产品采出，另一部分熔融液沿晶体床层逆向回流进行热质交

换，最终和结晶母液汇流，汇流后液相采出，一部分返回连续结晶段进行回流，另一部分排

出系统。

[0015] 优选的，当所述熔融结晶过程采用连续方式操作时，方式一中结晶母液向结晶段

的回流比例为10-50%，方式二中熔融液沿晶体床测逆向回流的比例为10-40%，汇流液向结

晶段的回流比例为15-65%。

[0016]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的应用，其

特征在于：将所述方法用于合成法制备碳酸二甲酯的生产工艺过程中，所述合成法具体为

酯交换法，羰基氧化法或尿素醇解法。

[0017] 进一步的，本发明涉及的一种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物的方法还可以

用于煤制乙二醇副产碳酸二甲酯的生产工艺过程中。

[0018] 本发明的显著技术效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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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1、设备投资低，操作安全，熔融结晶设备为常压容器，操作条件不涉及高温高压，

而精馏法采用的精馏塔通常为压力容器，需要在高温高压下运行，并且采用熔融结晶工艺

替代传统的萃取精馏、共沸精馏或加压精馏工艺可以减少至少1-2套精馏装置。

[0020] 2、运行费用低，能耗仅为精馏法分离的30%-60%。

[0021] 3、产品纯度高，经熔融结晶分离DMC产品纯度可达99.9-99.999%，而传统精馏方式

DMC产品纯度通常为98%-99.5%。

[0022] 4、与萃取精馏及共沸精馏相比，不引入新的溶剂组分，不存在环境污染及溶剂回

收问题，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23] 图1连续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体系流程图(固相发汗)。

[0024] 图2连续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体系流程图(液相发汗)。

[0025] 图3间歇熔融结晶分离碳酸二甲酯甲醇共沸体系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更清楚的阐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以下结合说明书内容给出相关技术方案的

具体实施例，应该理解以下实施例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制，仍何相关技术领域

技术人员基于本发明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的演变与改进所形成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DMC甲醇共沸组成，其中DMC含量33wt%，甲醇含量67wt%，通入连续熔融结晶器，控

制结晶器内操作温度为-55到-60℃，DMC以晶体形式析出，并在结晶体系中呈悬浮式生长，

此处连续熔融结晶器可以采用刮板式或常规釜式降温结晶器，如MSMPR型或DTB型结晶器，

为使结晶器壁保持清洁可在搅拌桨叶与结晶器壁间设置刮板或毛刷。经连续结晶所得晶浆

混合液进入固液分离器进行固液分离，得DMC粗结晶和结晶母液。经此一步分离，DMC粗结晶

纯度一般可达97%-99%。结晶母液中DMC含量为8-10wt%，取结晶母液15%-20%进行回流返回

连续结晶段，其余80%-85%排出结晶系统。DMC粗结晶进入固相发汗段进行发汗提纯，控制晶

体发汗温度为2-4℃，发汗液比例为DMC粗结晶质量的5-8%。根据发汗比例不同，一般所得发

汗液纯度在40%-90%之间，高于共沸进料组成。因此，全部发汗液返回连续结晶段回收DMC，

剩余DMC纯结晶以固体产品形式采出，其纯度大于99.99%。

[0029] 实施例2

[0030] DMC甲醇共沸组成，其中DMC含量35wt%，甲醇含量63wt%，其他有机杂质2%，通入连

续熔融结晶器，控制结晶器内操作温度为-50到-55℃，DMC以晶体形式析出，并在结晶体系

中呈悬浮式生长，此处连续熔融结晶器可以采用刮板式或常规釜式降温结晶器，如MSMPR型

或DTB型结晶器，为使结晶器壁保持清洁可在搅拌桨叶与结晶器壁间设置刮板或毛刷。经连

续结晶所得晶浆混合液直接进入连续液相发汗段，此处发汗装置可以采用重力水洗塔、机

械水洗塔或液压水洗塔，相应的在重力、机械作用或液压作用下使固相DMC晶体和液相结晶

母液呈逆向流动，DMC晶体沿固相运动方向逐渐累积密实，形成晶体床层，同样实现了固液

分离，在晶体床层末端进行加热，控制加热温度为5-8℃，使DMC晶体熔融，取其中70%-80%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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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纯DMC产品采出，剩余20-30%DMC熔融液由晶体床层密实端返回连续发汗段，沿晶体床

层逆向回流与DMC晶体进行热质交换，最终和结晶母液汇流，汇流后液相采出，取其中20-

30%返回连续结晶段进行回流，剩余70-80%排出系统。所得高纯液相DMC产品纯度大于

99.99%。

[0031] 实施例3

[0032] DMC甲醇共沸组成，其中DMC含量30wt%，甲醇含量70wt%，通入间歇熔融结晶器，此

处结晶器形式采用管束式结晶器，料液经循环泵循环在换热管壁面以降膜形式向下流动，

降低边界层厚度，优化传热传质效率。通入冷却介质，先将料液温度降至-20℃，然后控制降

温速率为2-4℃/h，继续将结晶体系降温至-50到-55℃，维持恒温2-3h。此过程中DMC以层式

结晶形式从料液中析出，在换热壁面形成DMC晶体层。将结晶母液排至母液罐，切换换热介

质，控制换热壁面温度为2-4℃，使DMC晶体层发生部分熔融进行发汗提纯，控制发汗液比例

为晶体层质量的4-6%，将发汗液排至发汗液储罐，切换换热介质，升温至DMC熔点以上，使

DMC晶层完全溶解，并排料至产品罐。所得DMC产品纯度大于99.99%。结晶母液DMC浓度为8-

10wt%，发汗液浓度为40-90wt%。

[0033] 此处间歇结晶器也可以采用常规釜式降温结晶器，如MSMPR型或DTB型结晶器，为

使结晶器壁保持清洁可在搅拌桨叶与结晶器壁间设置刮板或毛刷。所得晶浆经固液分离后

进行固相发汗或直接进入发汗段进行湿法发汗，具体操作与实施例1-2中的发汗操作方式

相同。

[0034] 实施例4

[0035] 以某DMC生产厂家酯交换法年产3万吨DMC产品线操作能耗与采用连续熔融结晶替

代原工艺中萃取精馏进行节能改造技术方案参数进行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0036]

[0037] 计算标准：蒸汽价格：180元/吨，电价：0.  8元/度，冷却水价格：0.2元/  m3，全年按

8000小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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