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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
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分离提纯领域，
特别是指一种从
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
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包括催化精馏和精馏过
程，
通过Aspen puls建模，
确定了工艺的条件，
即
在催化精馏塔中，
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
混合物中的甲醇进行环氧丙烷醚化反应；
反应产
物从催化精馏塔塔釜馏出进入第二精馏塔进行
分离，
在第二精馏塔塔顶采出碳酸二甲酯，
第二
精馏塔塔底采出丙二醇甲醚。本发明的优点是甲
醇除去彻底，
制得碳酸二甲酯的同时，
还能得到
有价值的丙二醇甲醚副产物，
系统无废物排放，
节能环保，
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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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其
特征在于，
步骤如下：
将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和环氧丙烷送入催化精馏塔中，
甲醇与环氧丙
烷进行醚化反应；
催化精馏塔的产物从塔釜馏出进入第二精馏塔，
进行碳酸二甲酯和丙二
醇甲醚的分离，
在第二精馏塔塔顶采出碳酸二甲酯，
在第二精馏塔塔底采出丙二醇甲醚。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精馏塔包含反应段和提馏段。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甲醇摩尔分数为
84‑96 %。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精馏塔中，
环氧丙烷醚化反应为非均相反应，
醚化反
应催化剂为固体催化剂聚乙烯基咪唑‑二乙烯基苯。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离碳酸二甲酯和甲醇共沸混合物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
催化精馏塔环氧丙烷醚化反应中，
催化剂添加量为甲醇质量的0 .05‑0 .1%，
醇烷进料摩尔比
为1:（1‑1 .02），
环氧丙烷进料量为8 .4‑10 kmol/h。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精馏塔设置36‑45块理论塔板，
其中反应段设置28‑35
块理论塔板；
催化精馏塔的操作压力按绝压计为0 .6‑1 MPa，
催化精馏塔的再沸比为4‑7。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精馏塔设置20‑30块理论塔板；
第二精馏塔的操作压
力按绝压计为0 .1‑0 .12 MPa，
第二精馏塔的再沸比为2‑4。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精馏塔和第二精馏塔的型式是板式塔或填料塔。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
二甲酯的工艺，
其特征在于：
从催化精馏塔塔顶采出的蒸汽作用于第二精馏塔再沸器进行
热交换。

2

CN 114163332 A

说

明

书

1/6 页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
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分离提纯技术领域，
特别是指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
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碳酸二甲酯（DMC）在农药、
医药、
高分子合成、燃料添加剂及溶剂中均有广泛的运
用，
可代替光气、硫酸二甲酯等剧毒或者致癌物反应而生成重要的化工产品，
被称为“21世
纪有机合成领域的新基块”。早期的碳酸二甲酯只要是通过光气路线合成，
但由于原料气剧
毒和氯离子的腐蚀性，
限制了DMC的大规模生产和应用。
目前碳酸二甲酯有两种工业化合成
同时联
方法，
一是酯交换路线，
它是通过碳酸乙烯酯或碳酸丙烯酯和甲醇进行酯交换制得，
产丙二醇和乙二醇；
另一种是羰化氧化法路线，
它是甲醇与氧和一氧化碳进行羰化氧化反
应制得。在这两种合成方法中甲醇都不能完全转化，
最后粗产品都会形成碳酸二甲酯和甲
醇共沸混合物，
必须经过分离和提纯才能得到DMC纯品。利用DMC和苯酚为原料通过酯交换
路线合成碳酸二苯酯的工艺过程中，
会生成甲醇副产物，
未反应的碳酸二甲酯需要循环回
流重新利用，
为了促进反应的正向进行，
也涉及到共沸物碳酸二甲酯和甲醇的分离提纯。
[0003] 工业上用于分离碳酸二甲酯和甲醇混合物的方法包括渗透蒸发、
萃取精馏和变压
精馏。渗透工艺操作简单，
但是其可行性受到膜性能的严重限制。萃取精馏是一种高效分离
共沸物的技术，
但是合适夹带剂的选择和设计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变压精馏主要专注
于压力敏感性共沸物，
该方法不需要引入任何第三组成部分，
是一个环境友好的绿色过程。
该方法是利用压力的变化引起共沸组成的变化，
从而达到跨越共沸点实现分离的目的。专
利CN204298289 U描述了用于加压精馏分离甲醇和碳酸二甲酯混合物的板式塔装置，
虽然
加压精馏操作简单，
装置分离效果好，
但是由于压力的变化会导致较高的分离能耗。催化精
馏是上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化工过程强化技术。该技术将反应和分离这两个化
学过程耦合于同一个设备单元中，
被认为是过程强化和革新传统单元操作的一项代表性技
术。专利US6093842公开了一种将反应精馏与萃取精馏耦合的工艺来处理甲醇与碳酸二甲
酯的分离问题。该方法将碳酸二甲酯、苯酚和萃取剂一同进入反应精馏塔中同时进行化学
反应和萃取精馏，
塔顶可以分离出高浓度甲醇，
产物、
碳酸二甲酯和萃取剂进入另一个反应
精馏塔中进行分离。该方法耦合了反应精馏塔和萃取精馏塔，
但是分离剂用量为碳酸二甲
酯的5‑10倍之间、
苯酚的5‑50倍，
同时产品需要进入下一个催化精馏塔分离出碳酸二甲酯，
可见仍然没有解决流程复杂，
分离剂用量大，
有效提纯碳酸二甲酯等问题。
[0004] 寻找合适的反应剂和改进工艺是制约反应精馏方法的关键，
高效的反应剂和合理
的工艺可以实现快速反应和分离，
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果。为了克服技术瓶颈，
本专利提供
了一种采用环氧丙烷反应法同时联产丙二醇甲醚的分离工艺。商业上用于环氧丙烷丙氧基
化的催化剂主要是均相碱催化剂，
如氢氧化钠，
甲醇钠等。这些催化剂的优点是简单易得，
但缺点是存在后续催化剂的处理问题，
如中和产生的固废等问题，
存在环保问题，
不属于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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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催化剂。本发明提供的固体催化剂聚乙烯基咪唑‑二乙烯基苯虽然还没有实现商业的应
用，
但表现出活性高，
反应速率快，
选择性高的优点，
具有潜在的工业应用性。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方法存在的分离剂用量大、
系统能耗高、
设备投资费用高、
分离流程复杂
等局限性，
本发明提供了基于环氧丙烷醚化催化精馏技术的、
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
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纯度更高的碳酸二甲酯工艺，
便于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高浓度碳酸二甲酯的
工艺，
具体步骤为：
将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和环氧丙烷送入催化精馏塔中，
催化精馏塔顶设置全回流，
原料中的甲醇通过环氧丙烷醚化反应除去，
且环氧丙烷在塔内
完全转化。催化精馏塔釜底的料液进入第二精馏塔进行分离，
在第二精馏塔塔顶采出碳酸
二甲酯，
塔底采出丙二醇甲醚产品。
[0007] 本发明工艺的化学工程原理如下：
环氧丙烷与甲醇反应生成两种丙二醇单甲醚同分异构体：
（1）2‑甲氧基‑1‑丙醇和
（2）1‑甲氧基‑2‑丙醇：

反应生成的丙二醇甲醚将继续和环氧丙烷生成二丙二醇甲醚、
三丙二醇甲醚等一
系列同系物。
[0008] 上述反应为不可逆的连串反应。
本发明通过催化精馏技术来抑制沸点更高副产物
的生成，
即一旦反应生成丙二醇甲醚，
便利用分离使其快速离开反应区而进入塔釜，
所以分
子量超过丙二醇单甲醚的副产物几乎不存在。
[0009]
另外，
除了以上不可逆反应可保证除甲醇彻底外，
本发明体系中的反应物和生成
物之间不形成新的二元或三元共沸物，
这也为分离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则可以保障从精馏
塔的塔顶得到低沸点的碳酸二甲酯，
二则可以保障塔釜产物用普通精馏塔进行直接分离。
[0010]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步骤如下：
将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和环氧丙烷送入催化精馏塔中，
碳酸二甲
酯‑甲醇混合物中的甲醇进行环氧丙烷醚化反应；
催化精馏塔的产物从塔釜馏出进入第二
精馏塔，
进行碳酸二甲酯和丙二醇甲醚的分离，
在第二精馏塔塔顶得到碳酸二甲酯，
在第二
精馏塔塔底得到丙二醇甲醚。
[0011] 所述催化精馏塔包含反应段和提馏段。
[0012] 所述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甲醇摩尔分数为84‑96 %。
[0013] 所述催化精馏塔中，
环氧丙烷醚化反应为非均相反应，
醚化反应催化剂为固体催
化剂聚乙烯基咪唑‑二乙烯基苯。
[0014] 所述催化精馏塔环氧丙烷醚化反应中，
催化剂添加量为底物质量的0 .05‑0 .1%，
醇
4

CN 114163332 A

说

明

书

3/6 页

烷进料摩尔比为1:（1‑1 .02），
环氧丙烷进料量为8 .4‑10 kmol/h。
[0015] 所述催化精馏塔设置36‑45个理论塔板，
其中反应段设置28‑35个理论塔板；
催化
催化精馏塔的再沸比为4‑7。
精馏塔的操作压力按绝压计为0 .6‑1 MPa，
[0016] 所述第二精馏塔设置20‑30个理论塔板；
第二精馏塔的操作压力按绝压计为0 .1‑
0 .12 MPa，
第二精馏塔的再沸比为2‑4。
[0017] 所述催化精馏塔和第二精馏塔的型式是板式塔或填料塔。
[0018] 所述从催化精馏塔塔顶采出的蒸汽作用于第二精馏塔再沸器进行热交换。
[0019] 上述过程连续进行，
环氧丙烷和甲醇在催化精馏塔内完全反应，
所得产物在第二
精馏塔内进一步分离提纯，
塔顶采出碳酸二甲酯，
塔釜产品主要为丙二醇甲醚。本工艺成功
解决了现有产品中碳酸二甲酯和甲醇难以分离问题，
操作过程更简单，
产物无废物排放，
实
现了连续生产。
[0020]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
本发明工艺采用非均相催化剂聚乙烯基咪唑‑二乙烯基苯作为醚化反应的催化
剂，
该催化剂表现出活性高，
反应速率快，
选择性高的优点，
催化剂与反应物和产物易于分
离，
无废物排出。
[0021] 2、
本发明工艺中醚化反应速度快，
操作条件温和，
甲醇与环氧丙烷化学反应为不
碳酸二甲酯不会与环氧丙烷
可逆反应，
同时反应物和生成物之间不形成新的共沸物。另外，
或醚化产物进行反应。且一旦反应生成丙二醇甲醚，
便利用分离使其快速离开反应区而进
入塔釜，
所以分子量超过丙二醇单甲醚的副产物几乎不存在，
抑制了高沸点副产物的生成，
具有简化流程和能耗低等优点。
由此本发明方法解决了碳酸二甲酯、
甲醇难以分离的问题，
可保证获得高纯度碳酸二甲酯（碳酸二甲酯摩尔组成＞99%）。
[0022] 3、
本发明工艺中由催化精馏塔反应得到的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共沸混合物进
入第二精馏塔进行分离，
在第二精馏塔得到碳酸二甲酯和丙二醇甲醚，
反应条件温和，
操作
简单。
[0023] 4、
本发明工艺通过反应有效打破甲醇‑碳酸二甲酯共沸瓶颈，
轻易改变共沸物的
相对挥发度，
降低了能耗，
提高了产品质量。且催化精馏塔温度和压力较高，
其塔顶热蒸汽
可以作为低压精馏塔再沸器的热源充分利用。
同时在本发明工艺中，
催化精馏塔为加压塔，
第二精馏塔为常压塔。
这些因素都使运行成本得到了降低。
[0024] 5、
本发明工艺除了直接得到碳酸二甲酯外，
还得到了丙二醇甲醚，
该产品绿色无
毒，
被称为“万能溶剂”，
可广泛应用于涂料、油墨、油漆、
印刷、
电子化学品、
染料、
净洗、
纺织
等行业中。
所以本发明工艺无废物排放，
不仅节能环保，
而且还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
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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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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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6] 图1为本发明催化精馏塔的结构示意图。
T1、T2分别是催化精馏塔和第二精馏塔，
C1、
C2分别是催化精馏塔和第二精馏塔的塔顶冷凝器，
H1、
H2分别是催化精馏塔和第二精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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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的塔釜再沸器。6、
7分别为催化精馏塔T1的反应段和提馏段，
8、9分别为第二精馏塔T2的
精馏段和提馏段。催化精馏塔T1的侧线1为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
2为环氧丙烷进
料口，
塔釜再沸器H1的出料口3为碳酸二甲酯和丙二醇甲醚混合物出料口，
也是第二精馏塔
T2的进料口。第二精馏塔T2塔顶冷凝器H2的出料口4为碳酸二甲酯的出料口，
再沸器H2的出
料口5为丙二醇甲醚的出料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付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8] 本发明所用催化剂聚乙烯基咪唑‑二乙烯基苯是引用专利号为ZL201911281418 .3
公开的方法所制备的催化剂。
[0029] 实施例1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如图1所示，
催化精馏塔T1包括反应段6，
提馏段7，
冷凝器C1，
再沸器H1，
塔底产品
出料口3。在反应段6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和1个环氧丙烷进料口。催化精
馏塔T1的设备和结构参数为：
催化精馏塔T1设置36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
料口1设置在第2块塔板上，
环氧丙烷进料口2设置在第28块塔板上。催化精馏塔T1的操作条
件为：
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流量为10 kmL/h，
其中甲醇占84%（摩尔分数），
环氧丙烷
进料流量为8 .5 kmol/h，
甲醇和环氧丙烷的进料摩尔比为1:1 .01，
催化剂添加量为50 kg，
操作压力为0 .68 MPa，
塔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4 .8。
[0030] 第二精馏塔T2包括精馏段8，
提馏段9，
冷凝器C2，
再沸器H2，
塔顶产品出料口4，
塔
底产品出料口5，
在第二精馏塔侧线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混合物进料口3。第二
精馏塔T2的设备和结构参数为：
第二精馏塔T2设置26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
混合物进料口3设置在第15块塔板上。第二精馏塔T2的操作条件为：
操作压力为0 .1MPa，
塔
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2 .2。
[0031] 经计算，
催化精馏塔T1塔顶温度为122 .10 ℃，
塔釜温度为184 .90 ℃，
环氧丙烷转
化率为100%。
[0032]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顶温度为89 .72 ℃，
产物摩尔组成为：
碳酸二甲酯99 .9%。
[0033]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釜温度为120 .33 ℃，
产物摩尔组成为：
丙二醇甲醚99 .99%，
其
中，
主产物1‑甲氧基‑2‑丙醇选择性95 .6%。
[0034] 实施例2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催化精馏塔T1包括反应段6，
提馏段7，
冷凝器C1，
再沸器H1，
塔底产品出料口3。在
反应段6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和1个环氧丙烷进料口。催化精馏塔T1的设
备和结构参数为：
催化精馏塔T1设置38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1设置
在第2块塔板上，
环氧丙烷进料口2设置在第30块塔板上。催化精馏塔T1的操作条件为：
碳酸
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流量为10 kmL/h，
其中甲醇占86%（摩尔分数），
环氧丙烷进料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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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 .8kmol/h，
甲醇和环氧丙烷的进料摩尔比为1:1 .01，
催化剂添加量为52 kg，
操作压力为
0 .7MPa，
塔顶全回流，
塔釜再沸比为5 .2。
[0035]
塔
第二精馏塔T2包括精馏段8，
提馏段9，
冷凝器C2，
再沸器H2，
塔顶产品出料口4，
底产品出料口5，
在第二精馏塔侧线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混合物进料口3。第二
精馏塔T2的设备和结构参数为：
第二精馏塔T2设置24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
混合物进料口3设置在第15块塔板上。第二精馏塔T2的操作条件为：
操作压力为0 .1MPa，
塔
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3 .5。
[0036] 经计算，
催化精馏塔T1塔顶温度为123 .16 ℃，
塔釜温度为187 .75 ℃，
环氧丙烷转
化率100%。
[0037]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顶温度为89 .82℃，
产物摩尔组成为：
碳酸二甲酯99 .9%。
[0038]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釜温度为120 .33 ℃，
产物摩尔组成为：
丙二醇甲醚100%，
其中，
主产物1‑甲氧基‑2‑丙醇选择性95 .6%。
[0039] 实施例3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催化精馏塔T1包括反应段6，
提馏段7，
冷凝器C1，
再沸器H1，
塔底产品出料口3。在
反应段6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和1个环氧丙烷进料口。催化精馏塔T1的设
备和结构参数为：
催化精馏塔T1设置40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1设置
在第2块塔板上，
环氧丙烷进料口2设置在第32块塔板上。催化精馏塔T1的操作条件为：
碳酸
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流量为10 kmL/h，
其中甲醇占90%（摩尔分数），
环氧丙烷进料流量
为9 .1kmol/h，
甲醇和环氧丙烷的进料摩尔比为1:1 .01，
催化剂添加量为54 kg，
操作压力为
0 .72MPa，
塔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6 .2。
[0040] 第二精馏塔T2包括精馏段8，
提馏段9，
冷凝器C2，
再沸器H2，
塔顶产品出料口4，
塔
底产品出料口5，
在第二精馏塔侧线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混合物进料口3。第二
精馏塔T2的设备和结构参数为：
第二精馏塔T2设置20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
混合物进料口3设置在第10块塔板上。第二精馏塔T2的操作条件为：
操作压力为0 .1MPa，
塔
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3。
[0041] 经计算，
催化精馏塔T1塔顶温度为123 .15 ℃，
塔釜温度为189 .44 ℃，
环氧丙烷转
化率100%。
[0042]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顶温度为87 .95 ℃，
产物摩尔组成为：
碳酸二甲酯99 .4%。
[0043]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釜温度为119 .93 ℃，
产物摩尔组成为：
丙二醇甲醚99 .8%，
其
中，
主产物1‑甲氧基‑2‑丙醇选择性95 .0%。
[0044] 实施例4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催化精馏塔T1包括反应段6，
提馏段7，
冷凝器C1，
再沸器H1，
塔底产品出料口3。在
反应段6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和1个环氧丙烷进料口。催化精馏塔T1的设
备和结构参数为：
催化精馏塔T1设置42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1设置
在第2块塔板上，
环氧丙烷进料口2设置在第35块塔板上。催化精馏塔T1的操作条件为：
碳酸
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流量为10 kmL/h，
其中甲醇占93%（摩尔分数），
环氧丙烷进料流量
为9 .4kmol/h，
甲醇和环氧丙烷的进料摩尔比为1:1 .02，
催化剂添加量为56 kg，
操作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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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4 MPa，
塔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6 .5。
[0045]
第二精馏塔T2包括精馏段8，
提馏段9，
冷凝器C2，
再沸器H2，
塔顶产品出料口4，
塔
底产品出料口5，
在第二精馏塔侧线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混合物进料口3。第二
精馏塔T2的设备和结构参数为：
第二精馏塔T2设置22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
混合物进料口3设置在第15塔板上。第二精馏塔T2的操作条件为：
操作压力为0 .1MPa，
塔顶
全回流，
再沸比为2 .5。
[0046] 经计算，
催化精馏塔T1塔顶温度为125 .20℃，
塔釜温度为194 .15℃，
环氧丙烷转化
率100%。
[0047]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顶温度为89 .82℃，
产物摩尔组成为：
碳酸二甲酯99 .9%。
[0048]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釜温度为120 .01℃，
产物摩尔组成为：
丙二醇甲醚99 .9%，
其中，
主产物1‑甲氧基‑2‑丙醇选择性95 .7 %。
[0049] 实施例5
一种从近共沸浓度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中除去甲醇制取碳酸二甲酯的工艺：
催化精馏塔T1包括反应段6，
提馏段7，
冷凝器C1，
再沸器H1，
塔底产品出料口3。在
反应段6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和1个环氧丙烷进料口。催化精馏塔T1的设
备和结构参数为：
催化精馏塔设置45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口1设置在
环氧丙烷进料口2设置在第35块塔板上。催化精馏塔T1的操作条件为：
碳酸二
第2块塔板上，
甲酯‑甲醇混合物进料流量为10 kmL/h，
其中甲醇占96%（摩尔分数），
环氧丙烷进料流量为
9 .8kmol/h，
甲醇和环氧丙烷的进料摩尔比为1:1 .02，
催化剂添加量为58 kg，
操作压力为
0 .8 MPa，
塔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6 .8。
[0050] 第二精馏塔T2包括精馏段8，
提馏段9，
冷凝器C2，
再沸器H2，
塔顶产品出料口4，
塔
底产品出料口5，
在第二精馏塔侧线设置1个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混合物进料口3。第二
精馏塔T2的设备和结构参数为：
第二精馏塔T2设置30块理论塔板，
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醚
混合物进料口3设置在第20块塔板上。第二精馏塔T2的操作条件为：
操作压力为0 .1MPa，
塔
顶全回流，
再沸比为2。
[0051] 经计算，
催化精馏塔T1塔顶温度为128 .12℃，
塔釜温度为200 .28℃，
环氧丙烷转化
率100%。
[0052]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顶温度为89 .80 ℃，
产物摩尔组成为：
碳酸二甲酯99 .9%。
[0053] 第二精馏塔T2塔塔釜温度为120 .19 ℃，
产物摩尔组成为：
丙二醇甲醚99 .9%，
其
中，
主产物1‑甲氧基‑2‑丙醇选择性95 .1 %。
[005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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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