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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

置，包括：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

CO2装置的入口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的低压

液态CO2置换出来；分流阀，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

CO2装置的出口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混有低

压液态CO2和废水废气的流体进行分离；废水废

气仓，与所述分流阀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用

于储存分流后的废水废气；低压液态CO2储存仓，

其入口与所述分流阀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

接，用于储存分流后的低压液态CO2；液体压缩

机，其入口与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的出口连

接，用于增加低压液态CO2的压力，并将其注入到

工业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中。本发明降

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浪费，提升企业经济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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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的低压

液态CO2置换出来；

出口分流阀，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混有低压液

态CO2和废水废气的流体进行分离；

废水废气仓，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用于储存分流后的废水废气；

低压液态CO2储存仓，其入口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接，用于储存分

流后的低压液态CO2；

液体压缩机，其入口与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的出口连接，用于增加低压液态CO2的压

力，并将其注入到工业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与液体压缩机之间还设有液体过滤器。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压水注入装置包括高压水仓及高压水注入泵，所述高压水仓用于储存高压水，

所述高压水注入泵用于将高压水注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废水废气仓还设有废弃排放装置。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还设有减压排空阀和排液减压阀。

6.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a)将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相连；

b)将出口分流阀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相连；

c)将废水废气仓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

d)将低压液态CO2储存仓入口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接；

e)将液体压缩机入口与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的出口连接，将液体压缩机出口与工业

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连接；

f)当需要置换时，打开高压水注入装置和入口开关，同时打开出口开关并将出口分流

阀置于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方向；

g)当装置输入的置换液已经将大部分液体CO2置换出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

出口的液体内CO2浓度已经降低时，将出口分流阀置于废水废气仓方向，并逐渐关闭入口开

关和出口开关；

h)当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中压力升高，就启动液体压缩机将多余的液体CO2经过液体过

滤器的过滤，压入高压液态CO2储存罐，实现物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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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流体置换驱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及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流体置换驱替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煤层气开采，岩体中石油的开采等领域，目的

是将赋存于固体孔隙和裂隙中的矿物提取出来。通过将空气或工业废气注入煤层，促进煤

层气生产并加以利用，以达到防治瓦斯突出，提高采煤效率是气体驱替煤层气技术的主要

作用；通过将含有化学药剂和聚合物的驱替剂注入储层将石油驱替出来，提高石油产量是

多相液体驱替技术的主要应用方向。苏玉亮所著的《油藏驱替机理》介绍了油田中各种驱替

的机理。

[0003] 目前国内煤矿使用驱替技术已经进行过实验，潞安矿业于2008年在常村煤矿进行

了空气驱替煤层气的实验，钻孔瓦斯浓度提高58％,流量提高  80％，取得了明显效果，大幅

提高了瓦斯浓度和流量(傅国廷，2009)。在石油领域，胜利油田稠油热采中采用了蒸汽驱替

技术(曹嫣镔，2006)。针对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中的砾岩储层，中国科学院渗流流体力学研究

所进行了三元复合驱替的室内实验，效果令人满意,比水驱提高采收率20％左右(郭英，

2008)。

[0004] 流体置换驱替技术应用于回收液体CO2的技术尚未见到有相关的技术资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使用廉价流体置换回收制备成本相对较高的低温

高压液态CO2，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浪费，对于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包括：

[0007] 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的

低压液态CO2置换出来；

[0008] 出口分流阀，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混有低

压液态CO2和废水废气的流体进行分离；

[0009] 废水废气仓，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用于储存分流后的废水

废气；

[0010] 低压液态CO2储存仓，其入口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接，用于储

存分流后的低压液态CO2；

[0011] 液体压缩机，其入口与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的出口连接，用于增加低压液态CO2

的压力，并将其注入到工业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中。

[0012] 进一步，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与液体压缩机之间还设有液体过滤器。

[0013] 进一步，所述高压水注入装置包括高压水仓及高压水注入泵，所述高压水仓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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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高压水，所述高压水注入泵用于将高压水注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

[0014] 进一步，所述废水废气仓还设有废弃排放装置。

[0015] 进一步，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还设有减压排空阀和排液减压阀。

[0016] 本发明提供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a)将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相连；

[0018] b)将出口分流阀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相连；

[0019] c)将废水废气仓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

[0020] d)将低压液态CO2储存仓入口与所述出口分流阀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接；

[0021] e)将液体压缩机入口与所述低压液态CO2储存仓的出口连接，将液体压缩机出口

与工业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连接；

[0022] f)当需要置换时，打开高压水注入泵和入口开关，同时打开出口开关并将出口分

流阀置于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方向；

[0023] g)当装置输入的置换液已经将大部分液体CO2置换出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

置的出口的液体内CO2浓度已经降低时，将出口分流阀置于废水废气仓方向，并逐渐关闭入

口开关和出口开关；

[0024] h)当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中压力升高，就启动液体压缩机将多余的液体  CO2经过

液体过滤器的过滤，压入高压液态CO2储存罐，实现物质循环。

[002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的技术效果：

[0026] 通过使用廉价流体置换回收制备成本相对较高的低温高压液态CO2，降低生产过

程中的二氧化碳浪费。采用在低温至常温，高压至常压状态下均处于液体的置换剂，将空隙

中浪费的低温高压液态CO2保持温度和压力驱替至储藏容器中，可以节省将常温差压的气

体二氧化碳液化的能量，同时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因此该方法是一种环保，节能的方

法，为使用高压低温易气化液体的工业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并有望进行工业化推广，整体提

升我国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文中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

情况下，本申请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任意组合。

[0029] 实施例一：

[0030] 本发明提供了如附图1所示的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包括：

[0031] 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2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

的低压液态CO2置换出来；

[0032] 出口分流阀3，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4相连，用于将工业使用后混有

低压液态CO2和废水废气的流体进行分离；

[0033] 废水废气仓5，与出口分流阀3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用于储存分流后的废水废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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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低压液态CO2储存仓6，其入口与分流阀3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接，用于储存分流

后的低压液态CO2；

[0035] 液体压缩机7，其入口与低压液态CO2储存仓6的出口连接，用于增加低压液态CO2的

压力，并将其注入到工业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8中。

[0036] 进一步，低压液态CO2储存仓6与液体压缩机7之间还设有液体过滤器9。

[0037] 进一步，高压水注入装置包括高压水仓10及高压水注入泵11，高压水仓10用于储

存高压水，高压水注入泵11用于将高压水注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

[0038] 进一步，废水废气仓5还设有废弃排放装置51。

[0039] 进一步，低压液态CO2储存仓6还设有减压排空阀61和排液减压阀62。

[0040] 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2设有入口开关13，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

出口4设有出口开关14。

[0041] 高压液态CO2储存仓8出口连接高压CO2注入泵12，高压水注入泵11与高压CO2注入

泵12通过入口开关15连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2。

[0042] 本发明提供一种低温高压液态CO2置换装置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3] a)将高压水注入装置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入口2相连；

[0044] b)将出口分流阀3与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4相连；

[0045] c)将废水废气仓5与出口分流阀3的废水废气分离端连接；

[0046] d)将低压液态CO2储存仓6入口与出口分流阀3的低压液态CO2分离端连接；

[0047] e)将液体压缩机7入口与低压液态CO2储存仓6的出口连接，将液体压缩机7出口与

工业使用中的高压液态CO2储存仓8连接；

[0048] f)当需要置换时，打开高压水注入泵11和入口开关13，同时打开出口开关14并将

出口分流阀3置于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6方向；

[0049] g)当装置输入的置换液已经将大部分液体CO2置换出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

置的出口4的液体内CO2浓度已经降低时，将出口分流阀3置于废水废气仓5方向，并逐渐关

闭入口开关13和出口开关14；

[0050] h)当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6中压力升高，就启动液体压缩机7将多余的液体CO2经

过液体过滤器9的过滤，压入高压液态CO2储存罐8，实现物质循环。

[0051] 图1左侧通道连接工业生产中的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也就是低温高压液态

CO2工作的系统。当高压系统工作循环中压力降到大气压时，其中的液态CO2也会降压同时气

化，造成能量浪费。本装置在高压系统降压前将液态CO2置换到高压液态CO2储存仓中，以节

约能量。

[0052] 图1右侧下部通道连接液态CO2和驱替液补充容器，用于补充工作中损耗的液体。

右侧上部通道连接废气废液回收处理设备，保证装置排放符合环保标准。

[0053] 本装置的循环过程为：当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需要增压加入液体  CO2时，打

开高压CO2注入泵12和入口开关13，从高压液态CO2储存罐8中向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

注入液体CO2。当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即将减压时，打开高压水注入泵11和入口开关

13，同时打开出口开关14并将出口分流阀3置于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6方向。当装置输入的

置换液已经将大部分液体CO2置换出来，工业使用高压液态CO2装置的出口4的液体内CO2浓

度已经降低时，将出口分流阀3置于废水废气仓5方向，并逐渐关闭入口开关13和出口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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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当低压液体二氧化碳仓6中压力升高，就启动液体压缩机7将多余的液体CO2经过液体过

滤器9的过滤，压入高压液态CO2储存罐8，实现物质循环。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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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