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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由于乙二醇需求旺盛，国内多套环氧 乙影 乙二醇装置已经兴建或拟建，这些装置规模较 20世纪国内 

原有装置有显著提高。文章将对典型环氧乙 乙二醇装置用泵特点作一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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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Pumps Used in Ethylene Oxide／Glycol Plant 

W ANG Gang 

(National Technology center ofProcess uipment，Shanghai 200040，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several ethylene oxide／glycol plants arc being or have been built in China．All of these plants have much 

larger scale than that of plants built in 20th century．In this article，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mps used in ethylene oxide／glycol 

plants we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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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醇又名甘醇，是一种重要的石油化工基础 

有机原料，主要用于生产聚酯纤维、防冻剂、不饱和 

聚酯树脂、润滑剂、增塑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 

炸药等。 

工业生产乙二醇(EG)通常分为两步：第一步通 

过乙烯氧化反应生成环氧乙烷(EO)；第二步将环氧 

乙烷提纯后与水按比例混合在反应器中于特定温度 

和压力下反应，环氧乙烷全部转化为混合醇，然后经 

过多效蒸发器脱水提浓和减压精馏分离得到乙二醇 

及副产物二乙二醇(DEG)和三乙二醇(TEG)等。 

作为乙二醇的基本原料，环氧乙烷主要采用氧 

气氧化法、空气氧化法和氯醇法三种方法生产。由 

于氧气氧化法选择性好，催化剂的生产能力大，故新 

建大规模装置都采用氧气氧化法。本文以典型的 

300～600 kt／a规模氧气氧化法环氧乙烷／乙二醇工 

艺流程为例介绍装置用泵情况。 

1 环氧乙 乙二醇工艺流程及用泵概要 

1．1 工艺流程简介 

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工艺流程(如图 1所示) 

按顺序主要包括环氧乙烷反应和回收／精制、乙二醇 

水合反应和精制四个部分。乙烯和氧气在环氧乙烷 

反应器中于一定压力、温度及催化剂作用条件下反 

应生成环氧乙烷，反应器中排出的混合气体包含有 

反应生成的环氧乙烷和甲醛、乙醛、二氧化碳副产物 

以及未反应的乙烯，混合气送入吸收塔经水吸收其 

中的环氧乙烷后，大部分循环返回环氧乙烷反应器 

中，少部分转往二氧化碳吸收塔脱去过多的二氧化 

碳后再返回环氧乙烷反应器。而对于吸收了环氧乙 

烷得到的粗环氧乙烷水溶液，需进一步做提纯精制 

处理以除去其中的甲醛、乙醛和二氧化碳杂质组分。 

粗环氧乙烷水溶液首先通过汽提和冷凝解析出环氧 

乙烷，然后用水再吸收得到浓度和纯度均有所提高 

的增浓环氧乙烷水溶液。增浓环氧乙烷水溶液经过 

脱气塔脱除二氧化碳后大部分直接送往乙二醇反应 

器，少部分通过精馏塔进一步精制得到高纯度环氧 

乙烷作为产品送往环氧乙烷储罐储存。用于制乙二 

醇的环氧乙烷水溶液在乙二醇反应器中于一定温 

度、压力和催化剂条件下反应生成乙二醇(EG)、二 

乙二醇(DEG)和三乙二醇(TEG)。反应得到的混 

合醇水溶液经过多效减压蒸发除去大部分水后进入 

浓缩塔进一步精馏分离出高纯度的乙二醇、二乙二 

醇和三乙二醇产品。 

1．2 用泵概要 

本装置总计有泵 1 18台，种类有轴封离心泵、无 

密封离心泵和计量泵。关键用途的离心泵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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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610 及 SH／T 3139 标准要求，所配机械密封 

应符合API 682 标准要求；无密封离心泵(屏蔽泵 

或磁力泵)按 API 685 及 SH／T 3148 标准；其余 

国 解吸水 

贫瞥 空 

输送无危险介质的泵 可参照．ISO-5199 ，ASME 

B73．1[8 3或 SH／T 3140 等标准。 

图 1 典型环氧乙 乙二醇工艺流程 ’ 

2 关键泵特点 

环氧乙 乙二醇装置中主流程关键泵见表 1。 

表 1 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关键泵汇总 

2．1 汽提塔底泵 

300～600 kt／a规模的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的 

汽提塔底泵流量一般在 1 500～3 500 m ／h。根据 

环氧乙烷吸收塔操作压力的差别，泵扬程基本在 

250—350 m范围内。由于汽提塔采用蒸汽汽提法 

分离洗涤水中的环氧乙烷，塔底釜液基本接近饱和 

态，釜液压力一般近似大气压，温度接近大气压下水 

的沸点 100 oC，装置汽蚀余量 NPSHa根据塔底液位 

高度确定。因此在兼顾效率的前提下，选用 NPSHr 

较小的泵型作为汽提塔底泵有利于汽提塔的结构布 

置和液位控制。该工况下适合采用单级两端支撑式 

径向剖分泵型(API 610 BB2)，结构如图2所示。泵 

送介质温度较高，机械密封的选择需加以多重考虑， 

考虑到极端情况下介质中会含有少量环氧乙烷，因 

此不宜选用21或23方案的单端面机械密封，32方 

案的外接冲洗液单端面机械密封或 53方案的有压 

双机械密封较适合该场合。由于双吸式泵机械密封 

腔压力与压力较低的泵入口压力接近，对外冲洗液 

压力要求不高，易于配置，故从可靠性和经济性两方 

面综合考虑采用 32冲洗方式的单端面机械密封优 

于53方案双机械密封。环氧乙烷具有强氧化性，同 

时乙烯氧化反应制环氧乙烷会副反应生成少量酸和 

醛，积聚在吸收水中的这些酸和醛也具有一定腐蚀 

性，因此泵过流材质应选用不锈钢。目前国内厂家 

泵型谱图未能完全覆盖该流量扬程范围，国外 SUL- 

ZER， FLOWSERVE， GOULDS， EBARA， DAVID 

BROWN UNION，RUHR等厂家泵型较齐全，可提供 

满足该工况的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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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端支撑式径向剖分离心泵 

2．2 增浓环氧乙烷水溶液输送泵 

增浓环氧乙烷水溶液输送泵用于将汽提塔顶冷 

凝并再吸收下来的增浓环氧乙烷水溶液送到下游精 

制工艺系统脱除杂质组分。该泵输送介质为一定浓 

度的环氧乙烷水溶液，密封要求高，推荐采用屏蔽泵 

或磁力泵。对于流量扬程超出屏蔽泵或磁力泵型谱 

范围的场合，可采用 OH2悬臂式离心泵配有压双机 

械密封，机械密封辅助密封圈的材质应能够适用于 

该场合的环氧乙烷水溶液。普通氟橡胶不适用于含 

环氧乙烷介质场合，通常采用全氟醚橡胶 O形圈， 

如果制造商有在含环氧乙烷场合采用聚四氟乙烯包 

覆氟橡胶 O形圈的成功经验，经买方允许也可采用 

聚四氟乙烯包覆氟橡胶 O形圈。 

2．3 乙二醇反应器进料泵 

增浓环氧乙烷水溶液经脱气塔脱除二氧化碳后 

大部分由进料泵送往乙二醇反应器。该泵流量扬程 

超出了目前屏蔽泵和磁力泵的型谱范围，需采用径 

向剖分两端支撑式离心泵(BB2结构)，配用有压双 

机械密封，采取乙二醇水溶液作为隔离液。泵过流 

部件需采用不锈钢，以抵御强氧化性水溶液的腐蚀。 

2．4 环氧乙烷输送泵 

精制得到的高纯环氧乙烷作为产品储存在低温 

储罐中。储罐中环氧乙烷通过环氧乙烷输送泵循环 

送往制冷机组冷却以保持储罐中的低温条件，也用 

于将储罐中的纯环氧乙烷产品送回工艺系统中作为 

原料参加水合反应制乙二醇产品，从而调节环氧乙 

烷和乙二醇产品的比例。环氧乙烷属于易燃易爆、 

毒性高度危害的介质，泵的密封性能极为重要。如 

果采用离心泵配置有压双机械密封会导致对环氧乙 

烷产品污染，配无压双机械密封会造成环氧乙烷向 

环境中的泄漏。由于上述缺点，离心泵配置机械密 

封的方案不适用于输送纯环氧乙烷场合。无密封的 

屏蔽泵或磁力泵用于该场合尤为合适。用于输送环 

氧乙烷的屏蔽泵或磁力泵较其他场合的屏蔽泵、磁 

力泵略有差别。对于输送环氧乙烷的屏蔽泵，电机 

外壳体应按照压力容器设计；定子屏蔽套与外壳体 

构成的腔体中充氮或充油以防止屏蔽套泄漏后环氧 

乙烷进入定子内部与空气混合；同时必须在电机定 

子中设泄漏监测探头用于报警联锁。输送环氧乙烷 

的磁力泵需在内、外磁缸之间的隔离套上设测温探 

头监测隔离套磨损情况，同时在外磁缸周边设泄漏 

探头监测环氧乙烷有无泄漏，外磁缸驱动轴的轴封 

也应考虑特殊设计以保证长期可靠运行。另外环氧 

乙烷极易发生自聚反应，温度升高，因此需监测环氧 

乙烷温度，温度监测点可设在泵体上或泵进出口管 

道上。泵周围还应设环氧乙烷检测仪和喷淋设施， 

用于检测环氧乙烷泄漏以及处理泄漏出来的环氧乙 

烷介质。目前在输送环氧乙烷场合有业绩的屏蔽泵 

厂家有海密梯克、日机装和帝国等厂家(均需整机 

进口，国内暂时不能配套)，磁力泵有 HMD等厂家。 

2．5 环氧乙烷洗涤塔底泵 

环氧乙烷爆炸极限范围很大，因此不适合送往 

火炬气系统焚烧处理。通常将来自装置中各处的环 

氧乙烷或环氧乙烷混合气送往一个洗涤塔水洗回 

收，如输送含环氧乙烷介质的管线上安全阀开启排 

放出的气体。吸收了环氧乙烷气的洗涤水通过环氧 

乙烷洗涤塔底泵送回工艺系统中。环氧乙烷洗涤水 

中含有微量环氧乙烷，因此应采用有压双机械密封 

的离心泵或者无密封的屏蔽泵、磁力泵。如采用配 

置有压双机械密封的离心泵，可采用乙二醇水溶液 

作为密封隔离液，同时应考虑机械密封 O形圈材质 

对泵送环氧乙烷水溶液的适用性，具体要求与增浓 

环氧乙烷水输送泵相同。 

2．6 贫碳酸盐输送泵 

环氧乙烷反应器排出的混合气体经水吸收除去 

环氧乙烷后大部分直接循环返回反应器，少部分送 

往二氧化碳吸收塔脱除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吸收塔 

中吸收了二氧化碳的富液被送往二氧化碳解吸塔解 

吸出二氧化碳和贫液，解吸出的二氧化碳直接放空， 

贫液则通过贫碳酸盐输送泵送回二氧化碳吸收塔循 

环工作。贫碳酸盐输送泵选用两端支撑径向剖分式 

离心泵(BB2)。泵送介质温度高，应考虑对轴承箱 

和泵支座通冷却水进行冷却。泵送碳酸盐容易结晶 

析出晶体，叶轮口环与泵口环间隙应考虑取大值。 

轴封采用外冲洗式单端面机械密封，利用外接冲洗 

液带走机械密封动环、静环摩擦产生的热量，并防止 

泵送碳酸盐溶液在密封腔内积聚结晶影响机械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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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性能。 

2一 液力透平 

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中有两处可设液力透平 

回收高压流体能量。一处是从环氧乙烷吸收塔流向 

环氧乙烷汽提塔的粗环氧乙烷水溶液，粗环氧乙烷 

水溶液在压力差作用下从吸收塔流往汽提塔，通过 

蒸气汽提析出其中的环氧乙烷气体。由于吸收塔与 

汽提塔之间存在较大压力差，因此从吸收塔流往汽 

提塔的粗环氧乙烷水溶液存在压力能可回收。另一 

处是由二氧化碳吸收塔流向二氧化碳解吸塔的高压 

富液压力能可通过液力透平回收。粗环氧乙烷水溶 

液液力透平流量、进出口压差分别与汽提塔底泵流 

量、扬程相当，回收的高压粗环氧乙烷水溶液能量用 

于驱动汽提塔底泵，降低电机功耗。由于液力透平 

仅在流量超过额定流量一定比值时才能向外输出功 

率，在流量较小时反而成为耗功设备，因此液力透平 

应布置在泵组两端采用单向离合器与泵组联接，不 

能布置在泵与电机中间，以免引起电机超载。为适 

应不同工况下泵组均能正常运转，电机额定功率应 

足以单独驱动泵组运行。富碳酸盐液力透平用于驱 

动贫碳酸盐输送泵，情况与粗环氧乙烷水溶液液力 

透平相似。液力透平有多种形式，最常用的是采用 

离心泵反转作为回收能量的液力透平。环氧乙烷／ 

乙二醇装置中的粗环氧乙烷水溶液液力透平和富碳 

酸盐液力透平流量大，可采用单级两端支撑径向剖 

分离心泵(BB2)反转作为液力能量回收透平。目前 

生产液力透平的国外厂家主要有 Sulzer，Flowserve 

和 Ebara等。液力透平回收能量驱动泵，降低了电 

机功耗，提高了装置运行的经济效益，但设液力透平 

本身提高了装置初次投资成本，因此需根据装置规 

模综合考虑初次投资成本与长期运行产生的经济效 

益之间的利弊关系，然后确定是否设液力透平。 

3 结束语 

(1)环氧乙烷／乙二醇装置中介质危险『生高，对泵 

型和密封形式的选择应该联系工艺流程作详细分析。 

(2)由于环氧乙烷具有强氧化性，因此输送含 

有环氧乙烷介质的泵过流部件应采用不锈钢，相应 

地应注意高压工况对不锈钢泵壳耐压等级的要求， 

以及不锈钢泵壳耐压等级在高温下的弱化。 

(3)输送环氧乙烷水溶液场合宜选用屏蔽泵或 

磁力泵。如需选用有轴封的离心泵，应采用有压双 

机械密封，并按照 API 682要求在机械密封隔离液 

储罐上设置压力报警和液位报警。 

(4)输送纯环氧乙烷产品场合应采用屏蔽泵或 

磁力泵。 

(5)用于输送环氧乙烷等危险介质的泵应采用 

钢制轴承座，以避免火灾状况下轴承座变形引起泵 

密封失效造成二次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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