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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phenylene sulfide is a kind of engineering plastics with excellent comprehensive properties and wide 

application. A large number of solvents will be produced in the production of polyphenylene sulfide, and its recovery is very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of polyphenylene sulfide and improve the product quality. At present, most of th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of polyphenylene sulfide use vacuum distillation to recover solvents. In this paper, thes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solvent recovery process in vacuum distillation are summarized, the original process is reformed.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process, the monthly average recovery of NMP and H2O are increased by 83.4 t and 372.6 t respectively, and the 

recovery rate of NMP and H2O are increased by 11.9% and 76.3% respectively. The processing capacity of solvent recovery 

system is increased by 58.3%, and the heat duty of distillation is saved by 30.4%. The salt deposit at the bottom of the 

distillation column is greatly reduced, and the problem of equipment failure caused by blockage is basically solved. As a result, 

the impurity content in the recovery system is greatly reduced, and the qualified rates of NMP solvents and polyphenylene 

sulfide products are increased by 19.4% and 12.2%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 total emissions of harmful components such 

as chlorobenzene, hydrogen sulfide, ammonia and non-methane hydrocarbons in the exhaust air is reduced by 96.9%, and the 

monthly average waste water volume of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was reduced by 67.6%, and the contents of COD and 

ammonia nitrogen in waste water are obvious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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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聚苯硫醚是一种的综合性能优异、应用非常广泛的工程塑料，在聚苯硫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溶剂，溶剂的

回收对降低聚苯硫醚的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至关重要，目前聚苯硫醚生产企业大多采用减压蒸馏法进行溶剂回收。

文章重点归纳和总结了现有减压蒸馏溶剂回收工艺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改造后，NMP溶剂的月平均回收量

增加约83.4t，回收率提高约11.9%；H2O的月平均回收量增加约372.6t，回收率提高约76.3%；溶剂回收系统的处理能力

提高约58.3%，精馏塔节能约30.4%；精馏塔积盐大大减少，因堵塞造成的设备故障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回收系统中

的杂质含量大幅度降低，回收NMP溶剂和聚苯硫醚的产品合格率分别提高约19.4%和12.2%；放空气体中的氯苯类、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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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氢、氨、非甲烷总烃等有害成分的总排放量减少约96.9%；污水处理系统的月平均废水量降低约67.6%，且废水中COD

和氨氮含量均得到明现的改善。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聚苯硫醚，溶剂回收，改造 

 

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聚苯硫醚（PPS）的分子链中含有交替排列的苯环和

硫原子，苯环为PPS提供优良的刚性、耐热性和热稳定性，

硫原子赋予PPS一定的柔性，因而PPS具有优异的综合性

能[1]。同时，PPS作为“八大宇航材料之一”和“第六大工程

塑料”，与无机填料、树脂、纤维等材料的相容性极好，

经改性和增强后，可制备成各种高分子合金、功能膜、复

合材料等，能广泛的应用于航空航天、交通、环保、化工、

电子电器、功能膜等领域[2-5]。 

PPS的合成方法主要有硫化钠法、硫磺溶液法、硫化

氢法、氧化聚合法和对卤代苯硫酚缩聚法等。其中，硫化

钠法是由美国菲利浦（Phillips）石油公司开发，并于1963

年成功实现工业化生产[6]，因具有原料价廉易得、工艺简

单、产率高、产品质量好等优点，成为迄今国内外PPS生

产最主流的方法[7，8]。该方法一般采用溶液聚合法，主

要以对二氯苯（P-DCB）和无水硫化钠（Na2S）为原料，

碱金属盐氯化锂（LiCl）为催化剂，在强极性有机溶剂反

应环境中，经反应釜加压缩聚，得到PPS产品。 

PPS生产常用的有机极性溶剂主要有N-甲基吡咯烷酮

（NMP）、吡啶、N,N-二甲基甲酰胺、N-甲基己内酰胺、

六甲基磷酰三胺（HMPA）等，目前国内外企业大多采用

NMP作为溶剂。在PPS实际生产过程中，NMP溶剂使用量

非常大，据生产数据统计，生产1吨PPS产品需要使用约6.5

吨NMP溶剂，且NMP溶剂价格昂贵。因此，无论从节约

成本，还是从环保角度考虑，都需要将NMP溶剂进行回收

利用，从而有效降低PPS的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9-12]。本文中以某公司1000t/a PPS生产线的NMP溶剂回

收工艺改造为例进行介绍。 

2．．．．溶剂回收方法溶剂回收方法溶剂回收方法溶剂回收方法 

在PPS生产过程中，溶剂NMP的回收方法主要包括有

机溶剂萃取法、闪蒸法、过热蒸汽法、减压蒸馏法等，其

优缺点及工业化应用情况如下表1所示[13，14]。 

表表表表1 PPS生产过程中溶剂回收方法对比分析。 

溶剂回收方法溶剂回收方法溶剂回收方法溶剂回收方法 优点优点优点优点 缺点缺点缺点缺点 工业化应用情况工业化应用情况工业化应用情况工业化应用情况 

有机溶剂萃取法 设备简单、操作简易、快速、生产成本低等 
体系引入新组分、萃取相易燃且有毒、萃取剂回收

困难等 
无应用 

闪蒸法 
操作简易快速，溶剂回收过程无固体，工艺水

平高，设备故障率低，溶剂回收率高 

用大量高温惰性气体作为热媒，成本较高，对闪蒸

设备要求高 

国外较普遍 

国内应用较少 

过热蒸汽法 过程连续、效率较高 能耗大、装置复杂、PPS颗粒易粘附器壁造成堵塞 应用较少 

减压蒸馏法 
用自来水或去离子水洗涤滤饼，价廉易得，水

与NMP易分离，毒害小，成本低 

需要减压装置；压力控制不当或者压力不稳定时，

会导致蒸馏失败；对塔设备要求较高 

目前主要工业化

方法 

 

由表1可知：有机溶剂萃取法存在萃取相易燃、有毒、

萃取剂回收困难等缺点，且所引入的有机萃取剂会污染生

产系统，故不宜实现工业化生产；闪蒸法在国外应用比较

普遍，而在国内受成本较高、技术不成熟等问题所限制，

其工业化应用较少；过热蒸汽法具有过程连续、效率较高

等优点，但能耗大、生产装置复杂等缺点，且PPS颗粒易

粘附器壁造成堵塞，故工业化应用较少；减压蒸馏法具有

成本低、易分离、毒害小等诸多优点，适合工业化生产，

也是目前PPS生产过程中最主流的NMP溶剂回收方法。 

3．．．．减压蒸馏法溶剂回收减压蒸馏法溶剂回收减压蒸馏法溶剂回收减压蒸馏法溶剂回收 

PPS生产过程中可回收的含NMP的溶液主要包括：废

/旧合成液、一次水洗液、脱水液和干燥真空循环水等四

个部分，主要成分为水（H2O）、NMP、氯化钠（NaCl）、

少量低聚物和催化剂等，其组成及质量含量如下表2所示。 

表表表表2 可回收的含NMP溶液的组成及质量含量。 

溶液名称溶液名称溶液名称溶液名称 
溶液组成溶液组成溶液组成溶液组成/ wt% 

H2O NMP NaCl 低聚物低聚物低聚物低聚物 催化剂催化剂催化剂催化剂 

废/旧合成液 1~3 90~95 1~5 0.2～0.4 2~4 

一次水洗液 60~75 30～40 10～15 0.1～0.3 0.1～0.35 

脱水液 30～40 60~70 0 0 0 

干燥真空循环水 92~98 2~8 0 0 0 

 

减压蒸馏法是在低于大气压力下，利用液体的沸点与外

界压力密切相关的原理，即液体沸点随外界压力减小而降低

的特点，对液体进行的蒸馏分离和提纯的操作。利用减压蒸

馏法，可将PPS生产过程中含NMP溶剂的废/旧合成液、一次

水洗液、脱水液和干燥真空循环水通过泵输送至精馏塔。在

负压条件下，当精馏塔馏出液组成达到工业生产工艺指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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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时（如下表3所示），轻组分（主要为H2O）通过冷凝液

循环泵从冷凝罐采出，送至污水处理系统；重组分（主要为

NMP）通过塔釜输送泵从塔釜采出，并返回至PPS合成工序

继续使用，从而实现NMP溶剂的回收循环利用。 

表表表表3 精馏塔馏出液的工业生产工艺指标要求。 

精馏塔馏出液精馏塔馏出液精馏塔馏出液精馏塔馏出液 H2O / wt% NMP/ wt% 收率收率收率收率/ wt% 

精馏塔塔顶冷凝液 ≥99 —— ≥95 

精馏塔塔釜馏出液 —— ≥96 ≥95 

 

根据操作方式，减压蒸馏法可分为间歇减压蒸馏法和

连续减压蒸馏法。间歇减压蒸馏法为比较传统的NMP溶剂

回收方法，存在回收效率低、NMP损耗量大、设备故障率

高、环保问题严重等问题。随着PPS产业的迅速发展，为

满足安全环保、节能降耗和循环经济等方面的要求，目前

大多数PPS生产企业均已通过对间歇减压蒸馏工艺的优化

和改造，逐渐实现了连续减压蒸馏法回收NMP溶剂。 

4．．．．原工艺流程及存在的问题原工艺流程及存在的问题原工艺流程及存在的问题原工艺流程及存在的问题 

4.1．．．．原工艺流程原工艺流程原工艺流程原工艺流程 

 
图图图图1 改造前NMP溶剂回收工艺流程。 

1-蒸馏暂存罐Ⅰ；2-精馏塔Ⅰ；3-冷凝器Ⅰ；4-冷凝器Ⅱ；5-冷凝液暂存罐Ⅰ；6-冷凝液循环泵Ⅰ；7-塔釜液输送泵Ⅰ； 

8-过滤装置Ⅰ；9-精馏塔Ⅱ；10-冷凝器Ⅲ；11-冷凝器Ⅳ；12-冷凝液暂存罐Ⅱ；13-冷凝液循环泵Ⅱ； 

14-精制NMP储罐；15-塔釜液输送泵Ⅱ；16-过滤装置Ⅱ 



4 刘洪 等：聚苯硫醚生产中溶剂回收工艺改造   

 

 

原PPS生产NMP溶剂回收工艺流程如下图1所示。（1）

干燥真空循环水，不经减压精馏处理直接送至污水处理系

统；（2）废/旧合成液、脱水液、一次水洗液等各种含NMP

溶液一起进入带机械搅拌装置的蒸馏暂存罐Ⅰ中，充分混

合均匀后得到混合溶液，然后从精馏塔Ⅰ塔顶进入塔内；

（3）在10~ 30kPa的压力下，将精馏塔Ⅰ塔釜逐渐加热升

温至100~120℃，轻组分蒸汽相（主要为H2O蒸汽）由塔

釜逐级上升至塔顶，经冷凝器Ⅰ和冷凝器Ⅱ两级冷凝，然

后流入冷凝液暂存罐Ⅰ中，当罐中的液位达到一定量后，

将冷凝液经冷凝液循环泵Ⅰ送至精馏塔Ⅰ中进行回流；（4）

调整精馏塔Ⅰ回流比，当冷凝液中H2O的质量含量达到工

艺指标要求时（≥99%），将冷凝液直接通过冷凝液循环

泵Ⅰ送至污水处理系统；（5）当精馏塔Ⅰ塔釜馏出液中

NMP的含量达到工艺指标要求时（≥96%），停止精馏操

作，将精馏塔Ⅰ塔釜液经塔釜液输送泵Ⅰ送至过滤装置Ⅰ

中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固体物质为副产盐，送至废固处

理系统，得到的滤液从精馏塔Ⅱ塔顶进入塔内；（6）在

10~30kPa的压力下，将精馏塔Ⅱ塔釜逐渐加热升温至

110~140℃，蒸汽相（主要为NMP蒸汽）由塔釜逐级上升

至塔顶，经冷凝器Ⅲ和冷凝器Ⅳ二级冷凝，得到NMP冷凝

液，流入冷凝液暂存罐Ⅱ；（7）用冷凝液循环泵Ⅱ将一

部分NMP冷凝液送至精馏塔Ⅱ中进行回流；另一部分送至

精制NMP储罐，然后再输送至合成工序，循环回收利用；

（8）当精馏塔Ⅱ的塔釜液位达到一定要求后，停止精馏

操作，将精馏塔Ⅱ的塔釜液经塔釜液输送泵Ⅱ送至过滤装

置Ⅱ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固体物质为含有各种低聚物、

杂质、副产盐、溶剂及其分解物的混合物，送至盐回收工

序，并将得到的滤液送至废液处理系统进行集中处理。 

4.2．．．．原工艺存在的问题原工艺存在的问题原工艺存在的问题原工艺存在的问题 

（1）资源浪费较大，污水处理系统负担较重。①干燥

真空循环水中含有一定量的NMP（质量含量约

2%~8%）和大量的H2O，没有经过精馏处理就直

接送至污水处理系统；②废/旧合成液、脱水液、

一次水洗液等各种含NMP溶液都通过精馏塔Ⅰ处

理，严重超出了冷凝器Ⅰ和冷凝器Ⅱ的负荷，导

致其冷凝液中含有大量NMP（NMP质量含量最高

时可达15%），同时，冷凝液没有经过回收处理，

直接送至污水处理系统。这两方面均造成了NMP

和H2O的大量浪费，同时加重了污水处理系统的

负担，不利于节能减排。 

（2）工艺流程过长，回收效率低，能量消耗大。①采

用间歇精馏和塔顶进料方式，塔内操作参数(如温

度、浓度)随时间变化波动较大，操作比较复杂，

周期较长，导致NMP和H2O的回收效率和产品质

量均受到影响；②所有含NMP溶液都要依次通过

精馏塔Ⅰ、过滤装置Ⅰ和精馏塔Ⅱ处理，导致整

个回收系统负担重，NMP溶剂分解严重，回收效

率低，能量消耗大。 

（3）产品质量差。精馏塔Ⅰ和精馏塔Ⅱ前均无过滤装

置，各种含NMP溶液中的固体杂质及低聚物进入

精馏塔后，经长时间高温作用后发生质变，使回

收得到的NMP溶剂颜色很深、气味很大，将导致

PPS合成工艺不稳定，产品品质下降。 

（4）设备故障率较高。由于各种含NMP溶液中含有一

定量的NaCl、低聚物等固体杂质，在长期的精馏

过程中，塔釜极易积盐，造成设备堵塞。 

（5）尾气排放超标。由于原工艺中存在较多的缺陷，

如精馏塔负荷重、冷凝器处理能力不足、设备故

障率过高等，都将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 

5．．．．改造后的工艺改造后的工艺改造后的工艺改造后的工艺 

针对原工艺中所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以下改造。 

（1）对所有含NMP溶剂（包括干燥真空循环水）的溶

液按其组成分两类进行精馏，新增过滤装置Ⅲ、

蒸馏暂存罐Ⅱ和过滤装置Ⅳ。干燥真空循环水和

脱水液主要成分为NMP、H2O以及极少量的杂质，

依次经蒸馏暂存罐Ⅰ、过滤装置Ⅲ后，固体杂质

送至废固处理系统，滤液由精馏塔Ⅰ进行处理；

废/旧合成液和一次水洗液中要成分是NMP、H2O、

NaCl、少量低聚物和催化剂等，依次经改蒸馏暂

存罐Ⅱ、过滤装置Ⅳ后，固体杂质送至废固处理

系统，滤液由精馏塔Ⅱ进行处理。 

（2）新增蒸馏H2O储罐Ⅰ，取消原工艺中冷凝液循环

泵Ⅰ出来的冷凝液（主要为冷凝H2O）去污水处

理系统管道。当冷凝液中 NMP 的含量大于

1500ppm时，将其返回至蒸馏暂存罐Ⅰ重新精馏；

当NMP的含量小于1500ppm时，将其送至新增的

蒸馏H2O储罐Ⅰ中回收利用。 

（3）将原工艺中过滤装置Ⅰ出来的滤液（主要为NMP

溶剂）至精馏塔Ⅱ塔顶的进料管道改为送至合成

工序的管道，将NMP溶剂回收利用； 

（4）将原工艺中的精制NMP储罐改为蒸馏H2O储罐Ⅱ，

当其冷凝液中NMP的含量大于1500ppm时，将其

返回至蒸馏暂存罐Ⅰ重新精馏；当NMP的含量小

于1500ppm时，将其送至新增的蒸馏H2O储罐Ⅱ中

回收利用。 

（5）新增沉降罐Ⅰ和沉降罐Ⅱ，将原工艺中过滤装置

Ⅱ出来滤液去废液处理系统的管道改为去沉降罐

Ⅰ和沉降罐Ⅱ的管道，经二级沉降后的上清液（主

要为NMP溶剂）送至合成工序回收利用，沉降物

（主要为NaCl）送至盐回收工序。 

（6）将精馏塔Ⅰ和精馏塔Ⅱ由塔顶进料改为塔釜两侧

进料，在塔釜液输送泵Ⅰ出口和精馏塔Ⅰ塔釜之

间新增AB管道，在塔釜液输送泵Ⅱ出口和精馏塔

Ⅱ塔釜之间新增CD管道。利用旋涡原理，减少塔

釜积盐的问题，大大降低了设备故障率；同时，

将间歇精馏变为连续精馏，极大的提高了精馏塔

的处理能力。 

改造后的其它部分与改造前相同（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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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图图2 改造后NMP溶剂回收工艺流程。 

1-蒸馏暂存罐Ⅰ；2-精馏塔Ⅰ；3-冷凝器Ⅰ；4-冷凝器Ⅱ；5-冷凝液暂存罐Ⅰ；6-冷凝液循环泵Ⅰ；7-塔釜液输送泵Ⅰ； 

8-过滤装置Ⅰ；9-精馏塔Ⅱ；10-冷凝器Ⅲ；11-冷凝器Ⅳ；12-冷凝液暂存罐Ⅱ；13-冷凝液循环泵Ⅱ； 

14-蒸馏H2O储罐Ⅱ；15-塔釜液输送泵Ⅱ；16-过滤装置Ⅱ；17-过滤装置Ⅲ；18-蒸馏H2O储罐Ⅰ； 

19-蒸馏暂存罐Ⅱ；20-过滤装置Ⅳ；21-沉降罐Ⅰ；22-沉降罐Ⅱ 

6．．．．改造结果改造结果改造结果改造结果 

6.1．．．．溶剂回收量和回收率溶剂回收量和回收率溶剂回收量和回收率溶剂回收量和回收率 

对所有含NMP溶剂（包括干燥真空循环水）的溶液按

其组成分两类进行精馏，同时，对精馏塔塔顶的冷凝液（主

要为H2O）和塔釜馏出液（主要为NMP）进行了有效的回

收。据生产数据统计，在改造后的1年内，NMP溶剂的月

平均回收量由576.1t提高至659.5t，增量约83.4t，回收率由

82.3%提高至94.2%，增量约11.9%；H2O的月平均回收量

约372.6t，增量372.6t，回收率约76.3%，增量76.3%，见下

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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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 改造后1年内NMP溶剂和H2O的月平均回收量和回收率统计。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NMP回收量/（t·月-1
） 576.1 659.5 83.4 

NMP回收率/ % 82.3 94.2 11.9 

H2O回收量/（t·月-1
） 0 372.6 372.6 

H2O回收率/ % 0 76.3 76.3 

6.2．．．．溶剂回收处理能力和能耗溶剂回收处理能力和能耗溶剂回收处理能力和能耗溶剂回收处理能力和能耗 

与原工艺相比，改造后的工艺流程缩短，由间歇精馏

改为了连续精馏方式。同时，采取了分类精馏法，溶剂回

收系统的回收效率和处理能力提高，系统的负荷得到减轻，

能耗也得到有效降低。根据改造后1年的生产实测数据，溶

剂回收系统的处理能力由1.2t/h提高到1.9t/h，提高约58.3%；

精馏塔（精馏塔Ⅰ和精馏塔Ⅱ）的500kPa蒸汽消耗量由

2.3t/h降低为1.6t/h，节约能耗约30.4%，如下表5所示。 

表表表表5 改造后1年内溶剂回收处理能力和精馏塔蒸汽消耗量统计。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 

溶剂回收处理能力实

测值/（t·h-1
） 

1.2 1.9 0.7 58.3 

精馏塔500kPa蒸汽量

实测值/（t·h-1
） 

2.3 1.6 -0.7 -30.4 

6.3．．．．设备故障率和产品质量设备故障率和产品质量设备故障率和产品质量设备故障率和产品质量 

根据改造后1年内的生产数据统计，通过采取分类精

馏法、精馏塔前新增过滤装置、精馏塔塔釜两侧进料、塔

釜液输送泵出口和精馏塔塔釜间新增管道等方法，大大减

少了塔釜积盐，因堵塞造成设备故障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同时，由于NMP在系统的循环时间缩短，回收系统中的杂

质含量大幅度降低，回收NMP溶剂的产品合格率由75.2%

提高至94.6%，增量19.4%；PPS的产品合格率由78.5%提

高至90.7%，增量12.2%，如下表6所示。 

表表表表6 改造后1年内溶剂回收系统的设备故障率和产品质量统计。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设备故障率/（次·年-1
） 23 0 -23 

产 品 合 格

率/ % 

回收NMP产品 75.2 94.6 19.4 

PPS产品 78.5 90.7 12.2 

6.4．．．．溶剂回收废气排放溶剂回收废气排放溶剂回收废气排放溶剂回收废气排放 

对改造前后尾气处理系统的放空气体进行取样分析，

所得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改造后，放空气体中的

有害成分氯苯类、硫化氢、氨、非甲烷总烃等含量由

5.56mg/m
3
减少到0.17mg/m

3
，总排放量减少约96.9%。其

中，氯苯类和硫化氢的排放量为0，氨和非甲烷总烃的排

放量分别减少92.4%和93.8%。 

表表表表7 改造前后尾气处理系统的放空气体中有害组分的排放量统计。 

组分组分组分组分 
放空气体放空气体放空气体放空气体/ mg·m-3 

减少排放减少排放减少排放减少排放量量量量/% 
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 

氯苯类 2.03 0.00 100 

硫化氢 0.029 0.00 100 

氨 1.05 0.08 92.4 

非甲烷总烃 1.45 0.09 93.8 

合计 5.56 0.17 96.9 

6.5．．．．溶剂回收污水排放溶剂回收污水排放溶剂回收污水排放溶剂回收污水排放 

表表表表8 改造前后污水处理系统废水处理量及指标统计。 

名称名称名称名称 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改造前 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改造后 增量增量增量增量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废水量/（t·月-1
） 465.5 150.6 -314.9 -67.6 

废 水 指

标/ ppm 

化学需氧

量（COD） 
≥22000 ≤1500 —— —— 

氨氮含量 ≥185 ≤32 —— —— 

通过工艺改造，溶剂回收系统中的H2O被充分的回收

利用，污水处理系统的废水量大大降低，废水水质得到明

显改善。对改造前后污水处理系统的废水量进行统计，并

取样进行水质分析，所得结果如下表8所示。 
由表8可知，改造后，污水处理系统每月的废水量由

465.5t降低至150.6t，降低约67.6%。改造前，废水中的化

学需氧量（COD）超过22000ppm；改造后，COD降低到

1500ppm以下。改造前，氨氮含量超过185ppm，改造后，

氨氮含量低于32ppm。 

7．．．．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据生产数据统计，在改造后的1年内，NMP溶剂的

月平均回收量由576.1t提高至659.5t，增量约83.4t，

回收率由82.3%提高至94.2%，增量约11.9%；H2O

的月平均回收量约372.6t，增量372.6t，回收率约

76.3%，增量76.3%。 

（2）与原工艺相比，改造后的工艺流程缩短，由间歇

精馏改为了连续精馏方式。同时，采取了分类精

馏法，溶剂回收系统的处理能力由1.2t/h提高到

1.9t/h，提高约58.3%；精馏塔Ⅰ和精馏塔Ⅱ的蒸

汽（500kPa）消耗量由2.3t/h降低为1.6t/h，节约能

耗约30.4%。 

（3）通过工艺改造，大大减少了塔釜积盐，因堵塞造

成设备故障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同时，由于NMP

在系统的循环时间缩短，回收系统中的杂质含量

大幅度降低，回收NMP溶剂的产品合格率由75.2%

提高至94.6%，增量19.4%；PPS的产品合格率由

78.5%提高至90.7%，增量12.2%。 

（4）经取样分析检测，改造后的放空气体中的有害成

分氯苯类、硫化氢、氨、非甲烷总烃等含量由

5.56mg/m
3
减少到0.17mg/m

3
，总排放量减少约

96.9%。其中，氯苯类和硫化氢的排放量为0，氨

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量分别减少92.4%和93.8%。 

（5）工艺改造后，污水处理系统每月的废水量由465.5t

降低至150.6t，降低约67.6%；废水中的化学需氧

量（COD）由22000ppm以上降低到1500ppm以下；

氨氮含量由185ppm以上降低到32pp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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