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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１）

上古结绳纪事之世，有圣王伏羲氏者，始画八卦，筮问凶吉，易演阴阳，由是
数术生矣。先贤因之，理穷造化，数演天机，后世鬼谷、麻衣之辈皆承其末道而
以数术之技名世。

爰及十五世纪，泰西诸国，代有大贤辈出，穷推数理，格物致知。数术之技
一变而为数理之道，推衍而生物理、化学。会民智渐开，颇有因化学之道，炼矿
设厂，以丰仕民之用，泰西诸国竟缘之而富国强兵，雄霸寰宇四海也。

彼时中土会满清羸弱，颇有开明洋务志士，师夷长技，意图报效。维清光绪
元年（１８７５年），徐寿、傅雅兰等建格致书院于沪上；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
乃有国人创办之首部自然科学期刊《亚泉杂志》于京师，化学之道遂大传于中
土。会此时也，红夷戴维斯者，首倡化学工程之义理，遂归纳单元操作之规律，
著书立说，刊行于世。化学工程之学科于是诞生矣。

白驹过隙，尔来百有余年矣。其间科技昌明，教化大兴。然得汗青留名者，
唯电子计算机之发明欤？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十七世纪以降，泰西高等数学大成，贤
达竞相以数值计算方法研究为己任，牛顿拉普森法、高斯迭代法、欧拉法灿若
晨星，后人诚宜铭记彼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绩。然空有卓越之思路算法，了无
迅速解算之器具，虽手运筹算若飞，皓首而难竟全功，诚可悲夫。电子计算机
者，殆是此利器乎？

自是以来，化工模拟计算始日新月异，蓬勃而兴。初，人自为战，家异其法。
虽其难唯一，算法程序则纷繁浩杂，不可穷举。至若石油巨头、化工巨擘，更以
专利目之，藏之秘府阁，不示外人。不意十余年间，软件编程语言发展日日恒
新，遂使往日之专利程序，翻为明日黄花，竟至维护虚费府帑，公私不胜其烦。
而后商业化之稳态仿真软件乘势崛起，而今已执化工模拟之牛耳矣。

考Ａｓｐｅｎ软件之缘起，实维七十年代后期，美国能源署与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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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Ｔ）合作开发之“过程工程的先进系统”（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ＳＰＥＮ），至１９８１年底事成，遂以ＡｓｐｅｎＴｅｃｈ之产品发行于世。
至今日其功用则穷推造化，演示玄机，天人之际，微妙莫名，渐有王者之气，天之
命其在诸？

今以余观之，夫化工模拟计算，若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体，必有四
维。四维者何？曰肇因乎化工热力学之平衡，得益于单元操作之实际，归纳以
数学模拟之方程，解算以数值计算之策略。天道渺渺，不可言喻，模拟之道，上
应造化之理，下具知著之行。此四维缺一而不得与论化工模拟计算之堂奥矣！

然则模拟之理易知而其实践维艰，何哉？当非利器之不备，学识之不足也，
凡有志化工模拟之学子，必也闻见于师长前辈，心慕手摹。所缺者唯切磋琢磨
之良师益友尔。化工之模拟，本发端于生产实践，虽以数学模型归纳，数值算法
解析，倘敝帚自珍，无化工生产之真实数据作比，全失其模拟之初衷。或熟稔化
工生产之工程师，胼手胝足之余，更有心以模拟指导生产者，鲜矣。若追慕模拟
计算之徒，方醉心其道之余，更有心以模拟数据与生产数据相发明者，百无一人
矣。是故，良师难寻，咨疑无门，所谓识见障也。

威廉·鲁平教授之新作《用Ａｓｐｅｎ软件模拟精馏的设计和控制》，文辞质
简，义理深远，以化工操作之实际例题，论化工模拟之思路分析，考据翔实，立论
严谨，约文申义，敷畅厥旨。破此识障，独辟蹊径，真学者之典范，后进之福
音也。

今余以闲暇，敢竭愚诚，译为中文，务求畅彼我之意趣，通华夷之心怀。而
今小成，由浅及深，由静及动，庶几有助于国内之好学者。

序者，所以为译者之浅意，引之冠于卷首。若有好学博雅之君子，唯祈斥余
乖谬之余，不吝斧正，咸襄盛举，共传此道。斯固余之私愿，亦后学之洪福也。

公子小白
己丑年孟冬之月于九合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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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２）

这本译著得以出版经历了太长的时间，也经历了生离死别。原著第一版的
中译稿电子版在网上流传了很久，大家都通过这本书认识了译者公子小白，却
一直不知道他的真名，现在可以公之于众了，公子小白的本名是仲庆，就职于中
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石化工程设计院，只是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他却永别了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是存在着很多的意外或者说是偶然，所有经历过的事、
擦肩而过的人，似乎都是命中注定。小白的突然离开，让我们每一个爱他的人
无不震惊和悲痛，以至于直到此时此刻，我们都不能相信，不能相信他已经离我
们而去，阴阳永隔，唯有祝福他，天堂之路一路走好。

笔者于２００８年和师父李小龙（华东理工大学设计院总工程师）去南京出差
时和仲庆见过一次，那时候他才翻译了第一版的１～６章，然后２０１１年时小白
把后面翻译的几章全部发给笔者，笔者全部整理好后发布在马后炮化工论坛。
有次问小白，既然这本书这么经典，我们一起把它的中文版出版吧，小白说“你
愿意折腾就试试吧，我把翻译的版权全部授权给你，我的想法也只是为国内的
化工行业做一点小小的贡献而已”，于是笔者发邮件联系威廉·鲁平教授，然后
辗转联系到Ｗｉｌｅｙ国内版权公司，并且在这本书出来第二版的时候，重新组织
了论坛的朋友，开始对新增的章节进行翻译，同时对修订的章节进行重新翻译
和校核。

本书第二版的内容相比较第一版新增了７个章节，包括石油分馏的控制，
隔壁塔（热偶精馏），动态安全分析，二氧化碳的补集等，同时对原有的部分内容
进行了修订。本书的计算案例采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Ｖ７．３版本，对于书内的计算案
例，我们也将在马后炮化工论坛的Ａｓｐｅｎ版块进行更深入的交流和学习。

感谢所有无偿参与本书翻译的马后炮化工论坛的兄弟，感谢出版之前就众
筹付费支持我们的朋友，感谢所有关注我们论坛发展的朋友。因为有你们的支
持，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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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译者水平，若有不妥之处，望读者指正。
本书各章参与翻译的人员名单如下，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第１章至第６章　翻译：仲庆（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石化工程设计院）；

补充校核：王广全（浙江工业大学），汤磊（南京工业大学）。
第７章至第１１章　翻译：王佳兵（中建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石化工程设计

院）；补充校核：马永刚（深圳巨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第１２章　翻译：戚玉（北京化工大学）；校核：王广全。
第１３章　翻译：王士宁（北京化工大学）；校核：马永刚。
第１４章　翻译：周印羲；校核：杨声（大连理工大学）。
第１５章　翻译：黄佳玮（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校核：王广全。
第１６章　翻译：王广海（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校核：刘剑（液化空

气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第１７章　翻译：马永刚；校核：王广全。
第１８章　翻译：杨声；校核：吴成双。
最后再次特别感谢王广全教授、马永刚、汤磊对整个翻译文稿的通读校阅，

尤其是在后期的校审中，汤磊对全书的插图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非常感谢
你们的大力支持。
关于马后炮化工网

马后炮化工论坛（ｂｂｓ．ｍａｈｏｕｐａｏ．ｎｅｔ）是一家专注于化工行业技术交流和
信息共享的互动新媒体，是目前国内在化工设计以及工艺流程模拟计算领域最
专业、最具人气的交流网站之一。自２００９年建立以来，马后炮化工技术论坛便
以其“专业、专注、专心”的服务态度和开放、包容的特色，获得了大量化工同行
的青睐。六年内一跃成为业内名列前茅的技术交流平台。作为化工行业的专
业技术网站，马后炮化工论坛汇聚了一批出色的化工行业人才，包括化工设计
院、工程公司、化工高校以及化工生产企业等专业人士，实时从多方面、多角度
关注化工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趋势。

马后炮工程威客平台（ｗｅｉｋｅ．ｍａｈｏｕｐａｏ．ｎｅｔ）是化工行业首创的工程研发
设计服务交易平台。依托马后炮化工论坛六年以来积累的技术资源，让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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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工程师资源，解决企业自身的人才需求和技术需求。让企
业可以少花钱、少养人却能有效地进行工程研发设计。对于专家工程师，可以
通过工程威客平台实现其自身智慧价值的最大化，使其智慧（知识、技能、经验、
技巧等）快速、有效变现。

马后炮化工网创始人　陈赞柳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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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前言

在如今能源密集型社会，精馏基本原理没有改变，精馏的重要性和地位也
同样没有改变，改变的是精馏有了更广泛的应用范围和更深入的分析方法，以
及稳态设计和动态控制的改善。在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后的七年时间里，许多新
的概念和应用已得到开发并发表于文献中。

随着热耦精馏塔（Ｐｅｔｌｙｕｋ）在工业应用中得到广泛的推广，本书增加了复
杂精馏塔的设计和控制章节。在新章节中使用动态模拟的方法定量探讨了快
速瞬时响应对主工艺造成紊乱和故障的安全问题，并概述了如何采用更多的构
造法进行控制结构的选择，以便给大量的可替代控制结构的分类整理提供帮
助。一个简单精馏塔都存在多达１２０种可替代控制结构，所以需要将其降低至
一个可操作的数目以便于进行稳态和动态性能的比较。

随着工业生产中对二氧化碳捕集塔的关注日趋增多，所以本书新增了研究
低压胺液吸收／解吸系统和高压物理吸附吸收／解吸系统的设计和控制章节，新
版本的Ａｓｐｅｎ软件已经增加了这个功能和特性。化工工厂的发展伴随着电厂
或绿化能源（风能或太阳能）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精馏塔操作弹性的重要性。本
书新增了一个章节讲述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些操作弹性相关的精馏塔控制结构。

笔者希望本书的新版是实用且通俗易懂的。本书所覆盖的内容是非常简
易和实用的，因此，书中所载内容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笔者衷心祝愿您在
精馏设计和控制的事业上好运，您会发现从事精馏设计和控制相关的工作非常
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有趣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Ｌｕｙｂ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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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快速上升的原油价格（截至２００５年）及其导致令人震惊的油价使得
各大科学协会、工程协会最终认识到，现在是时候对有些事情的轻重缓急做一
番客观检验了。能源问题是这个世界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而且能源问题不会
因为近来流行的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而得以解决。能源消耗是二氧化碳的主
要来源，因此它与全球变暖问题直接相关。

我们需要对能源供给和消费系统做彻底的重新评估。现代社会各领域对
能量可怕的低效率的使用必须停止。我们的运输系统在高油耗的ＳＵＶ车和捉
襟见肘的铁路系统上浪费了能量。我们的供水系统耗费能量去生产饮用水，而
后又将其冲了厕所。这又使得废弃物处理系统不堪负荷，消耗更多的能量。我
们在食品供给系统上也耗费着能量：生产化肥、除草剂、杀虫剂、耕作、运输、为
了顾客的方便将食物分包，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能量。旧式的农民市场所提供的
食物更好，而且价格低，消耗的能量也少。

精馏是供能系统中最重要的技术之一。大体上说，我们所有的运输燃料从
原油到加油泵的路上最少也要经过一个精馏塔。巨大的精馏塔被称为
“Ｐｉｐｅｓｔｉｌｌｓ”（管式精馏釜，以下称大型炼油精馏塔），能将原油分割成多种基于
不同沸点的石油馏分。中间馏分直接成为汽油，较重馏分经过催化裂化或热裂
化生产更多的汽油，而轻质馏分则经过化合也成为汽油。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
要应用到精馏。

即使我们转而开始开发“可再生能源”，比如生物质，最有可能的运输燃料
将是甲醇。最有可能的流程是将生物质部分氧化得到合成气（一种氢气、一氧
化碳和二氧化碳的混合物），之后再彼此反应得到甲醇和水。通过精馏将甲醇
和水分离是流程中重要的一步。精馏还用于生产部分氧化时用到的氧气。

因此，精馏才是化工和石油行业的最主要的分离手段，而且在２１世纪也将
保持这一地位。在给现代社会提供食物、热量、遮蔽物、衣服、运输等诸方面，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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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操作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在提供我们所需的能量诸多方面都涉及精馏
操作。世界各地正在使用的精馏塔数目成千上万。

对精馏塔的分析、设计、操作、控制和优化所做的详尽研究几乎已持续了一
个世纪之久。直到计算机问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是手算图表法。大约
自１９５０年起，人们使用了模拟式和数字式计算机模拟解决众多的工程问题。
精馏分析中所包含的汽液相平衡迭代计算以及逐板组分平衡问题都很适合数
字计算。

开始时大多数工程师都自己写程序，解的是描述精馏塔稳态操作的非线性
代数方程组和描述其动态状态的非线性常微分方程组。许多化学公司、石油公
司都自己开发了内部用的工艺模拟程序，其中精馏都是一种重要的单元操作。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商业化的稳态模拟软件逐步崛起，现在已经主宰了这一领域。

商业化的动态模拟软件是此后稍晚才开发出来的。因为动态模拟要等到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能提供计算所需的足够快的机器。目前的情况是，精馏塔稳
态和动态操作的模拟器已经在行业内和大学中获得了广泛的使用。

笔者个人的技术经验与精馏模拟的历史十分地吻合。笔者的实际经验始
于高中化学课上所做的间歇精馏。而后，精馏理论大量出现，笔者在宾州大学
期间做的间歇精馏中试装置，当时老师是ＡｒｔｈｕｒＲｏｓｅ和“Ｂｌａｃｋ”Ｍｉｋｅ
Ｃａｎｎｏｎ。此后笔者作为技术服务工程师在Ｅｘｘｏｎ的炼油厂工作了５年，积累
了对大型炼油精馏塔、减压塔、轻组分装置和烷基化装置的工业经验，所有这些
装置都大量使用了精馏操作。

在此期间，笔者所知道的唯一的计算机应用就是炼油厂规划和调度安排中
使用计算机解线性规划问题。直到１９６０年笔者回到大学重拾研究生学业才开
始使用模拟计算机和数字式计算机。ＢｏｂＰｉｇｆｏｒｄ教我们如何使用ＢｅｎｄｉｘＧ１２
数字式计算机编程，当时使用的是纸带，计算机的内存很小，程序的长度和内存
需求都受到严格的限制。ＤａｖｅＬａｍｂ教我们使用模拟计算机模拟，Ｊａｃｋ
Ｇｅｒｓｔｅｒ教我们精馏操作。

此后笔者在杜邦公司的工程部工作了４年，处理的是工艺控制问题，其中
很多都涉及精馏塔。模拟式和数字式模拟都应用得很多。笔者从一群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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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他们是ＰａｇｅＢｕｃｋｌｅｙ，ＪｏｅＣｏｕｇｈｌｉｎ，Ｊ．Ｂ．
Ｊｏｎｅｓ，ＮｅａｌＯ’Ｂｒｉｅｎ，还有ＴｏｍＫｅａｎｅ，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具名了。

最后，笔者在里海（Ｌｅｈｉｇｈ）大学做了３５年的教研工作，其间很多本科生和
研究生都在使用精馏塔模拟程序，有单塔的，也有全厂模拟，用以学习多种形式
的精馏塔上基本的精馏原理并开发有效的控制结构。在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设
计课上，自己研发的软件和商业模拟软件都得到了应用。

本书试图从关于精馏设计和控制的大量经验提取一些要点，以使大学生和
年轻的工程师们遇到精馏塔有关的问题时有所参考。本书所涵盖的不仅仅是
使用模拟软件的技巧，而是意在使用软件的指导，通过简单实用的手段，研发最
优化的、经济合理的稳态精馏系统设计。所强调的问题是究竟使用单端点还是
双组分控制，如何确定温度控制塔盘的位置，以及过度的自由度应如何确定。

笔者并没有声称所有的内容都是新的。稳态精馏的方法在大多数的设计
教科书中都有所讨论。关于动态精馏的资料则散布在为数众多的论文和书籍
之中。本书只是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探讨彼此间的联系，以便查阅。本书的
另一个特色则是在同一本书中结合了精馏塔的设计和控制内容。

做工艺设计有三步。第一步是概念设计，用简单粗略的办法计算得出初步
的流程。这一步骤中关于精馏系统的计算已经在另一本书中有了详尽的讨论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ｏｆＤｉｓｔ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１，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之后就是
初步设计，在此要使用严格的模拟方法评估所提流程的稳态性能和动态性能。
最终的步骤就是详细设计，在此步骤中要给出设备硬件的详细规格，比如塔盘
的种类、筛板塔盘的开孔数、进料管和回流管定径、泵的规格、换热器面积以及
阀门的规格。本书讨论的是第二步，即初步设计的内容。

精馏模拟的题目包含的内容广泛，要想涵盖完全则需要很多本书，结果就
是像百科全书似的厚重一本，使得刚入门的工程师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本书
将范围限制在笔者认为是最为基础和最为有用的方面。本书只考虑了连续精
馏的内容。关于间歇精馏的内容繁多，应另做论述。本书只讨论已经获得了多
年成功运行经验的多级精馏塔。从根本上说，基于流量的模型更为严格，但是
需要知道或估计的参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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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只使用了严格精馏模拟。关于概念设计中的稳态精馏系统所用的
近似算法在Ｄｏｈｅｒｔｙ和Ｍａｌｏｎｅ所著的书中已有详细讨论，对相关内容感兴趣
的读者可自行查阅。

笔者希望读者能觉得本书是实用且通俗易懂的。将精馏塔设计和操作中
的某些神秘之处揭示出来正是笔者致力于完成本书的乐趣所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Ｌ．Ｌｕｙｂ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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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蒸气压　　　　　　

①　边栏数字为原版图书页码，与索引中的页码对应。

第１章　汽 液相平衡（犞犔犈）基础

精馏在化学工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精馏和化学反应器是将化学工程和其
他工程学科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其他诸如传热和流体力学等操作在很多工程学
科中是共通的。而精馏则是化学工程师的业务内容中独一无二的特色。

精馏的依据在于相平衡，特别是汽液相平衡（ＶＬＥ）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汽液
液相平衡（ＶＬＬＥ）。只有在汽液相平衡的组分不同时，才能通过精馏操作影响各种
化学组分的分离。对于ＶＬＥ的合理理解，对精馏塔的分析、设计和控制非常重要。
ＶＬＥ的基本概念将在本章加以简略地回顾。

１１　蒸气压
蒸气压是纯化学组分的一种物理属性。即在某特定温度下，当汽液两相共存

时，该纯化学组分所具有的压力。对大部分重要行业中有应用的化学组分，其蒸气
压试验数据通常由化学家们给出，均可查到。

蒸气压只与温度有关，而与组成无关，因为蒸气压是纯组分的属性。这种相关
性很强，当温度增大时，蒸气压呈指数式增长。图１．１所示为两条典型的蒸气压曲

图１１　苯和甲苯的蒸气压

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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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苯和甲苯的蒸气压温度曲线。由两种组分蒸气压的自然对数绝对温度的倒
数作图所得。随着温度上升，我们向图的左侧移动，即蒸气压增高。在这幅图中，
组分的蒸气压狆Ｓ的单位是毫米汞柱（ｍｍＨｇ），温度犜的单位为Ｋ。

从纵向的等温线看去，在给定温度下，苯的蒸气压比甲苯的高，因此，按挥发度
（而不是密度）来看，苯是“较轻”的组分。从横向的恒压线看去，苯的沸点比甲苯
低，因此苯是“沸点较低”的组分。注意苯与甲苯的蒸气压曲线彼此大致平行，这表
明蒸气压的变化速率并不随温度（或压力）而变化。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讨论
到，这就意味着苯／甲苯体系的分离难易度（即为达到指定分离效果所需的能量）并
不会随塔的操作压力的变化而明显改变。而其他的化学组分体系对温度的相关性
则可能会大有不同。

假如我们有一只容器装有这两种组分的汽液两相混合物，则苯在汽相中的含
量比在液相中的要高。对于较重组分即沸点较高的甲苯而言，与之相反。因此苯
和甲苯可在精馏塔中分离得到塔顶很纯的苯馏分和塔底很纯的甲苯馏分。

各种组分的蒸气压实验数据可以用两参数、三参数或更多参数的方程表示。
例如，两参数方程为

ｌｎ狆Ｓ犼＝犆犼＋犇犼／犜
犆犼和犇犼是各化学组分的常数，其数值根据蒸气压的单位（ｍｍＨｇ，ｋＰａ，ｐｓｉａ①，
ａｔｍ②等）和温度的单位（Ｋ或°Ｒ）而变化。

１２　二元体系犞犔犈相图
有两种类型汽液平衡图可以表示二元体系的数据而得以广为使用。其一是

“犜狓狔”图，狓表示液相的组成，一般以摩尔分数表示；狔表示汽相组成。其二则是
“狓狔”曲线图。

这些图线都是在恒压下获得的。因为对大多数精馏塔而言，塔中的压力都是相
对恒定的（例外的是减压精馏塔，其塔顶与塔底的绝对压力相差悬殊），使用犜狓狔图和
狓狔图在分析二元精馏系统时很方便。

图１．２为苯／甲苯体系在１ａｔｍ下的犜狓狔图。横坐标为苯的摩尔分数，纵坐标
为温度。下曲线为“饱和液体（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Ｌｉｑｕｉｄ）”线，给出的是苯在液相中的摩尔
分数狓，上曲线为“饱和蒸气（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Ｖａｐｏｒ）”线，给出的是苯在汽相中的摩尔分
数狔。在某一温度画一横线，读出该温度线与两曲线的交点，读数则为两相的组
成。例如，３７０Ｋ时狓值为０．３７５（摩尔分数），狔值为０．５８６（摩尔分数）。正如所预
期的，汽相中的轻组分含量较高。

①
②
１ｐｓｉａ＝６．８９６ｋＰａ。
１ａｔｍ＝１．０１３×１０５Ｐａ。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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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二元体系犞犔犈相图　　　　　　

　图１２　苯／甲苯的犜狓狔图（１犪狋犿）

图的最左侧点我们得到纯甲苯（苯的摩尔分数为０），由此即可读出１ａｔｍ下甲苯的
沸点为３８４．７Ｋ。而最右侧的点我们得到纯苯（摩尔分数为１００％的苯），由此即可读出
１ａｔｍ下苯的沸点为３５３．０Ｋ。而在两条曲线之间的区域，则为汽液两相；饱和蒸气线以
上的区域，只有“过热”汽相；而在饱和液相线以下的区域，则只有“过冷”液相。

这种图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中很容易生成，点击菜单工具栏的Ｔｏｏｌｓ，选择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再选Ｂｉｎａｒｙ。打开如图１．３所示的窗口，确定图的种类和压
力，然后点击Ｇｏ按钮。图１．２所示的犜狓狔图的压力为１ａｔｍ。如图１．４所示，其
他压力下的相图也可以生成。压力越高，温度越高。

图１３　设定犜狓狔图的参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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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两种压力下苯／甲苯的犜狓狔图

另一种相图，即狓狔图，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里使用Ｂ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窗口底
部的ＰｌｏｔＷｉｚａｒｄ按钮来生成，Ｂｉｎ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窗口在使用上述的Ｇｏ按钮
来生成犜狓狔相图时会自动打开。如图１．５所示，该窗口也会显示含有详细信息的
表格。点击ＰｌｏｔＷｉｚａｒｄ按钮之后，会弹出如图１．６所示的窗口，选择“ＹＸ”曲线图
种类。选择Ｎｅｘｔ和Ｆｉｎｉｓｈ按钮，生成如图１．７所示的狓狔相图。图１．８是丙烯／
丙烷体系的狓狔相图，这一系统的组分沸点接近，因此分离非常困难。

图１５　使用犘犾狅狋犠犻狕犪狉犱功能生成狓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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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１３　物性方法　　　　　　

图１６　使用犘犾狅狋犠犻狕犪狉犱功能生成狓狔图
　

图１７　苯／甲苯体系的狓狔图

图１８　丙烯／丙烷体系的狓狔图

这些相图都为二元体系的ＶＬＥ提供了有用的认知，可以用于精馏塔的定量分
析，这在第２章会讲到。三元体系也可以绘出相图，将在第１．６节讲述。

１３　物性方法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在图１．３中指定的计算苯／甲苯体系ＶＬＥ的

物性方法是“ＣｈａｏＳｅａｄｅｒ”，这种物性方法适用于大多数烃类系统。
对于精馏计算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一种合适的物性方法以精确地描述所

选化学组分的相平衡。在ＡｓｐｅｎＰｌｕｓ的库中有很多备选物性方法。最为常用的
物性方法有ＣｈａｏＳｅａｄｅｒ，ｖａｎＬａａｒ，Ｗｉｌｓｏｎ，Ｕｎｉｆａｃ和ＮＲＴＬ。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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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６　　　　
　　　　　　第１章　汽液相平衡（犞犔犈）基础

在大多数设计条件下，总有某种数据可用于选择最为合适的物性方法。很多
情况下，都可以在文献中找到ＶＬＥ数据。多卷的ＤＥＣＨＥＭＡ［１］数据手册可以提
供大量的数据。

假如有来自实验室、中试装置或装置塔的操作数据，就可以用来确定何种物性
方法适用于该塔的数据。实际精馏塔的数据在使用时存在的问题是板效率不明，
而ＶＬＥ参数则不能与板效率脱离联系。

１４　相对挥发度
有一种方法可以体现ＶＬＥ数据，这种方法是引入“相对挥发度”的概念，即两

种组分的狔／狓的比值（汽相摩尔分数／液相摩尔分数）。例如，组分Ｌ相对于组分
Ｈ的相对挥发度可以由下式定义：

αＬＨ＝狔Ｌ
／狓Ｌ

狔Ｈ／狓Ｈ
相对挥发度越大，分离就越容易。

相对挥发度的概念适用于二元体系，也适用于多组分体系。在二元体系中，轻
重组分的相对挥发度α可以用于得出液相成分（狓是液相中的轻组分摩尔分数）和
汽相成分（狔是汽相中的轻组分摩尔分数）之间的关系：

　图１９　相对挥发度为１３，２，５的狓狔曲线

狔＝ α狓
１＋（α－１）狓

图１．９所示为不同α值下的狓狔曲线，其中的假设是在全部组成范围内，α值
为常数。

在多元体系中，也可以推导出类似的关系。假设某个有犖犆种组分的体系，组
分１是最轻的，组分２是次轻的，如此直至最终的组分，标记为Ｈ。将组分犼相对
组分Ｈ的相对挥发度定义为
α犼，则

α犼＝狔犼
／狓犼

狔Ｈ／狓Ｈ
求解关于狔犼的方程，并将所有
狔值累加求和，结果必然归
一，即
狔犼＝α犼狓犼（狔Ｈ／狓Ｈ）

∑
犖犆

犼＝１
狔犼＝１＝∑

犖犆

犼＝１
α犼狓犼（狔Ｈ／狓Ｈ）

１＝狔Ｈ／狓Ｈ∑
犖犆

犼＝１
α犼狓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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