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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包

括反应器，反应器包括内筒和外筒，内筒和外筒

之间设置朝向外筒倾斜的筛板；所述外筒的顶部

设置出气口，底部设有循环水出口和排料口，其

中，排料口位于筛板上方；所述内筒为上、下开口

的圆筒形结构，内筒的底部下方设置气体分布器

和喷水口；沿内筒轴向垂直设置数层塔板。同时

本发明还公布了利用其制备水合物的方法。本发

明首次将立体传质塔板应用于水合物的生成中，

不仅加快了反应的进行，气液两相在立体塔板上

进行传质，实现了气‑液‑固三相界面充分湍流更

新；有效地解决水合物生成中气、液、固三相界面

的快速更新和水合反应热的快速移除两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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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反应器，所述反应器包括

内筒和外筒；内筒和外筒之间设置朝向外筒倾斜的筛板；所述外筒的顶部设置出气口，底部

设有循环水出口和排料口，其中，排料口位于筛板上方；所述内筒为上、下开口的圆筒形结

构，内筒的底部下方设置气体分布器和喷水口，所述喷水口位于气体分布器的中心孔位置

且与气体分布盘的表面平齐，喷水口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冷却器、循环泵和储水罐，所述储水

罐上分别设置注水口和与循环水出口连接的循环水进口；沿内筒轴向垂直设置数层塔板，

每层塔板包括与内筒壁连接的塔底板，塔底板上均匀设置数个帽罩，所述帽罩包括帽顶和

与帽顶依次连接的第一帽裙和第二帽裙；第一帽裙为圆形筒状结构，且第一帽裙的直径小

于帽顶的直径，第二帽裙为大口朝下的锥形筒结构，第二帽裙的上部直径与第一帽裙的直

径相等；第一帽裙和第二帽裙侧壁开设裙孔喷射孔，塔底板上、位于第二帽裙下方的区域开

设有塔底孔，所述帽罩高为50‑150mm；所述帽顶圆周沿帽顶外径向下翻折形成帽檐，帽檐的

翻折角为15°‑60°，翻折长度为10‑30mm；第二帽裙的锥形筒结构和塔底板夹角为45°‑60°；

所述气体分布器包括圆形的气体分布盘，气体分布盘的底部设置进气口，进气口通过气体

管道与储气罐连接，所述气体管道上依次设置单向阀和流量计，气体分布盘的表面均布出

气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其特征在于，内筒壁外侧设

置内夹套，内夹套内装有循环冷却水，内夹套的循环冷却水进口和循环冷却水出口分别通

过管道连接循环水冷却装置的循环冷却水出口和循环冷却水进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塔板层数

为三。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内

筒内外壁、外筒内壁，塔板内外壁、气体分布器、喷水管外壁、换热器外壁、出气口连接的管

路的内壁均为非极性表面。

5.利用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生成水合物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气体通过气体分布器进入反应器，使反应器内部压力达到设定值2.5～10MPa；

b、将水依次加压、冷却后喷入内筒区，通过气‑液在塔板上的相互接触、相互碰撞反应

生成水合物，当反应器内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开启单向阀，持续对体系进行供气直至体系达

到设定值；

c、形成的水合物上升到内筒区溶液表层，水合物和水从内筒区溢出进入外筒区，聚集

在筛板上；

d、水合物在筛板上聚集并卸料；水通过筛板进入反应器的下部通道循环使用或排出。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成水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为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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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天然气水合物的制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

水合物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合物是一种特殊的包络化合物：一定温度、压力条件下水分子间以氢键相互结

合形成的笼形孔穴将客体分子包络在其中形成的非化学计量的化合物。客体分子主要包括

一些小分子气体（H2、CH4、N2、CO2、C2H4、C2H6等）和部分非气体分子[一溴甲烷（CH3Br）、四氢呋

喃（THF）、环戊烷（CP）、四丁基溴化铵（TBAB）等]。目前来说研究最多的是天然气水合物。天

然气的组分很多，主要成分是甲烷气，甲烷水合物作为一种高性价比的能源，受到了广泛关

注，在标准状态下，1体积的甲烷水合物理论上可以储存164体积的甲烷气体。所以通过笼形

水合物的NGH （Natural  Gas  Hydrate）方法是大规模存储天然气的一个很好的选择。NGH技

术有以下几个优点：较高的体积存储容量、对环境友好、非爆炸性、处理非常安全、高性价比

等。NGH具有的一个突出优势是“自我保护”现象，在标准大气压力、温度保持零度以下的储

存条件下，水合物分解速率非常缓慢，“自我保护”提供了动力学稳定性。而且从NGH中回收

能量就像融冰一样非常简单，可以使用低温余热或海水来实现。由此可见，气体水合物技术

在天然气储运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0003] 但就当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天然气水合物快速合成工艺仍未成熟，阻碍这项技术

商业化的问题主要是在水合物形成步骤较慢和存储困难。用于制备气体水合物的技术主要

有静止接触，搅拌，鼓泡等，但是用于制备气体水合物的技术中各有利弊，其中在搅拌式反

应器中，随着水合物持续生长，气‑液‑固三相不能保持充分混合，限制了气‑液界面的传质。

所以，增加气‑液‑固三相使其充分混合对水合物的快速生成至关重要。

[0004] 专利CN1537666A开发了用水合物法生成并分离气体混合物的反应器，在反应条件

下，原料气中的部分气体与喷淋装置喷出的雾状液体汇集到塔板上形成的液体层反应，生

成水合物并排出。将塔板应用于气体水合物生成时多为分离混合气，在高压条件下生成水

合物浆，然后将水合物浆与剩余气体分离得到纯化后的气体，最后将水合物浆在常压下分

解得到解析气体。传统的塔板多为气液逆流传质，本发明将液体作为连续相，气体作为溶解

相溶解在液体中，气液并流水合物的生成。本发明将从设备结构和吸收溶液的组成两个方

面入手，解决生成过程中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同时提供利用该装

置生成水合物的方法是本发明的另一发明目的。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包括反应器，所述反应器包括内筒和外

筒；内筒和外筒之间设置朝向外筒倾斜的筛板；所述外筒的顶部设置出气口，底部设有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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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出口和排料口，其中，排料口位于筛板上方；所述内筒为上、下开口的圆筒形结构，内筒的

底部下方设置气体分布器和喷水口；沿内筒轴向垂直设置数层塔板，每层塔板包括与内筒

壁连接的塔底板，塔底板上均匀设置数个帽罩，所述帽罩包括帽顶和与帽顶依次连接的第

一帽裙和第二帽裙；第一帽裙为圆形筒状结构，且第一帽裙的直径小于帽顶的直径，第二帽

裙为大口朝下的锥形筒结构，第二帽裙的上部直径与第一帽裙的直径相等；第一帽裙和第

二帽裙侧壁开设裙孔喷射孔，塔底板上、位于第二帽裙下方的区域开设有塔底孔。

[0008] 所述气体分布器包括圆形的气体分布盘，气体分布盘的底部设置进气口，进气口

通过气体管道与储气罐连接，所述气体管道上依次设置单向阀和流量计，气体分布盘的表

面均布出气孔；所述喷水口位于气体分布器的中心孔位置且与气体分布盘的表面平齐，喷

水口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冷却器、循环泵和储水罐，所述储水罐上分别设置注水口和与循环

水出口连接的循环水进口。

[0009] 所述帽罩高为50‑150mm；所述帽顶圆周沿帽顶外径向下翻折形成帽檐，帽檐的翻

折角为15°‑60°，翻折长度为10‑30mm；第二帽裙的锥形筒结构和塔底板夹角为45°‑90°。

[0010] 内筒壁外侧设置内夹套，内夹套内装有循环冷却水，内夹套的循环冷却水进口和

循环冷却水出口分别通过管道连接循环水冷却装置的循环冷却水出口和循环冷却水进口。

循环水冷却装置可以使得反应器内温度维持一定值。

[0011] 所述塔板层数为三。

[0012] 所述内筒内外壁、外筒体内壁，塔板内外壁、气体分布器、喷水管外壁、换热器外

壁、出气口连接的管路的内壁均为非极性表面。

[0013] 利用所述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生成水合物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4] a、气体通过气体分布器进入反应器，使反应器内部压力达到设定值2.5～10MPa；

[0015] b、将水依次加压、冷却后喷入内筒区，通过气‑液在塔板上的相互接触、相互碰撞

反应生成水合物；

[0016] c、形成的水合物上升到内筒区溶液表层，水合物和水从内筒区溢出进入外筒区，

聚集在筛板上；

[0017] d、水合物在筛板上聚集并卸料；水通过筛板进入反应器的下部通道循环使用或排

出。

[0018] 所述气体为天然气。

[0019] 本发明采用的新型塔板为高效喷射型塔板，不仅加快反应的进行，气液两相在立

体塔板上进行传质，实现了气‑液‑固三相界面充分湍流更新，具有较强有自动清洁能力，形

成的水合物不会在内筒区停留或聚集凝结，有效地解决水合物生成中气、液、固三相界面的

快速更新和水合反应热的快速移除两大问题。同时，气液两相通过塔板壁面的微孔（喷射孔

和塔底孔）时，会产生喷射从而增大气液两相的传质传热，配合内筒外部设置冷却装置，水

合物生成时产生的热量可以快速通过冷却装置移除，避免积热，影响反应。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及方法是以液体为连续相的气‑

液‑固三相体系，再通过在反应器内设置塔板，使得气‑液充分接触，不仅加快反应的进行，

同时使得新型塔板的自我清洁的能力加强，主要是由于夹带气体的水在通过塔板时塔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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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孔的喷溅与罩内、塔板之间气液相互碰撞从而破环在塔板上聚集的水合物，实现气‑

液‑固三相界面快速更新；有效地解决水合物生成中气、液、固三相界面的快速更新和水合

反应热的快速移除两大问题；

[0021] 2）本发明由于气液相互碰撞对塔板具有较强的冲刷，所用的圆型塔板与方型塔板

相比抗冲击机械性能会更加稳定；

[0022] 3）本发明可实现水合物生成过程中水的循环利用且可以随时补充，气体持续注入

减少气体循环的能耗，整个装置结构设计合理。

附图说明

[0023] 图1本发明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是本发明中反应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是本发明中新型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是本发明中气体分布器和进水口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如图1、2所示，1、外筒；2、内筒；3、塔板；4、气体分布器；5、筛板；6、单向阀；7、流量

计；8、冷却器；9、液体流量计；10、循环泵；11、储水罐；12、冷却装置；13、出气口；14、压力表；

15、储气罐；16、排料口；17、循环水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中，冷却装置中所使用的冷却剂

为乙二醇水溶液、过冷盐水、液氮或酒精水溶液等冷却剂。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的一种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包括反应

器，所述反应器包括内筒2和外筒1，内筒2区内为水合物生成区，外筒1区为水合物的聚集、

分离区。内筒2外部设置循环冷却装置12，内筒2和外筒1之间朝向外筒1倾斜设置筛板5，外

筒1底部设置循环水出口和排料口16，排料口16位于筛板5上方。

[0031] 内筒2壁外侧设置内夹套，内夹套内装有循环冷却液，内夹套的循环冷却液进口和

循环冷却液出口分别通过管道连接循环液冷却装置的循环冷却液出口和循环冷却液进口。

循环液冷却装置12可以使得反应器内温度维持一定值。

[0032] 内筒2为上、下开口的筒体结构，且沿内筒2轴向垂直设置三层塔板3，每层塔板3，

包括与内筒2壁连接的塔底板31，塔底板31上均匀设置数个帽罩，所述帽罩包括帽顶32和与

帽顶32依次连接的第一帽裙33和第二帽裙34；第一帽裙33为圆形筒状结构，且第一帽裙33

的直径小于帽顶32的直径，第二帽裙34为大口朝下的锥形筒结构，第二帽裙34的上部直径

与第一帽裙33的直径相等；第一帽裙33和第二帽裙34侧壁开设裙孔喷射孔37，塔底板31上、

位于第二帽裙34下方的区域开设有塔底孔36。裙孔喷射孔37的孔径为2‑6mm；  塔底孔的孔

径为20‑80mm。

[0033] 所述帽罩高为50‑150mm；所述帽顶圆周沿帽顶外径向下翻折形成帽檐，帽檐的翻

折角为15°‑60°，翻折长度为10‑30mm；第二帽裙的锥形筒结构和塔底板夹角为45°‑90°。本

实施例中，所述帽罩高为100mm；所述帽顶圆周沿帽顶外径向下翻折形成帽檐，帽檐的翻折

角为30°，翻折长度为15mm；第二帽裙的锥形筒结构和塔底板夹角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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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外筒1的顶部设置出气口13和压力表14，外筒1的底部还设置有循环水出口17；内

筒2的底部下方设置气体分布器4和喷水口。

[0035] 所述气体分布器4包括圆形的气体分布盘，气体分布盘的底部设置进气口，进气口

通过气体管道与储气罐15连接，所述气体管道上依次设置单向阀6和流量计7，气体分布盘

的表面均布出气孔43；所述喷水口位于气体分布器的中心孔位置且与气体分布盘的表面平

齐，喷水口通过管道依次连接冷却器8、循环泵10和储水罐11，冷却器和循环泵之间设置液

体流量计9；所述储水罐11上分别设置注水口和与循环水出口17连接的循环水进口。本发明

中，将喷水口设置在气体分布盘上所起到的效果在于：当气体从进气管道41经由气体分布

器4上的出气孔43喷出后，气体会在进水管道42喷射水的带动下加速气体均匀分布于水相，

并能够快速到达内筒区塔板上发生反应。

[0036] 所述内筒2内外壁、外筒1内壁，塔板3内外壁、气体分布器4、喷水口外壁、换热器外

壁、出气口连接的管路的内壁均为非极性表面。

[0037] 利用所述的新型塔板快速连续生成水合物装置生成水合物的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38] a、气体通过气体分布器4进入反应器，使反应器内部压力达到设定值2.5～10MPa；

所述气体为天然气；

[0039] b、将水依次加压、冷却后喷入内筒2区，通过气‑液在塔板3上的相互接触、相互碰

撞反应生成水合物，当反应器内压力低于设定值时，开启单向阀6，持续对体系进行供气直

至体系达到设定值；

[0040] c、形成的水合物上升到内筒2区溶液表层，水合物和水从内筒2区溢出进入外筒1

区，聚集在筛板5上；

[0041] d、水合物在筛板5上聚集并卸料；水通过筛板5进入反应器的下部通道循环使用或

者通过下部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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