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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化工模拟软件在《化工传递
过程原理》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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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南京２１ １ １８９）

摘要本文从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在动量传递，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ｎｇ软件在热量传递和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在质量传递３

个方面介绍了通用化工软件在《化工传递过程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形象地揭示了化工过程传递现象的原理，以便研

究生在学习《化工传递过程原理》课程中，深入理解化工传递过程基本原理。
关键词

化工模拟软件《化工传递过程原理》

教学

《化工传递过程原理》是一门涉及动量、热量和
质量传递速率的化工专业研究生主干课程，它旨在以

与装置，在精细化工、医药、农药、造纸和环保等行业

各种化工单元操作为研究对象，以数学模型为研究手
段，揭示化工过程传递现象的原理，培养具有较高科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模拟流化床反应器内部流体和

学研究能力和较强工程实践能力的高水平研究生。
由于描述化工传递过程所使用的数学模型大多
为复杂的代数方程和（或）偏微分方程，如描述流体
流动的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描述平板壁面对流传热
的边界层能量方程以及描述对流传质的溶质渗透模

也有一定的应用。

催化剂之间的动量传递情况，可以优化流化床操作条
件，达到减小催化剂磨损、延长催化剂使用寿命的目
Ｒａｔｉｎｇ软件准确计算
各种换热器内部的各种传热情况，并对换热器的机械
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可以大幅提高换热器设计的准确
的；利用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型，这些方程的解析解很难获得或者根本无法获得，

程度和工作效率利用，利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模拟规整
填料塔内部的传质情况，不但可以对现有精馏塔进行

只有通过数值计算的方法才能够得到方程的解，以使

校核与优化，可以准确地设计大规模的精馏塔，省去

学生了解并掌握化工传递过程原理，这通常需要学生

小试、中试等步骤，实现一步到位的工业装置设计。
本文的目的在于引导化工专业研究生通过掌握

具备很强的数值分析和计算机编程能力，无疑增加了
本课程学习的难度。
通用化工模拟软件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炼油、石油

化工和其他传统化工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工程实践，如
石油常减压、加氢、催化裂化、气体分馏、芳烃分离、乙
烯、环氧乙烷、天然气、油气田分离以及合成氨等过程

通用化工模拟软件的使用，辅助学习《化工传递过程

原理》课程，深入理解化工传递过程基本原理。

Ⅱ壁窒生塾迟垡壅的建童
为了使研究生深人了解通用化工模拟软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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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传递过程原理》教学中的应用，并能够在未来

了掌握基本的动量传递原理，如连续性方程、运动方

的科研和工作中熟练使用这些软件，研究生首先应该

程、边界层流动和湍流知识，还需要熟悉ＣＦＤ网格前

建立起如下化工模拟软件的知识体系。，

处理技术、Ｆｌｕｅｎｔ中控制方程选择与定义、边界条件

１．１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在动量传递中的应用

设定以及方程离散化的方法。最后．为了形象表达计

Ｆｌｕｉ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算的流场分布结果，还需要掌握ＣＦＤ后处理技术，如

ＣＦＤ）是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值模拟，分析流体流动现

显示等值线云图、矢量图、柱形图、扫描面和创建动画

象的技术，在流体力学领域内，是独立于理论流体力

等。

学和实验流体力学之外的交叉的流体力学分支。根

１．２

据流体力学知识，自然界所有的流动现象都可以用两

的应用

计算流体力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个方程描述：连续性方程（质量守恒方程）和Ｎａｖｉｅｒ—

Ｒａｔｉｎｇ软件在热量传递中

Ｒａｔｉｎｇ（ＥＤＲ）软件是Ａｓｐｅｎ

Ｓｔｏｃｋｓ方程（动量守恒方程）．而除了极其简单的特殊

Ｔｅｃｈ公司开发的一套热量传递与换热器设计软件，

问题外，联立这两个方程求得解析解一直是数学界长

是当前世界上应用范围最广的传热计算软件，不但涵

期以来难以攻克的世界难题。商用计算流体力学软

盖了学术界大多的传热计算理论与方法，还集成了全

件Ｆｌｕｅｎｔ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因此ＣＦＤ的本质

球数１０家传热公司的工程设计与校核实践经验，通

就是解方程，即钭‘对具体的流动现象选用合适的模

过该软件不但可以准确地对传热过程进行计算，还可

型，然后求解方程并得到相应的速度场，最后对求得

以完成换热器选型、设计以及校核工作，大大提供的

的速度场加以验证、分析和讨论。

工程师和学者的效率和准确程度。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化工过程进行流体力学计算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Ｒａｔｉｎｇ软件是原来Ｂ—ＪＡＣ

模拟，已经在化工过程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

软件的升级版。与其他传热计算软件相比，升级后的

如，静态｝昆和器由于不涉及动态密封问题，正在逐渐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成为一种新的化工单元操作而逐渐应用于工程实践

与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的接口，使其可以直接调用后者的

中。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处理静态混合器复杂的几何结构

热量平衡和物料平衡结果，从而使传热软件自身更专

并进行两种物流的计算流体力学模拟，即可得到其混

注于热量传递以及相应的机械性能计算。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和结果，从而对静态混和器的结构进行改进。再如，
尽管能耗较高，但精馏仍旧是化工领域获得高纯产品

Ｄｅｓｉｇｎ＆Ｒａｔｉｎｇ软件界面友好，可用以进行空冷器、
管壳换热器和板式换热器的设计、校核和模拟，其使

的重要方法。当今的精馏领域，随着规整填料的出

用过程简单归结为以下几个步骤：准备物性数据、输

现，填料产品已经标准化，这不但使填料塔放大问题

入工艺条件、换热模型定义、换热器机械结构设计、换

得以解决，更解决了复杂的填料设计、安装问题，因此

热器数据校对核算、输出参数和设备图。

Ｄｅｓｉｇｎ＆Ｒａｔｉｎｇ软件的最大特点是开发了

板式塔已经基本处于淘汰趋势。但对于直径几米甚

研究生学习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Ｒａｔｉｎｇ软件在热

至至１０几ｔｉｌ的大型填料精馏塔。液体分布器和再分

量传递中的应用，除了掌握基本的热量传递原理，如

布器的设计却并没有在工业界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将

热传导方程、能量方程、对流传热系数关联式等知识，

直接影响塔的运行结果。选择合适的模型，用Ｆｌｕｅｎｔ

还需要了解各种换热器类别以及相应的结构、换热器

软件可以准确模拟液体分布器或再分布器内部的气

机械性能设计与校核以及ＣＡＤ换热器装配图和零件

液流动情况，进而为液体分布器的设计和改进提供有

图的绘制等。

力的依据。另外，固定床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是化

１．３

工领域常用的气固反应器，反应器中气体和固体之间

Ｐｌｕｓ软件在质量传递中的应用

Ａｓｐｅｎ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是一个生产装置设计、稳态模拟和优

的流动情况不但影响反应的进程还影响催化剂的使

化的大型通用流程模拟系统，源于美国能源部２０世

用寿命，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中多相流模型可以模拟气固

纪７０年代后期在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组织的会战，

相之间的传递现象，不但有助于优化工艺条件，还对

开发新型第三代流程模拟软件。该项目称为“过程

设备的设计与改造产生积极影响。

工程的先进系统”（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研究生学习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在动量传递中的应用，除

一Ｓ４一

万方数据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简称ＡＳＰＥＮ），并于１９８１年底完成。，１９８２年

肖国民等通用化工模拟软件在《化工传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６，Ｎｏ．１０

为了将其商品化．成立了’ＡｓｐｅｎＴｅｅｈ公司，井称之为

通常是在装填有负载·魁金属催化剂的同定床反应器

Ｐｌｕｓ。该软件经过２０多年来不断地改进、扩充

中进行。同定床反应器沿着轴向分为：ｊ个区域，位于

和提高，已先后推出了ｆ‘多个版本，成为举世公认的

两端的区域Ｉ和区域ｌＩＩ均装填惰性物质分别作为预

标准大型流程模拟软件．应用案例数以百万计。

热区和冷却区．位于ｒ…１ １＝Ｉ】的区域ＩＩ装填多孑Ｌ负载型

Ａｓｐｅｎ

精馏过程的实质是，在热动力的驱动下，不同物

金属催化剂作为反应区．其反应器示意图见图ｌ。模

质在气液两相间的传质过程。精馏过程的模拟、设计

拟中还假设催化剂为连续的多孔介质，并采用湍流模

与校核是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的一个－｝．分成熟而又重要的应

型计算气一固两棚流体间的传递现象。

用，学者们近２０ ａ来在这方面论述颇丰。Ａｓｐｅｎ

Ｉｎｃｎ

ｐｌｕｓ

ｐ”蛐。

ｃ

耋

誓。一。置

不但具有完备的纯组分数据，如沸点、安托因方程参

。ＭＥ

数、临界参数等，还拥有大量二元交互作用参数．这使

：蔡
－ｅｏ

得该软件无论在采用状态方程还是活度系数模型时

算精馏传质过程的基础。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中的ＲａｄＦｒａｃ模
型是考虑物料平衡、热量平衡、相平衡的严格精馏塔

图１

用，除了掌握基本的质量传递原理．如传质微分方程
和对流传质关联式，还需要了解精馏塔的基本知识，
如理论板数和回流比的关系、塔高和塔径的确定以及

草酸二乙酯偶联反应器示意图

动量传递的模拟条竹ｔ要一＝１控制方程、流动的湍
流模型、反应动力学模型以及边界条件组成。
控制方程包括气相连续方程、气相动量方程、气

收敛。
研究生学习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在质量传递中的应

相状态方程、气同相动量传递速率方程、气固相质量
传递速率方程和气同相热量传递速率方程等。对于
一氧化碳与亚硝酸二乙酯发生偶联反应的固定床模
拟来说，这些模型均不需要做变化。
湍流模型采用经过修正的Ｓｐａｌａｒｔ—Ａｌｌｍａｒａｓ模

塔板效率（或填料等板高度）的关联计算等。

型＝Ｇ．＋上×

型：

日塾堂塞剑

砒。

下面用实例分别针对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
传递的模拟计算进行说明．需要指出的是，每个实例
只是侧重于动量传递、热量传递或者质量传递三者之

一，而不限定仅存在某一种传递．事实上更多地，ｉ种
传递现象同时发生在一个化工过程中。

’

仃伊

㈥（””）毒］岷以（鬻）‘）一Ｌ（１）
反应动力学模型需要结合反应器模型表达出来
才可以添加到动量传递的计算中。
该反应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反应：

２．１动量传递的Ｆｌｕｅｎｔ模拟
动量传递的Ｆｌｕｅｎｔ模拟以固定床反应器内南一

氧化碳制备草酸二乙酯偶联反应的计算流体力学模
拟为例ｕ１。
２．１．１

，一ｉ‘ｍ／…‘Ⅲ７一ｊ～”

２．１．２动量传递模拟条件

模型，其算法通常采用序贯算法．当选用不同的收敛
方法进行计算时，可以保证绝大多数精馏过程良好的

７…“

，ｊ一、∥。

都可以准确的反映出体系的热力学性质，这是准确计

２ＣＯ＋２ＥＩＯＮＯ一（ＣＯＯＥｔ）２＋２ＮＯ
２ＥｒＯＮＯ—Ｃ２Ｈ５＋ＣＨ３ＣＨＯ＋２ＮＯ

ＣＯ＋２ＥｒＯＮＯ—，（Ｃ２０５０）２ＣＯ＋２ＮＯ
反应动力学模型采用二级可逆反应模型、固定床

动量传递模拟简述

反应器采用二维拟均相模型。其中反应速率的表达

草酸二乙酯是一种重要的化工中问体，可以采用

式和参数见表ｌ。

一氧化碳与亚硝酸二乙酯发生偶联反应制得，陔反应
表１

草酸二乙酯反应动力学参数

一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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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动力学模型需要在软件中以自定义函数的形

２．１．３动量传递模拟结果

式导人。

由于该模拟采用的是带有动力学模型的二维反

进口处的流体速度是已知的，作为边界条件输入

应器模型。通过模拟计算可以获得温度，组分浓度沿

软件，其他进口条件由计算确定；出口处的压力是已

着轴向和径向的分布情况。

知的，其他出口条件由计算确定。另外，由于该偶联

图２（ａ）和图２（ｂ）分别展示出温度随着轴向和

反应强放热，还需要引入下列对流传热公式描述其传

径向的分布情况。由图２（ａ）可以看出，沿着反应器
轴向，存在一个热点，且该热点接近出口处，这与固定

热情况：

床反应器的实际情况是吻合的。由图２（ｂ）可以看

ｑ二ｈ。（ｔ—Ｔｃ）

一…一
ｌ

ｂ Ａｉ

ｌ

出．沿着反应器的径向，中心温度最高，反应器壁处温

１ Ａｉ

度最低，这应该是由于反应放热以及催化剂不是热的

ｈ舻仪ｇ。Ａ Ａ。。ａｃＡｏ

该动量传递模拟的其他条件和参数详见文献。

良导体导致。
ｈ

１

４２０；

ｉ
４１０｝
｝

４００；
；
３９０；

姗。。

矿｝Ｉ堇 １６｛寸 矿簖 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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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偶联反应器内温度轴向和径向分布

图３（ａ）和图３（ｂ）分别展示出主要反应物与生

化碳逐渐消耗，草酸－－７，酯逐渐积累。由图３（ｂ）可

产物沿着反应器轴向和径向的分布情况。由图３

以看出，沿着反应器径向，中心处发生的反应最剧烈，

（ａ）可以看出，沿着反应器轴向，反应迅速进行，一氧

这也是导致散热困难的原因之一。

ａ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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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ｂ）偶联反应器内组分轴向和径向分布

固定床的空速是影响固定床反应结果、流体流动

传递必然受放热反应的进行情况影响；转化率和选择

和传热情况的重要因素。图４展示了不同空速对反

性的变化，主要有反应动力学决定，但空速的改变必

应的影响。通过图４可以看出，随着空速的增加，热

然导致给热系数的变化，这也将影响反应的情况。

点位置向出口处移动，但转化率与选择性均有所下

２．１．４动量传递模拟小结

降。因此，空速需要根据传热与反应情况综合考虑而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固定床反应器内一氧化碳与

确定。该模拟中，热点位置的移动是主要是由于流体
流动（即动量传递）和热量传递共同决定的，而热量

硝酸二乙酯偶联反应进行动量模拟，并结合反应动力

一５６一
万方数据

学模型和对流传热模型，从而获得反应器内各种流

肖国民等通用化工模拟软件在《化工传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６，Ｎｏ．１０

了解逐步打通模拟、完善与修改模拟的方法与技巧。

．１２０－

Ｉ

芝

首先，热量衡算是指完成换热目的冷热流体的热

｜絮≮

４ｔ０｝

负荷计算，从而计算出冷流体用量。
其次，所需换热面积的计算。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４００｝一
＆

暑

＆Ｒａｔｉｎｇ软件可以根据冷热流体的性质计算给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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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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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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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然后再结合热量衡算结果计算出所需换热面
积‘３１。

最后，根据化工机械原理，设计并校核换热器结

Ｌ

ｌ ｎ

刀ｍ

图４空速对偶联反应的影响

构，最后得到实际换热器面积和换热器各部分结构。
２．２．３热量传递模拟结果

根据热量衡算结果，将冷流体出口温度设为３８

场，如速度、温度和浓度的分布情况，模拟结果与实验

数据良好吻合．具有工程应用价值。
通过该模拟，学生应该清楚的意识到，固定床反

℃，热负荷为３４９ ｋＷ，计算出冷流体的用量为５３３００．
２７

ｋｇ／ｈ。冷热流体进出口条件见表２。
表２

应器内部的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质量传递均和反应

ＭＤＩ冷却器流体进出口条件

的进行程度相辅相成，若想准确模拟、计算并设计或
优化一个固定床反应器，除了需要一定的实验手段

外，还应掌握诸如Ｆｌｕｅｎｔ、ＣＦＸ等计算流体力学软件
的使用，使实验情况与计算模拟相互反馈、相得益彰。
２．２热量传递模拟

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ＭＤＩ）是聚氨酯工业中
最重要的原料之一。它是由苯胺与甲醛缩合制得多
亚甲基多苯基多胺（多胺），再经光气化及一系列的
后处理和分离过程制备而来的。该产品物性特殊，生
产过程复杂，换热器等关键设备的设计也是工程开发

计算结果表明，不含污垢热阻的总传热系数为
５５８．８

ｗ／（ｍ２·℃），含污垢热阻的总传热系数为

５０８．８

Ｗ／（ｍ２·℃）。由后者初步计算的换热面积为

２５．６７

ｍ２，经过机械校核的换热面积为２６．２３

其它的换热器结构参数见表３。

的难点。
２．２．１

表３

热量传递模拟工艺

３５２

ＭＤＩ冷却器部分结构参数
ＢＥＭ类型换热器

经精馏精制的ＭＤＩ产品需要冷却后方能贮存。
现有流率为１７

ｍ２。

ｋｇ／ｈ、温度为９８．８ ｑＣ的ＭＤＩ成

品，要求冷却到４０ ｏＣ；冷却液为３２ ｃｃ清水，冷却液出
口允许最高温度为３８ ｏＣ；冷热流体侧进口压力均为
４

ａｔｍ（表压，下同）。

２．２．２热量传递模拟条件
对于ＭＤＩ这种并非十分常见的化学物质，很多

此外，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Ｒａｔｉｎｇ软件还可以针

手册以及数据库并没有完善的ＭＤＩ数据库。最好的

对上述设计结果．快速出图，包括该换热器各部分零

解决办法是关联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ａｔｉｎｇ软件，利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强大的物性推算功能，

件以及整体的装配图等，使换热器设计工作事半功
倍。

根据ＭＤＩ的分子结构获得相关物质的物性数据，并

２．２．４热量传递模拟小结

将数据传递到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Ｒａｔｉｎｇ中，使其能

对于我校本科专业为化学工程与工艺的学生来

够使用推算的物性数据旧Ｊ。
管壳换热器模拟的过程应该分三个步骤：热量衡

说，均参加过管壳式换热器的课程设计培训：学生们

算、所需换热面积计算和机械设计校核。研究生应该

数，从而计算出换热面积，最后根据中国国家标准针

根据换热要求计算出热量传递结果，并估算给热系

一Ｓ７一
万方数据

教改论坛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６，Ｎｏ．１０

对计算的换热面积进行管壳式换热器的机械设计和

回流比，有无冷凝、全冷凝或部分冷凝，塔板数．塔内

核算。这种设计方法在过去的几１０ ａ一直被全世界

及塔顶压力等。由于甲醇一水的沸点均不高且无共

的化学工程师所采用，并一度成为主导方案。但如今
的换热器模拟软件计算设计方法较之传统的换热器

空

设计计算方法，具有可靠性强、计算速度快、出图快和
各专业问集成效应强等优势。对于未来可能成为化
学工程师或者化工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生来说，掌握一

≮ｊ压 巨

定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换热器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２．３甲醇一水精馏过程模拟与设计
工业上甲醇与水的分离主要仍然依靠精馏方法，

程模拟与设计为例，说明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在质量传递
计算方面的应用。
２．３．１

奄

Ｉ一】【Ｊｌ

虽然该工艺原理简单，但处理量十分巨大，微小的设
计差别将严重影响运行结果。现以甲醇一水精馏过

６随

｝

图６甲醇一水精馏塔工艺图
沸，所以只需要一个塔，塔板数不用太多，回流比也无

需太大，全冷凝，常压下进行，不需要夹带剂。流程如
图６所示。

质量传递模拟工艺

精馏过程利用多次部分气化和部分冷凝，将挥发
性不同的混合液分离而得到的纯的或接近纯的组分
或切割成指定泡点范围的馏分的过程。甲醇与水不

会产生共沸，其气液ＶＬＥ相图由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绘出，如

２．３．３质量传递模拟结果

在选用ＲａｄＦｒａｃ模块进行精馏，塔板数为１６，第
１１块板进料，回流比为３，常压下可使甲醇和水的纯
度达到９９．９５％。具体结果参照表４。
表４甲醇一水精馏模拟结果

图５所示。经部分气化和部分冷凝，即多次的质量传
递和热量传递，沸点较低的甲醇从塔顶蒸出，塔釜得
到纯净的较高沸点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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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甲醇一水体系气液关系图

２．３．２质量传递模拟条件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中用于分离的模块有闪蒸罐Ｆｌａｓｈ模

块、简捷法精馏设计ＤＳＴＷＵ模块、严格精馏塔ＲａｄＦ．
ｒａｃ模块等。其中ＲａｄＦｒａｃ是一个严格模型用于模拟

改变进料位置会改变精馏段和提馏段的高度，影

所有类型的多级气一液精馏操作这些操作包括～般精

响质量传递。应用灵敏度分析功能可以进行这项计

馏、吸收、再沸吸收、气提、再沸气提、萃取和共沸蒸馏。

算。进料位置对精馏效果的影响：考察进料位置从第

ＲａｄＦｒａｃ适用于两相蒸馏体系、三相分离体系、窄沸程

２块板到第１５块板，对塔顶甲醇含量的影响，如图７

和宽沸程体系以及液相具有非理想性强的体系。

所示，进料位置从顶到釜，分离效果越来越好，当从第

故该精馏可选择采用ＲａｄＦｒａｃ模块。

９块板进料时塔顶甲醇含量几乎不再增加，第１１块

模块中需设定进料流速、温度、压力，蒸出速率，

板达到最大．后又逐渐下降。

万方数据

肖国民等通用化工模拟软件在《化工传递

２．３．４质量传递模拟小结

２０１２．Ｖ０１．２６，Ｎｏ．１０

强、计算速度快和集成性强等众多优势．Ｆｌｕｅｎｔ、Ｅｘ．

利用Ａｓｐｅｎ Ｐ］ｕｓ软件模拟对甲醇一水体系进行

ｃｈａｎｇ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ｎｇ和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等通用化工

分离完成质量传递．可以综合号察各冈素对分离效果

模拟软件在当今的科研领域和工程界均得到了卜分

的影响．并且能得到塔内物料质量分布状况，使之变

广泛的应用，推动了科研的进步并产生『，巨大的经济

得直观，便于教学。该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简单的二

效应。这种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继续发展和完

元精馏．还适用于多元精馏、苇取精馏、共沸精馏和加

善。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大量优秀围外通用化工模拟

盐精馏等特种精馏操作。此外，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还内

软件的引进，也同时导致一系列问题：软件技术为国

置包括板式塔和填料塔的各种塔内件参数，可以根据

外垄断．底层代码不为同人所知；软件参数均采用欧

上述工艺计算结果进行塔结构的详细设计。

美国家标准，中国用户使用不便；部分核心参数ｆ｝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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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公司掌握，购买价格十分昂贵。因此，对于当代的
化工专业研究生来说，了解、学习和掌握这些软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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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研与工程领域，振兴中国的化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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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建化工项目面进入园区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近日’Ｆ发《关于促进化工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的新建化工项目，原则上只在省政府确定的基
地和专业化工园布局；基地、专业化工园和集巾区要与城市建成区、人口密集区、水源保护地等敏感区域，保持足够的安全和卫生
防护距离。
坚持规划引导、促进产业布局调整是《意见》强调的重点。省级发展纲要中明确的新型化工基地和专业化工园，所在市、县
政府须研究制定化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报省政府批准实施。拟列入专项规划的重大项日，要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进行论
证，论证通过后方可列入规划。引导现有化工企业搬迁至园Ｉ基，重点推动不符合城市规划、存在安全和环保隐患的企业实施搬
迁。严格控制非园Ⅸ化工企业扩大产能。开展专项清理整顿行动，坚决关闭不符合安全和环保要求的化工企业，坚决淘汰落后
工艺、装备和产品。
《意见》同时要求，严格审核化工项口建设用地，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规划或布局要求的建设项日，一律小得批准用地。强化
项日审批管理，严格执行规划环评。化工项目环评文件由市级以上环保郧门负责审批。其ｃｐ，以铅为主要原料的建设项目，焦
炭、电石及含重金属的危险废液（渣）等危险废物利用项目的环评文件，ｍ省级环保部门负责审批。严格建设过程监管，确保安
全、环保和节能设施与主俸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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