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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乙醇胺与烯胺混合胺液脱碳性能及配比优选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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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胺法脱碳以其脱除效果好、能耗低等优点在天然气预处理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以甲基
二乙醇胺为主体的复配胺液为吸收剂，为适应寻找经济、高效的新型吸收剂的需求，本文选取同为叔胺的三乙醇
胺（TEA）为主体进行实验研究，在 TEA 反应机理的研究基础上，添加二乙烯三胺/三乙烯四胺（DETA/TETA）
进行混合胺液的吸收解吸性能分析，对比优选出综合表现较好的混合胺液，考察其不同配比下吸收、解吸及贴近
实际生产的循环利用效果，完成配比优选研究。结果表明：添加烯胺后，可大大提高吸收性能，但会降低解吸效
果；TEA+DETA 吸收和解吸性能优于 TEA+TETA；TEA+DETA 的优选配比为 2.0/1.0 和 2.4/0.6；经循环实验验
证，2mol/L TEA+1mol/L DETA 综合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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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carburization by mixed amine solu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because of its good
purification ability an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MDEA is used as the main absorbent in the mixed
amine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finding economical and highly efficient new absorbents，TEA
was selected as the main amine solution for experimental study in this paper，which was tertiary
amine，the same as MDEA. Based on the study of TEA solution reaction mechanism，the absorption
and desorption performance of the TEA+DETA/TETA mixed amine solution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were studied experimentally，and the better amine solution was selecte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Enamines could promote absorption ability ， but it would reduce
desorption performance. The absorption and desorption performance of the TEA+DETA mixed amine
solution was better than the TEA+TETA mixed amine solution. The mixed amine solutions with DETA
concentrations of 1mol/L and 0.6mol/L were better. According to cycle experiments，the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of the mixed amine solution with DETA concentration of 1mol/L was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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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天然气能源需求量
不断增长，为保证天然气储运及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稳定运行，开展天然气脱碳技术的研究十分必要[1]。
脱碳方法需要根据不同技术特点、原料气组成及净
化分离要求等进行选择[2]，其中醇胺化学吸收法经
过多年的发展，以其较好的脱碳效果和成熟的应用
技术，在天然气脱碳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3-4]。
近年来，胺法脱碳研究中主要以一乙醇胺
（ MEA）、二乙 醇胺（DEA ）和甲基二 乙醇胺
（MDEA）等胺液及其混合胺液为主[5]，天然气预
处理工厂中也通常使用 MDEA 为主体的活化胺
液。目前，新型胺液配方的筛选成为化学吸收法研
究的热点，旨在寻找对 CO2 吸收速率快、吸收容量
大及解吸效果好的胺液吸收剂[6]。分析不同种类胺
液化学性质，发现三乙醇胺（TEA）与 MDEA 同属
叔胺的类别，在化学反应过程中性能相似，且
TEA 经济性能好，而国内外有关 TEA 活化胺液的
研究尚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在前期研究中发
现，TEA 吸收容量大，解吸效果好，但吸收速率
低，而烯胺类二乙烯三胺（DETA）和三乙烯四胺
（TETA）吸收速率快，解吸效果差，因此，可以针
对 TEA 与烯胺的混合胺液进行脱碳性能与配比优
选的实验研究。同时，本文结合实际天然气净化工
艺，进行胺液循环利用实验，考察胺液吸收解吸性
能随循环次数的变化情况，开发更为高效、经济、
且工程适用的新型脱碳胺液配方。

2015 年第 34 卷

展

然后中间化合物催化 CO2 水解的快反应。如式
（3）所示。
（3）

因此，叔胺具有吸收容量大，但吸收速率低的
特点。
DETA 与 TETA 属于烯胺，DETA 含有 2 个伯
胺氮原子（—NH2 基团），1 个仲胺氮原子（—NH—
，
基团），TETA 含有 2 个伯胺氮原子
（—NH2 基团）
2 个仲胺氮原子（—NH—基团）。伯胺、仲胺易与
CO2 反应生成稳定的胺基甲酸盐，因此解吸能力较
差[9-11]。

2 实验基础
2.1 实验气体与试剂
实验中用到的气体与试剂如表 1 所示。
表1
名称

实验气体与试剂

规格

生产厂家

三乙醇胺

分析纯

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二乙烯三胺

分析纯

成都格雷西亚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三乙烯四胺

分析纯

成都格雷西亚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氯化钙

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硫酸铜

分析纯

上海振欣试剂厂

硫酸

分析纯

广东省精细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
开发中心

1 吸收机理简述

二氧化碳

TEA 属于叔胺，对于叔胺与 CO2 的反应，普遍
认同的是 Donaldson 提出的碱催化水合机理。与伯
胺、仲胺不同，因吸收 CO2 的叔胺分子结构中的氮
原子上没有氢质子，所以无法与 CO2 进行直接反
应，生成氨基甲酸盐，只能生成亚稳态的碳酸氢
盐，叔胺在反应中仅起到催化水分子解离的作用，
水分子在失去一个质子的同时，即与 CO2 发生反
应[7]。叔胺与 CO2 的反应如（1）所示。
R 3 N  CO 2  H 2 O —→ R 3 NH   HCO 3

进

（1）

叔胺作催化剂的 CO2 水解反应分为两步进行。
首先叔胺与 CO2 生成两性离子中间化合物的慢反
应，如式（2）所示。该反应对叔胺与 CO2 均为 1
级，是总反应的速率控制步骤[8]。
（2）

混合气
（CH4+CO2）

99.999%

青岛天源特种气体厂

93.56%+6.44%

青岛天源特种气体厂

（V）

2.2 实验装置与实验方法
2.2.1 吸收实验
吸收实验核心装置为带有电磁搅拌的高压反应
釜，如图 1 所示。釜内容积 300mL，设计压力
10MPa，温度范围 0～100℃，配套设备有恒温水
浴及数据采集系统，能实时采集釜内温度、压力变
化。实验采用先进液后进气的步骤，配制胺液由于
压差的作用进入真空的反应釜内，气体经减压阀充
入与胺液进行吸收反应。通过吸收实验测定每秒钟
釜内气相压力与温度，利用 PR 状态方程计算对应
时刻气相摩尔量，气相 CO2 摩尔减少量就是胺液的
酸气吸收量，不同时刻酸气吸收量对应时间的导数
即为吸收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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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经过冷凝、干燥、计量后放空。利用皂膜流量
计记录瞬时流量，用湿式气体流量计记录累计流
量。吸收得到的富液和解吸得到的贫液通过酸解实
验，测定胺液中酸气的含量，从而计算出胺液的解
吸率。酸解实验原理是强酸制弱酸，经硫酸置换出
的酸气利用排水法计量体积，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3、图 4 所示，其中贫液中残余酸气含量较低，采
用高精度的滴定管计量。
2.3 实验指标
图1

吸收实验装置流程图

1—高压气瓶；2—减压阀；3—进气阀；4—出气阀；5—放空阀；
6—真空泵；7—高压反应釜；8—釜顶球阀；9—排液阀；
10—磁力搅拌；11—恒温水浴；12—气相温度传感器；
13—液相温度传感器；14—压力传感器；15—数据采集系统

2.2.2 解吸与酸解实验
将吸收实验得到的富胺液倒入三口烧瓶中，置
入恒温油浴中进行解吸实验，其实验装置示意图如
图 2 所示。在高温下，富液中的酸性气体得到释

图2

胺液吸收性能的评价指标包括吸收速率、吸
收负荷、酸气负荷 [12]，胺液解吸性能的评价指标
包括解吸率、残余酸气负荷，各个指标定义如表
2 所示。

3 TEA+DETA/TETA 脱碳性能对比
原料气采用纯 CO 2 气体，吸收剂体积均为
100mL，种类分别为 3mol/L TEA、2mol/L TEA+
1mol/L DETA 与 2mol/L TEA+1mol/L TETA 的混合
胺液。吸收实验设定气体初始压力 0.21MPa，吸收

解吸实验装置流程图

1—超级油浴恒温槽；2—三口烧瓶；3—冷凝管；4—温度计；5—干燥塔；6—缓冲瓶；7—电子皂膜流量计；8—湿式气体流量计

图3

富液 CO2 含量测定实验装置

1—铁架台；2—三口烧瓶；3—滴液漏斗；4—广口瓶；5—量筒

图4

贫液 CO2 含量测定实验装置

1—铁架台；2—三口烧瓶；3—滴液漏斗；4—锥形瓶；5—量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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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指标一览表

名称

含义

作用

吸收性能指标
吸收速率

单位时间内单位体积的胺液吸

/%

评价胺液的吸

收 CO2 的量，即 CO2 物质的量的变 收效率
化与时间和胺液量的比值
单位体积胺液吸收 CO2 的量

吸收负荷
/mol·L−1

胺液中单位摩尔量的醇胺所含

酸气负荷
/mol·mol

评 价 胺 液 对
CO2 的吸收能力

−1

CO2 的摩尔量

评价胺液的利
用率

图6

吸收速率随酸气负荷的变化曲线

解吸性能指标
一定时间内胺液解吸出的 CO2 量

解吸率/%

评价胺液的解

与胺液解吸前所含 CO2 总量的比值 吸能力
残余酸气负
荷/mol·mol−1

胺液进行解吸试验后单位摩尔
量醇胺中残余的 CO2 摩尔量

评价胺液的解
吸效果

温度 50℃，搅拌速率 220r/min；解吸实验设定油浴
温度 115℃。通过实验分析不同烯胺添加剂对主体
胺液 TEA 的吸收及解吸性能影响。
3.1 吸收性能对比分析
TEA 分别添加 DETA、TETA 后，吸收负荷随
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5 所示，吸收速率随酸气负荷
的变化曲线如图 6 所示。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与单纯的 TEA 溶液相比，
添加 DETA 和 TETA 后，吸收酸气稳定时间明显缩
短，吸收效率提高，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最终吸
收负荷。保证在较短的时间内吸收尽可能多的
CO2。TEA+DETA 与 TEA+TETA 相比，两者最终
吸收负荷相差较小，但 TEA+DETA 吸收 CO2 时，
达到吸收稳定时间相比更短，效率较高。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添加 DETA 和 TETA 后，
大大提升了 TEA 的吸收速率。TEA+DETA 和

图5

吸收负荷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TEA+TETA 的吸收速率均在酸气负荷为 0.08mol/
mol 时降到 0，且随酸气负荷的变化，TEA+DETA
的吸 收速率始终 大于 TEA+TETA，吸收 效果较
好，吸收性能稳定。
3.2 解吸性能对比分析
两种混合胺液的贫液与富液酸解出的 CO2 体积
及酸气负荷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不同种类胺液酸解数据表
富液酸解 富液酸 贫液酸解 残余酸
解吸

胺液配比

体积

气负荷

体积

气负荷

/mL·mL−1 /mol·L−1 /mL·mL−1 /mol·L−1

率/%

3mol/LTEA

40

0.18161

6.3

0.08581 84.25

2mol/LTEA+1mol/LDETA

62

0.28046

23.1

0.31349 62.74

2mol/LTEA+1mol/LTETA

64.5

0.29119

20.75

0.28103 67.83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总胺浓度不变的情况下，
添加 DETA 和 TETA 后，TEA 的解吸率降低，3 种
胺液的解吸率依次为 TEA> TEA+TETA> TEA+
DETA，而 TEA+TETA 与 TEA+DETA 的解吸率相
差不大。综合贫液和富液中酸解的酸 CO2 含量，烯
胺的添加降低了 TEA 的解吸效果，残余酸气负荷
升高，胺液不利于解吸。
综上，在吸收剂 TEA 中添加烯胺 DETA 和
TETA 后，可大大提高胺液的吸收速率，在较短的
时间内吸收更多的 CO2 酸气，吸收效率显著升高，
但会影响胺液的解吸效果，解吸性能略有降低。与
此 同 时 ， TEA+DETA 的 吸 收 性 能 优 于
TEA+TETA，而两种混合胺液的解吸性能相差不
大，因此，TEA+DETA 综合性能较优，此胺液将
用于进一步配比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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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A+DETA 配比优选
原料气采用贴近工程实际配制气，含有 6.44%
CO2 和 93.56% CH4，吸收剂体积均为 100mL，配比
分别为 2mol/L TEA+1mol/L DETA、浴温 2.4mol/L
TEA+0.6mol/L DETA 以及 2.8mol/L TEA+0.2mol/L
DETA。吸收实验设定吸收压力 5MPa，吸收温度
50℃，搅拌速率 220r/min；解吸实验设定温度 115
℃。通过实验分析不同配比下胺液的吸收解吸性
能，同时考察在模拟实际运行的循环实验中 3 种配
比的表现效果。
4.1 不同配比下吸收性能
TEA+DETA 不同配比下吸收负荷随时间的变
化曲线如图 7 所示，吸收速率随酸气负荷的变化曲
线如图 8 所示。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不同配比 TEA+DETA 在
吸收时，单位时间内吸收的 CO2 含量不同，即吸收
效率不同，由大到小依次为 2.0/1.0、2.4/0.6 和
2.8/0.2。3 种配比均在一定时刻达到平衡状态，
TEA+DETA 配比为 2.0/1.0 的胺液吸收负荷变化最
快，18min 左右即完成反应。不同配比下胺液最终
吸收负荷基本相同，配比 2.8/0.2 略高于 2.0/1.0 和

图7

图8

不同配比胺液吸收负荷随时间变化曲线

不同配比胺液吸收速率随酸气负荷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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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6，说明改变配比对胺液的 CO2 负载能力影响
较小。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不同配比 TEA+DETA 随
吸收反应的进行，酸气负荷逐渐增大，吸收速率逐
步减小至 0。其中，配比 2.0/1.0 的吸收速率最高，
2.4/0.6 次之，2.8/0.2 最低，说明 DETA 的加入量明
显影响胺液的吸收速率，添加比例越大，吸收速率
越高。
4.2 不同配比下解吸性能
图 9～图 10 分别为不同配比的 TEA+DETA 混
合胺液解吸率随时间和温度的变化曲线；表 4 为 3
表4

不同配比 TEA+DETA 酸解实验表
富液酸

富液酸

贫液酸

残余酸

解体积

气负荷

解体积

气负荷

/mL·mL−1

/mol·L−1

解吸率
胺液配比

/mL·mL−1 /mol·L−1
2mol/L TEA +

/%

99.1

1.48

51

0.76

48.54

97

1.44

48.4

0.72

50.1

95.5

1.42

6.1

0.09

93.61

1mol/L DETA
2.4mol/L TEA +
0.6mol/LDETA
2.8mol/L TEA +
0.2mol/LDETA

图9

不同配比胺液解吸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0 不同配比胺液解吸率随温度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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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比混合胺液富液与贫液酸解出的酸气负荷及对
应的解吸率。
从表 4 中可以直观的看出，随着 DETA 添加比
例的增加，残余酸气负荷逐渐上升，且 DETA 为
0.2mol/L 时，残余酸气负荷远低于其他两组配比。
3 种配比的解吸率从大到小依次为 2.8/0.2、2.4/0.6
和 2.0/1.0，说明 DETA 添加较多会影响混合胺液的
解吸效果。
根据图 9 可知，各配比下解吸率随实验的进行
逐 渐 上 升 ， 趋 势 相 同 ， 但 TEA+DETA 配 比 为
2.8/0.2 的混合胺液变化较快，且解吸率明显高于其
他两种配比。配比 2.4/0.6 的混合胺液解吸完成时
间最短，2.0/1.0 用时最长。由图 10 可知，3 种配比
下胺液解吸率在 90℃时大幅度增长，达到同一解
吸温度时 TEA+DETA 配比 2.8/0.2 的解吸率明显高
于其他配比，DETA 浓度为 0.6mol/L 和 1mol/L 的混
合溶液解吸率变化较接近。
综合本节分析，在 TEA 中加入 DETA 有助于
提高吸收性能，添加比例越大，吸收效果越好，但
会影响混合胺液的解吸性能。分析得出
TEA+DETA 配比为 2.4/0.6 的混合胺液吸收解吸表
现均较佳，而 2.0/1.0 的吸收性能明显优于其他配
比，考虑到工程实际较看重吸收效果，选取混合胺
液 2mol/L TEA+1mol/L DETA 和 2.4mol/L
TEA+0.6mol/L DETA 进行贴近实际的循环实验。

5 模拟实际的循环实验验证
在实际天然气预处理工艺中，胺液在酸气脱除
系统中进行吸收解吸循环利用，因此，在胺液性能
评价时，需要考虑胺液的稳定性。本节基于优选出
的混合胺液 2mol/L TEA+1mol/L DETA 和 2.4mol/L
TEA+0.6mol/L DETA，分别进行 3 次吸收-解吸循
环实验，考察两种胺液配方的循环利用效果。
5.1 吸收效果影响
经过吸收-解吸循环实验后，根据吸收实验所
得数据分析胺液的吸收效果。两种胺液配方的吸收
速率随酸气负荷变化曲线如图 11 所示，吸收负荷
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 12 所示。
由图 11 可知，两种配方胺液在循环往复实验
中吸收速率变化稍有差异，胺液配比 2.0/1.0 的吸
收速率在 3 次实验中均高于 2.4/0.6 的混合胺液，并
且 在 相 同 的 酸 气 负 荷 下 ， 混 合 胺 液 2mol/L
TEA+1mol/L DETA 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吸收速率
逐 步 降 低 ， 而 混 合 胺 液 2.4mol/L TEA+0.6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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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 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吸收速率呈上升趋势。
由图 12 可知，在 3 次循环中，两种胺液吸收负
荷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一致，均为在初始时刻增长较
快，达到稳定后最终吸收负荷趋于一致。随着循环
次数的增加，最终吸收负荷略有上升，说明混合胺
液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吸收能力有一定程度的
上升。
5.2 解吸效果影响
经过吸收-解吸循环实验后，根据解吸与酸解
实验所得数据分析胺液在循环过程中的解吸性能。
图 13 为两种胺液配比在 3 次循环过程中解吸率随时
间的变化曲线，图 14 是两种胺液配比在 3 次循环过
程中解吸率随温度的变化曲线。
由图 13 可知，在解吸初期，两种胺液配比三
次循环下解吸率随时间变化一致，随着时间的增
长，解吸进入发展期时，三次循环下的解吸率呈现
不同趋势变化。在解吸发展期阶段，两种胺液配比
解吸率均是分别随着各自循环次数的增加显著上
升，由第一次的不足 60%上升至 80%以上。两种胺
液配比表现趋势一致，TEA+DETA 配比 2.0/1.0 解
吸性能优于配比 2.4/0.6。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循环
使用次数对混合胺液 TEA+DETA 的解吸率影响较
大，解吸后的贫液经过重复吸收后，再次解吸时的
效果显著变好。从图 14 中可以看出，两种胺液配
比在三次循环过程中，解吸率随着温度的变化曲线
十分接近，均在 100℃进入快速解吸阶段，说明循
环使用时解吸温度对胺液的解吸率影响较小。
综上，可以得出循环使用时胺液 TEA+DETA
的吸收解吸性能均有所改善，解吸效果改善明显，
能够解决前述添加 DETA 降低 TEA 溶液解吸性能
的问题。TEA+DETA 配比 2.0/1.0 和 2.4/0.6 在循环
实验中结果均较好，但 2mol/L TEA+1mol/L DETA
表现更优，适合在工业生产中应用。

6 结 论
通过对主体吸收剂 TEA 溶液中添加烯胺 DETA
和 TETA，进行不同种类、不同配比胺液吸收解吸
性能实验，最后加以循环实验进行验证，得到如下
结论。
（1）TEA 溶液中添加 DETA 和 TETA 后，吸
收性能显著增加，但同时会降低胺液解吸性能；且
TEA+DETA 综合性能优于 TEA+TETA。
（2）在 TEA+DETA 不同配比实验研究中得
出，吸收性能：2.0/1.0>2.4/0.6>2.8/0.2。解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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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2.8/0.2>2.4/0.6>2.0/1.0。考虑工程相对看中胺
液的吸收性能，优选出 2mol/L TEA+1mol/L DETA
和 2.4mol/L TEA+0.6mol/L DETA。
（3）循环次数影响胺液 TEA+DETA 的吸收和
解吸性能。吸收方面，TEA+DETA 配比为 2.4/0.6
时，循环次数增加吸收速率加快，相反配比为
2.0/1.0 时吸收速率随着循环次数增加降低，但循环
次数对两种胺液配比的吸收负荷影响较小；解吸方
面，两种胺液配比在经过一次吸收-解吸-吸收后，
解吸率大幅上升，从 60%左右升至 80%，但解吸率
随解吸温度的变化曲线几乎一致。
（ 4 ） 通 过 大 量 实 验 研 究 ， 得 到 2mol/L
TEA+1mol/L DETA 综合表现较优，可适用于实际
天然气预处理工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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