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1485504.7

(22)申请日 2018.09.12

(73)专利权人 浙江远大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

道泗洲村泗洲205号

(72)发明人 施英虎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科亿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50

代理人 汤东凤

(51)Int.Cl.

C01B 21/02(2006.01)

C01B 13/0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

装置，属于制氮装置技术领域，包括空气缓冲罐、

制氮装置、富氧回收装置、氮气回收装置；所述富

氧回收装置包括第一回收支路和第二回收支路；

所述第一回收支路的入口和第二回收支路的入

口均连接尾气回收管；所述第一回收支路上依次

安装有富氧缓冲罐、富氧粉尘精滤器、氧气分析

仪、氧气压力表、氧气流量计；所述第二回收支路

安装有消音器。本装置确保在不影响制氮机正常

工作的前提下，使其稳定、安全、快速的回收富氧

尾气。回收后的富氧尾气适合各种富氧生产工艺

应用，且无任何运行成本,经济效益非常可观。本

方案节约氧气的运行成本，实现制氮装置的一机

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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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空气缓冲罐（100）、制氮装置（200）、

富氧回收装置（300）、氮气回收装置（400）；所述制氮装置（200）包括总进气管（201）、第一气

管支路（202）、第二气管支路（205）、第三气管支路（208）、第四气管支路（210）、第五气管支

路（212）、左进气管（214）、左吸附塔（215）、左出气管（216）、右进气管（218）、右吸附塔

（219）、右出气管（220）、总出气管（222）、尾气回收管（224）；所述富氧回收装置（300）包括第

一回收支路（301）和第二回收支路（307）；所述第一回收支路（301）的入口和第二回收支路

（307）的入口均连接尾气回收管（224）；所述第一回收支路（301）上依次安装有富氧缓冲罐

（302）、富氧粉尘精滤器（303）、氧气分析仪（304）、氧气压力表（305）、氧气流量计（306）；所

述第二回收支路（307）安装有消音器（30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总进气管（201）

一端连接空气缓冲罐（100），另一端连接第二气管支路（205）；所述第二气管支路（205）一端

连接左进气管（214），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218），且第二气管支路（205）安装有第三气动阀

（206）和第四气动阀（207）；所述第三气动阀（206）位于左进气管（214）和总进气管（201）之

间；所述第四气动阀（207）位于总进气管（201）和右进气管（218）之间；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202）一端连接左进气管（214），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218），且第一

气管支路（202）安装有第一气动阀（203）和第二气动阀（204）；所述第一气管支路（202）中部

连接尾气回收管（224），所述第一气管支路（202）位于左进气管（214）和尾气回收管（224）之

间；所述第二气动阀（204）位于尾气回收管（224）和右进气管（218）之间；所述尾气回收管

（224）连接富氧回收装置（300）；

所述第三气管支路（208）一端连接左吸附塔（215）的中下部，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

（218），且第三气管支路（208）安装有第五气动阀（209）；

所述第四气管支路（210）一端连接右吸附塔（219）的中下部，另一端连接左进气管

（214），且第四气管支路（210）安装有第六气动阀（211）；

所述左吸附塔（215）底部安装左进气管（214），顶部安装左出气管（216）；所述右吸附塔

（219）底部安装右进气管（218），顶部安装右出气管（220）；

所述第五气管支路（212）一端连接左出气管（216），另一端连接右出气管（220），且第五

气管支路（212）安装有第一截止阀（213）；

所述左出气管（216）连接总出气管（222），且左出气管（216）安装有第七气动阀（217）；

所述右出气管（220）连接总出气管（222），且右出气管（220）安装有第八气动阀（221）；

所述总出气管（222）连接氮气回收装置（400），且总出气管（222）安装有第二截止阀

（22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氮气回收装置

（400）包括依次管道连接的氮气缓冲罐（401）、氮气粉尘精滤器（402）、氮气分析仪（403）、氮

气压力表（404）、氮气流量计（405）；所述氮气缓冲罐（401）的入口连接总出气管（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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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制氮装置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富氧气来源及制氧成本高一直制约着富氧的规模应用，变压吸附制氮系统尾气回

收富氧装置解决了制氧成本高这一难题。一般企业都会配置PSA制氮机，生产的氮气作为保

护气体，产生的富氧尾气直接排放，而这种富含氧浓度较高的气体排放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0003] 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将富氧气收集，并利用到生产中，

实现一机两用，节约了设备成本，可为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

氧装置。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了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包括空气缓冲罐、制氮装置、富氧回收装置、氮气回

收装置；所述制氮装置包括总进气管、第一气管支路、第二气管支路、第三气管支路、第四气

管支路、第五气管支路、左进气管、左吸附塔、左出气管、右进气管、右吸附塔、右出气管、总

出气管、尾气回收管；所述富氧回收装置包括第一回收支路和第二回收支路；所述第一回收

支路的入口和第二回收支路的入口均连接尾气回收管；所述第一回收支路上依次安装有富

氧缓冲罐、富氧粉尘精滤器、氧气分析仪、氧气压力表、氧气流量计；所述第二回收支路安装

有消音器。

[0007] 所述总进气管一端连接空气缓冲罐，另一端连接第二气管支路；所述第二气管支

路一端连接左进气管，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且第二气管支路安装有第三气动阀和第四气

动阀；所述第三气动阀位于左进气管和总进气管之间；所述第四气动阀位于总进气管和右

进气管之间；

[0008]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一端连接左进气管，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且第一气管支路安

装有第一气动阀和第二气动阀；所述第一气管支路中部连接尾气回收管，所述第一气管支

路位于左进气管和尾气回收管之间；所述第二气动阀位于尾气回收管和右进气管之间；所

述尾气回收管连接富氧回收装置；

[0009] 所述第三气管支路一端连接左吸附塔的中下部，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且第三气

管支路安装有第五气动阀；

[0010] 所述第四气管支路一端连接右吸附塔的中下部，另一端连接左进气管，且第四气

管支路安装有第六气动阀；

[0011] 所述左吸附塔底部安装左进气管，顶部安装左出气管；所述右吸附塔底部安装右

进气管，顶部安装右出气管；

[0012] 所述第五气管支路一端连接左出气管，另一端连接右出气管，且第五气管支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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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第一截止阀；

[0013] 所述左出气管连接总出气管，且左出气管安装有第七气动阀；

[0014] 所述右出气管连接总出气管，且右出气管安装有第八气动阀；

[0015] 所述总出气管连接氮气回收装置，且总出气管安装有第二截止阀。

[0016] 所述氮气回收装置包括依次管道连接的氮气缓冲罐、氮气粉尘精滤器、氮气分析

仪、氮气压力表、氮气流量计；所述氮气缓冲罐的入口连接总出气管。

[0017] 本装置确保在不影响制氮机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使其稳定、安全、快速的回收富氧

尾气。回收后的富氧尾气适合各种富氧生产工艺应用，且无任何运行成本,经济效益非常可

观。本方案节约氧气的运行成本，实现制氮装置的一机两用。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空气缓冲罐100、

[0020] 制氮装置200、总进气管201、第一气管支路202、第一气动阀203、第二气动阀204、

第二气管支路205、第三气动阀206、第四气动阀207、第三气管支路208、第五气动阀209、第

四气管支路210、第六气动阀211、第五气管支路212、第一截止阀213、左进气管214、左吸附

塔215、左出气管216、第七气动阀217、右进气管218、右吸附塔219、右出气管220、第八气动

阀221、总出气管222、第二截止阀223、尾气回收管224、

[0021] 富氧回收装置300、第一回收支路301、富氧缓冲罐302、富氧粉尘精滤器303、氧气

分析仪304、氧气压力表305、氧气流量计306、第二回收支路307、消音器308、

[0022] 氮气回收装置400、氮气缓冲罐401、氮气粉尘精滤器402、氮气分析仪403、氮气压

力表404、氮气流量计405。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一种制氮尾气回收富氧装置，包括空气缓冲罐100、制氮装置200、富氧回收装置

300、氮气回收装置400。

[0025] 所述制氮装置200包括总进气管201、第一气管支路202、第二气管支路205、第三气

管支路208、第四气管支路210、第五气管支路212、左进气管214、左吸附塔215、左出气管

216、右进气管218、右吸附塔219、右出气管220、总出气管222、尾气回收管224。

[0026] 所述总进气管201一端连接空气缓冲罐100，另一端连接第二气管支路205；所述第

二气管支路205一端连接左进气管214，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218，且第二气管支路205安装

有第三气动阀206和第四气动阀207；所述第三气动阀206位于左进气管214和总进气管201

之间；所述第四气动阀207位于总进气管201和右进气管218之间。

[0027] 所述第一气管支路202一端连接左进气管214，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218，且第一气

管支路202安装有第一气动阀203和第二气动阀204；所述第一气管支路202中部连接尾气回

收管224，所述第一气管支路202位于左进气管214和尾气回收管224之间；所述第二气动阀

204位于尾气回收管224和右进气管218之间；所述尾气回收管224连接富氧回收装置300。

[0028] 所述第三气管支路208一端连接左吸附塔215的中下部，另一端连接右进气管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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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三气管支路208安装有第五气动阀209。

[0029] 所述第四气管支路210一端连接右吸附塔219的中下部，另一端连接左进气管214，

且第四气管支路210安装有第六气动阀211。

[0030] 所述左吸附塔215底部安装左进气管214，顶部安装左出气管216；所述右吸附塔

219底部安装右进气管218，顶部安装右出气管220。

[0031] 所述第五气管支路212一端连接左出气管216，另一端连接右出气管220，且第五气

管支路212安装有第一截止阀213。

[0032] 所述左出气管216连接总出气管222，且左出气管216安装有第七气动阀217；

[0033] 所述右出气管220连接总出气管222，且右出气管220安装有第八气动阀221；

[0034] 所述总出气管222连接氮气回收装置400，且总出气管222安装有第二截止阀223。

[0035] 制氮装置200的工作原理如下：左吸附塔215吸附，右吸附塔219解压。第三气动阀

206、第七气动阀217和第二气动阀204处于打开状态，其余的阀门关闭。压缩空气从总进气

管201、第二气管支路205、左进气管214进入到左吸附塔215，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和二氧化碳

优先被吸附，然后氧气也被吸附，氮气则很少吸附。氮气在气相中得到富集，并从左吸附塔

215顶端排出并从总出气管222流向后置装置，这个过程就被称为“吸附”。右吸附塔219中，

进行尾气排放，解析吸附剂上的吸附的氧气，使吸附剂得到再生。富氧浓度较高的尾气，流

入到富氧回收装置300。当左吸附塔215吸附趋于饱和时，第四气动阀207、第八气动阀221和

第一气动阀203处于打开状态，其余的阀门关闭。压缩空气从总进气管201、第二气管支路

205、右进气管218进入到右吸附塔219，氮气从右吸附塔219顶端排出并从总出气管222流向

后置装置；左吸附塔215的尾气，流入到富氧回收装置300。

[0036] 当左吸附塔215为吸附时，右吸附塔219解析，打开第五气管支路212上的第一截止

阀213、第三气管支路208的第五气动阀209，高纯度的氮气从左吸附塔215的顶部和中下部

进入到右吸附塔219。右吸附塔219中的高纯度的氮气从上向下扩散或从下向上扩散，使得

塔内的吸附剂含氮量均匀，气压稳定。均压最主要的目的是两个  ：一是使两塔压力一致，减

小吸附塔内分子筛在切换时的冲击  ；二是将一部分目标气体从工作刚结束的吸附塔转移

到在生刚结束的塔，减少排气量，从而提高回收率。

[0037] 所述富氧回收装置300包括第一回收支路301和第二回收支路307；所述第一回收

支路301的入口和第二回收支路307的入口均连接尾气回收管224；所述第一回收支路301上

依次安装有富氧缓冲罐302、富氧粉尘精滤器303、氧气分析仪304、氧气压力表305、氧气流

量计306；所述第二回收支路307安装有消音器308。

[0038] 氧气分析仪304测量富氧回收装置300中气体的实时的含氧量。处于富氧状态(富

氧纯度达到28%以上，压力0.15-0.2MPa)时，第一回收支路301为通路，第二回收支路307为

闭路，富氧空气通过富氧缓冲罐302的缓冲以及富氧粉尘精滤器303过滤之后，流向后置的

设备，例如富氧储藏罐。当空气含氧量较低(富氧纯度低于28%，压力0.15-0.2MPa)时，第一

回收支路301为闭路，第二回收支路307为通路，含氧量较低的空气通过消音器308外排。当

压力低于0.15MPa或高于0.2MPa，第二回收支路307为通路，空气通过消音器308外排。因此，

本富氧回收装置300收集到的氧气浓度和流量均较为稳定，节约了运行成本。

[0039] 所述氮气回收装置400包括依次管道连接的氮气缓冲罐401、氮气粉尘精滤器402、

氮气分析仪403、氮气压力表404、氮气流量计405；所述氮气缓冲罐401的入口连接总出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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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0040] 氮气经过氮气缓冲罐401的缓冲和氮气粉尘精滤器402的过滤之后，流向后置的设

备，例如氮气储藏罐。

[0041] 可以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及

其实用新型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而所有这些改变或替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的

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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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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