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37036.8

(22)申请日 2019.09.05

(71)申请人 中石油吉林化工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132002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通潭大

路吉化经贸中心A座3-6层,9-13层

(72)发明人 石喆　李大伟　孙文生　林港　

陆玲　袁亮　王泽亮　唐伟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谨诚君睿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11538

代理人 陆鑫　延慧

(51)Int.Cl.

B01D 1/26(2006.01)

B01D 1/30(2006.01)

C07C 253/26(2006.01)

C07C 255/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

器，包括依次串联设置的一效蒸发器、二效蒸发

器、三效蒸发器和四效蒸发器；所述一效蒸发器

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一效换

热器，所述二效蒸发器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

液循环换热的二效换热器，所述三效蒸发器底部

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三效换热器，

所述四效蒸发器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

环换热的四效换热器；所述二效换热器、所述三

效换热器、所述四效换热器为浮头式换热器。通

过采用浮头式换热器，能够便于换热器管束抽出

后，对换热器外壁的清洗更加彻底。尤其是针对

制丙烯腈装置四效蒸发器在运行过程中，阻止了

二、三、四效换热器被聚合物粘连堵塞，保证了其

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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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串联设置的一效蒸发器

(11)、二效蒸发器(12)、三效蒸发器(13)和四效蒸发器(14)；

所述一效蒸发器(11)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一效换热器(111)，所述

二效蒸发器(12)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二效换热器(121)，所述三效蒸发

器(13)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三效换热器(131)，所述四效蒸发器(14)底

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四效换热器(141)；

所述二效换热器(121)、所述三效换热器(131)、所述四效换热器(141)为浮头式换热

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效蒸发器

(11)、所述二效蒸发器(12)、所述三效蒸发器(13)和所述四效蒸发器(14)与顶部封头相邻

的一端的内部分别设置有丝网除沫器(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丝网除沫器

(15)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h＜800mm。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丝网除沫器

(15)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200mm≤h＜800mm。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丝网除沫器

(15)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300mm≤h≤700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丝网除沫器

(15)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400mm≤h≤6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四

效蒸发器(14)与顶部封头相邻的一端的内部还设置有升气帽塔盘(16)。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气帽塔盘

(16)位于所述丝网除沫器(15)的下方。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气帽塔盘

(16)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L≤15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气帽塔盘

(16)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800mm≤L＜

1500mm。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气帽塔盘

(16)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850mm≤L≤

1300mm。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气帽塔盘

(16)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900mm≤L≤

1100mm。

13.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升气帽塔盘

(16)下侧还设置有漏液头(161)。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漏液头

(161)为呈钩状的弯曲管，其一端与所述升气帽塔盘(16)上的漏液口相连通，另一端则为向

着所述升气帽塔盘(16)弯曲延伸的自由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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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

背景技术

[0002] 国内外丙烯腈的生产技术以丙烯氨氧化法为主。该工艺经50多年的发展，工艺技

术成熟。自问世以来，工艺上没有重大改进，主要以研究新型催化剂为主及新型流化床反应

器的开发，同时开展以节能降耗、环保等目标的工艺技术改造，以提高装置效率。丙烯氨氧

化法技术具有原料易得、工艺过程简单、操作稳定、产品精制方便、产品成本低等优点。

[0003] 目前国内丙烯腈生产装置中的四效蒸发单元，经蒸发器分离出的气相产物因流速

较高夹带的液沫中含有大量聚合物，易导致二、三、四效换热器堵塞，二、三、四效换热器需

要每3-6个月清洗一次，换热器清洗时，四效蒸发单元停止运行，影响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

运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解决维修频繁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包括依次串

联设置的一效蒸发器、二效蒸发器、三效蒸发器和四效蒸发器；

[0006] 所述一效蒸发器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一效换热器，所述二效蒸

发器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二效换热器，所述三效蒸发器底部设置有用于

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三效换热器，所述四效蒸发器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

的四效换热器；

[0007] 所述二效换热器、所述三效换热器、所述四效换热器为浮头式换热器。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一效蒸发器、所述二效蒸发器、所述三效蒸发器和所

述四效蒸发器与顶部封头相邻的一端的内部分别设置有丝网除沫器。

[000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丝网除沫器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h满足：h＜800mm。

[001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丝网除沫器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h满足：200mm≤h＜800mm。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丝网除沫器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h满足：300mm≤h≤700mm。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丝网除沫器上端与所述顶部封头和蒸发器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h满足：400mm≤h≤600mm。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四效蒸发器与顶部封头相邻的一端的内部还设置有

升气帽塔盘。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升气帽塔盘位于所述丝网除沫器的下方。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升气帽塔盘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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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L≤1500mm。

[001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升气帽塔盘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连接

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800mm≤L＜1500mm。

[001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升气帽塔盘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连接

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850mm≤L≤1300mm。

[001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升气帽塔盘与所述顶部封头和所述四效蒸发器连接

位置之间的距离L满足：900mm≤L≤1100mm。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升气帽塔盘下侧还设置有漏液头。

[002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所述漏液头为呈钩状的弯曲管，其一端与所述升气帽塔

盘上的漏液口相连通，另一端则为向着所述升气帽塔盘弯曲延伸的自由端。

[0021]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方案，通过采用浮头式换热器，能够便于换热器管束抽出后，对

换热器外壁的清洗更加彻底。尤其是针对制丙烯腈装置四效蒸发器在运行过程中，阻止了

二、三、四效换热器被聚合物粘连堵塞，保证了其正常运行。

[0022]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方案，通过设置丝网除沫器或升气帽塔盘可有效拦截蒸发器中

汽相中夹带的液沫，从而减少进去下游换热器的聚合物。此项措施，可有效提高二、三、四效

换热器的运行时间，减少在线换热器的维护频率，从而减少因换热器维护而导致生产运行

不稳定的情况发生。

附图说明

[0023] 图1示意性表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器结构

图；

[0024] 图2示意性表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丝网除沫器安装结构图；

[0025] 图3示意性表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的升气帽塔盘安装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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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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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 在针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描述时，术语“纵向”、“横向”、“上”、“下”、“前”、

“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所表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是基于相

关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其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

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上述术语不能

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详细地描述，实施方式不能在此一一赘

述，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因此限定于以下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制丙烯腈的四效蒸发

器，包括依次串联设置的一效蒸发器11、二效蒸发器12、三效蒸发器13和四效蒸发器14。在

本实施方式中，一效蒸发器11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一效换热器111，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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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器12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二效换热器121，三效蒸发器13底部设置

有用于其底部溶液循环换热的三效换热器131，四效蒸发器14底部设置有用于其底部溶液

循环换热的四效换热器141。

[0030]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一效蒸发器11的底部设置有连接一效蒸

发器11与第一输送泵113的第一管路112，第一输送泵113与一效换热器111连接有第二管路

114，通过一效换热器111的釜液重新从一效蒸发器11侧线回流到蒸发器中。外部的低压蒸

汽通过第三管路117输入一效换热器111与流经的釜液进行换热后输送至常压蒸汽凝液罐。

一效蒸发器11的上部通过第四管路118输入回收釜液。

[0031]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二效蒸发器12的底部设置有连接二效蒸

发器12与第二输送泵123的第五管路122，第二输送泵123与二效换热器121连接有第六管路

124，通过二效换热器121的釜液重新从二效蒸发器12侧线回流到蒸发器中。在第一管路112

上引出第七管路115将第一管路112中的部分釜液送至二效蒸发器12的上部。在一效蒸发器

11的顶部引出第八管路116与二效换热器121相连通，使一效蒸发器11顶部输出的物流与二

效换热器121中的釜液进行换热后送至低压蒸汽凝液罐。

[0032]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三效蒸发器13的底部设置有连接三效蒸

发器13与第三输送泵133的第九管路132，第三输送泵133与三效换热器131连接有第十管路

134，通过三效换热器131的釜液重新从三效蒸发器13侧线回流到蒸发器中。在第五管路122

上引出第十一管路125将第五管路122中的部分釜液送至三效蒸发器13的上部。在二效蒸发

器12的顶部引出第十二管路126与三效换热器131相连通，使二效蒸发器12顶部输出的物流

与三效换热器131中的釜液进行换热后送至低压蒸汽凝液罐。

[0033]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四效蒸发器14的底部设置有连接四效蒸

发器14与第四输送泵143的第十三管路142，第四输送泵143与四效换热器141连接有第十四

管路144，通过四效换热器141的釜液重新从四效蒸发器14侧线回流到蒸发器中。在第九管

路132上引出第十五管路135将第九管路132中的部分釜液送至四效蒸发器14的上部。在三

效蒸发器13的顶部引出第十六管路136与四效换热器141相连通，使三效蒸发器13顶部输出

的物流与四效换热器141中的釜液进行换热后送至低压蒸汽凝液罐。第十三管路142上引出

第十七管路145将部分釜液输送至后续工段，四效蒸发器14的顶部引出第十八管路146将四

效蒸发器14顶部引出的物流送入后续工段进行处理。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二效换热器121、三效换热器131、四效换热器141为

浮头式换热器。在本实施方式中，二效换热器121、三效换热器131、四效换热器141可以为钩

圈式浮头换热器或可抽式浮头换热器。通过采用浮头式换热器，能够便于换热器管束抽出

后，对换热器外壁的清洗更加彻底。尤其是针对制丙烯腈装置四效蒸发器在运行过程中，阻

止了二、三、四效换热器被聚合物粘连堵塞，保证了其正常运行。

[0035]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一效蒸发器11、二效蒸发器12、

三效蒸发器13和四效蒸发器14与顶部封头相邻的一端的内部分别设置有丝网除沫器15。通

过设置丝网除沫器15可有效拦截蒸发器中汽相中夹带的液沫，从而减少进去下游换热器的

聚合物。此项措施，可有效提高二、三、四效换热器的运行时间，减少在线换热器的维护频

率，从而减少因换热器维护而导致生产运行不稳定的情况发生。

[0036]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丝网除沫器15上端与顶部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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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h≤800mm。通过上述设置，能够使丝网除沫器15具有

顶部封头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进一步对

保证换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37]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丝网除沫器15上端与顶部封头

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200mm≤h＜800mm。通过上述设置，能够使丝网除沫器

15具有顶部封头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进

一步对保证换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38]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丝网除沫器15上端与顶部封头

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300mm≤h≤700mm。通过上述设置，将能够使丝网除沫

器15具有顶部封头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

进一步对保证换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39]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丝网除沫器15上端与顶部封头

和蒸发器连接位置之间的距离h满足：400mm≤h≤600mm。通过上述设置，将能够使丝网除沫

器15具有顶部封头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

进一步对保证换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40] 结合图1和图3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四效蒸发器14与顶部封头相邻

的一端的内部还设置有升气帽塔盘16。在本实施方式中，升气帽塔盘16上阵列设置有有多

个可供气体透过的升气帽，从而有效保证液体中的泡沫被升气帽所阻挡，避免了泡沫被送

至换热器中，对保证换热器的正常运行有利。在本实施方式中，升气帽塔盘16上远离升气帽

的一侧还设置有漏液头161.漏液头161为呈钩状的弯曲管，其一端与升气帽塔盘16上的漏

液口相连通，另一端则为向着升气帽塔盘16弯曲延伸的自由端。通过上述设置，保证了在升

气帽塔盘16上驻留的液体能够被及时被排放到下方，避免液体过多影响升气帽的正常工

作，也避免了泡沫在升气帽塔盘16上的堆积，尤其是在丝网除沫器15和升气帽塔盘16同时

设置时，对减少流入至丝网除沫器15的泡沫量有利，进一步减少了送至换热器中的泡沫。另

外，将漏液头161设置为呈钩状的弯曲管，能够有效避免下方液体通过漏液头161直接流入

到升气帽塔盘16上方，对保证升气帽塔盘16的正常工作有利。

[0041] 结合图1和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当在蒸发器中同时设置丝网除

沫器15和升气帽塔盘16，则升气帽塔盘16位于丝网除沫器15的下方。

[0042]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和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L满足：L≤1500mm。通过上述设置，将能够使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具有足够

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进一步对保证换热器的长

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43]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和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L满足：800mm≤L＜1500mm。通过上述设置，将能够使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

具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进一步对保证换

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44]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和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L满足：850mm≤L≤1300mm。通过上述设置，将能够使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

具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进一步对保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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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45] 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和四效蒸发器14连接位置

之间的距离L满足：900mm≤L≤1100mm。通过上述设置，将能够使升气帽塔盘16与顶部封头

具有足够的距离，能够有效避免顶部封头管道将少量泡沫送至换热器中，进一步对保证换

热器的长时间稳定运行有利。

[0046] 上述内容仅为本发明的具体方案的例子，对于其中未详尽描述的设备和结构，应

当理解为采取本领域已有的通用设备及通用方法来予以实施。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一个方案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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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