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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板式超重力床精馏装置及其在精细化工中的应用 
提名者: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提名意见: 

超重力技术是新兴的化工过程强化技术，能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精馏是化

学工业中应用广泛的关键技术，开发更高效率的超重力精馏设备，对化工行业节

能减排、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投资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发明的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转子结构完全不同于国内外其它形式的超

重力床，转子由转动和静止部件构成，解决了因转子整体旋转难以实现连续精馏

所必需的中间进料技术难题；又可在单台设备内方便地同轴串联多层转子，满足

了精馏所需理论板数多的要求；从而突破了其它形式超重力床难以应用连续精馏

的技术瓶颈，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超重力技术在连续精馏中的商业化应用；

相比于板式塔和填料塔，精馏设备效率取得了跨越式提高，极大地缩小了精馏设

备体积和高度，实现了化工过程强化、设备小型化的目标。项目从基础理论到工

业应用进行了系统研究，形成了研发、设计、制造和应用一体化的成套技术，已

在精细化工和医药化工等行业推广 700 多台套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精馏装置，用于

产品提纯、中间体分离和溶剂回收等工业过程，经济和社会效益巨大。 
折流板式超重力床是我国原创的新一代精馏设备，是化工行业关键共性技术

一项重大创新，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项目已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2 项和美国

专利 1 项，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经审查，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填写符合国家科技奖励要求，

候选人、知识产权等经公示无异议，对照国家科技奖励授奖条件。 
提名该项目为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项目简介： 
化学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精馏是应用广泛的关键技术，但存在

设备投资大和能耗高的问题，一般占化工厂投资的 50%-70%，能耗的 40%-50%。

超重力技术可极大地提高精馏效率，可显著降低投资和能耗；其原理是利用超重

力床转子产生的离心力场代替重力场，气液两相传质速率可提高一个数量级。填

料式超重力床已在吸收、反应和纳米材料制备等过程中成功实现了工业应用，相

比传统设备显示出巨大优势和显著效益，但一直未能应用于更具潜力的工业精馏

过程。 
填料式等超重力床未能应用于连续精馏过程的技术难点在于：1、转子整体

旋转，难以在转子上连接连续精馏所必须的进料管，且静止的气体出口管与转子

间必须设置动密封；2、液体在转子内的停留时间极短（小于 1 秒），对液体初

始分布要求极高，由于精馏操作液体流量小，又难以实现均匀的液体初始分布；



3、单个转子的分离能力不能满足精馏的一般要求，多个转子同轴串联又因动密

封的存在而结构非常复杂，难以实施。 
项目团队在长期的塔设备和超重力床研究基础上，打破了转子整体旋转的惯

性思维，提出了由转动和静止部件结合的非填料式转子结构，发明了折流板式超

重力床。 1、转子的静止部件上可方便地设置中间进料管，且无需转子与气体出

口管间的动密封；2、转子内气液接触元件为折流板而不是填料，每一组动、静

折流板均有液体自分布能力，因此无需液体分布器；3、由于无需转子与气体出

口管间的动密封，可方便可靠地实现多层转子同轴串联，成倍提高了单台设备的

分离能力，满足了精馏所需理论板数较多的要求。 
在折流板式超重力床内气液沿着规则通道多级逆流接触传质，分离能力可达

25 块理论板/米，是板式塔的 10～20 倍，填料塔的 5～10 倍，高度和体积仅为高

效规整填料精馏塔的 10%～15%，开停车时间小于 0.5 小时，占地仅为精馏塔的

1/4，综合能耗下降约 10%，并可避免高空作业。不仅可改变传统化工厂“高塔林

立”的面貌，而且将有力促进集约、分布和移动式新型化工厂的建设。 
项目攻克了超重力技术用于连续精馏的技术难题，突破了精馏塔效率难以跨

越式提高的技术瓶颈，而且为解决高粘度热敏物料精馏的难题，以及氨氮废水精

馏-吸收过程在单台设备中集成提供了新技术。折流板式超重力床是我国原创的

新一代精馏设备，在世界范围内填补了超重力技术在连续精馏领域应用的空白，

是化工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重大创新，为全世界已沿用了 200 多年的精馏塔创新

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 
项目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2 项和美国专利 1 项，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40

多篇，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套技术。自 2004 年以

来已在国内外推广 700 余套，其中用于某公司维生素 B5 精馏，使该产品国内外

市场占有率分别跃居 70%和 45%左右。10 多年间，共取得经济效益 100 多亿元，

近两年半部分用户取得新增销售额 11.2 亿元，新增利润 7.5 亿。项目获得了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一等奖，及其它多项省部级奖励，核心专利“多层折

流式超重力旋转装置”获得了中国专利优秀奖。 
客观评价: 
1.验收和鉴定 

2006 年 2 月“高效气液传质设备—超重力场旋转床”通过了浙江省科技厅的

验收和鉴定，由费维扬院士和李伯耿教授担任组长和副组长，专家认为折流板式

旋转床“不同于传统的超重力床，其主要创新点在于转子的上盖板是静止的，解

决了动与静的矛盾，省掉了转子与气相出口管之间的动密封，提高了设备的可靠

性，降低了制造难度，并可在同一台设备内串联安装两组以上的转子，使一台设

备实现连续精馏成为可能”，“该设备具有效率高、能耗低、体积小等特点”，并

建议“加速推广应用”。 
2008 年 3 月，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对“折流式超重力旋转床的开发

及其应用”项目进行了鉴定，会议由费维扬院士和陈建峰教授分别担任组长和副



组长，专家认为该超重力床“结构独特，工作可靠，具有新颖性，可串联两组以

上的转子，使得单位体积设备的分离效率成倍提高，可在一台设备内实现连续精

馏”，“折流式超重力床已成功应用于工业精馏过程，结果表明，该设备具有效率

高、体积小、能耗低等特点。与常规精馏塔相比，可大幅度降低设备高度和体积。

用户普遍反映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所研制的单层和多层折流式超重力

旋转床装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该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精细化工领域的

连续精馏过程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科技奖励 

项目核心专利“多层折流式超重力旋转床装置 (ZL200510049145.1)”获得第

十三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项目“折流式超重力旋转床的开发及其应用”曾获得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科学技术一等奖。 
3.查新报告 

2018 年 1 月委托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对“折流板式连续精馏超重力床研发

和产业化应用”进行了国内外查新，结论如下：“委托项目研制了一种转子由动、

静折流盘构成的折流式超重力床，采用一对相嵌的动静折流盘组合，动静折流盘

均由不同直径的一组板圈构成，并将其用于工业化连续精馏及工业化高粘度、热

敏物系的汽提操作，单台超重力床用于工业化氨氮废水的处理，直接得到工业氨

水的同时三废排放达到国家一级排放标准，除了查新项目委托单位浙江工业大

学、杭州科力化工设备有限公司等开发的产品及所发表的相关文献之外，这在上

述所检索到的国内外其他相关文献及研究中尚未见有述及。” 
4.国外同行评价 

2013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荷兰屯特大学 Anton Alexandru Kiss 教授在

Journal of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期 刊 的 《 Distillation 
technology—still young and full of breakthrough opportunities》综述论文以及 John 
Wiley 出版的专著《Advanced Distillation Technologies: Design, Control and 
Applications》中，两次对折流板式超重力床作出了如下评价： 

“Although many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of HiGee are known in absorption, 
stripping, and reactive precipitation, very few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in distillation 
have been reported so far. A key reason is that several problems such as the dynamic 
seal, middle feed, future liquid distributor, and the multi-rotor configuration were not 
properly addressed. To successfully solve these problems, a novel kind of HiGee 
device was recently proposed and developed by Wang et al. (2011)—the so-called 
rotating zigzag bed (RZB) that contains a unique rotor. Remarkably, the RZB fills the 
gap in HiGee distillation and it has the potential for a bright (尽管超重力技术在吸

收、解吸和反应沉淀等过程已有许多商业化应用，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精馏商

业化应用报道。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超重力床的动密封、中间进料、液体分布器和

多转子串联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成功解决这些问题，最近开发出了



一种新颖超重力装置，可称之为折流板式旋转床(RZB)，其中包含一个独特结构

的转子。显然，折流板式旋转床填补了超重力精馏的空白，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的 G E Cortes Garcia 等 2017 年在国际知名杂志

Journal of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上发表了题为《A review on 
process intensification in HiGee distillation》的综述论文，专门对折流板式超重力

床作出了评价，认为”The rotating zigzag bed seems to be one of the best rotating 
beds for performing continuous distillation because it allows for intermediate feeds 
within one single rotor and because of its favorable combination of high mass transfer 
performance and higher liquid residence time when compared with other rotating 
beds”(折流板式旋转床似乎是一种最适合于连续精馏的旋转床之一，因为与其它

旋转床相比，它可以在单个转子内实现中间进料，以及将优良的传质性能与较长

的液体停留时间完美结合。) 
5. 应用单位评价 
1 鑫富药业 

为了解决热敏性物料泛酸钙产品溶剂脱除的技术难题，利用浙江工业大学设

计开发的超重力旋转床设备，2006 年对大车间的初次改造，达到了技术目标，

泛酸钙产品的质量优于出口标准，为公司带来了非常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设备运

行稳定，产品质量良好。 
2.天宇药业 

使用了 84 台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浙江天宇药业总工认为“它(折流板式超重

力床)的高度比填料塔降低了很多。超重力床的稳定时间大概在半小时左右，降

低了能耗，操作简单方便。大大提高了我们后续产品反应的收率，降低了成本。

分离出来的溶剂纯度高。我们已经使用了 80 台左右的超重力床。超重力设备已

在我们公司使用了十二年。” 
3.台湾思美儿 

公司自 2012 年开始使用了 4 套由浙江工业大学设计、杭州科力化工设备有

限公司制造的折流式超重力装置，用于氨氮废水的汽提处理和资源化回收利用。

氨氮废水经过一台装置处理后可以得到 25%的氨水回用，废水达到环保标准可直

接排放。 
推广应用情况: 

自 2004 年第一台折流板式超重力床投入工业运行以来，目前折流板式超重

力床已在化工、制药、精细化工、环保、轻工、食品、农药、生物、油脂、酿酒

等行业产业化应用 700 多台，分布于国内 20 多个省市和台湾地区，以及俄罗斯、

马来西亚，主要用于普通精馏、萃取精馏、共沸精馏、反应精馏、吸收、解吸以

及解吸-吸收耦合等过程。体系包括：溶剂精馏回收、有机中间体精馏、产品提

纯。某制药厂原采用填料塔脱除维生素 B5 中溶剂，产品无法达到出口要求，产

量难于扩大，采用折流板式超重力床以后产品达到欧盟标准，目前已是全世界最

大的维生素 B5 生产厂；另一制药厂采用了 84 台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用于溶剂



回收、中间体分离和产品提纯，形成了新型的分布式精馏生产方式。主要应用单

位如下：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应用起止时间 应用单位联系人/电话 应用情况 
杭州鑫富科技有限公司 热敏产品气提脱甲醇 2006 年 5 月至今 汪军/13968021397 突破了产品质量技

术难题 
浙江天宇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反应精馏及溶剂精馏 2006年 12月至今 程荣德/13606829246 目前有84台设备在

正常使用 
浙江东邦药业有限公司 用于溶剂精馏回收 2007 年 6 月至今 池瀛/13857613622 目前有26台设备在

正常使用 
嘉兴金禾化工（现荷泽金

沃泰） 
用于溶剂精馏回收 2004年 10月至今 姜志林/13967397863 已使用 13 年，搬迁

后设备维修一次，

整体运行良好。 
肇庆巨元生化有限公司 乙醇体系的精馏和萃

取精馏 
2013 年 7 月至今 叶锦/13928620101 目前有 3 台设备在

正常使用中 
浙江扬帆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用于甲醇和吗啉的精

馏回收 
2010 年至今 张祥/13967522332 有 2 台设备在正常

使用中 
台州市创高节能工程有

限公司 
用于溶剂精馏回收 2010年 11月至今 陈正达/13306590328 已有30余台设备在

正常使用中 
诚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无水乙醇生产回

收 
2010年 10月至今 黄洪林/13506835505 有 4 台套设备在正

常使用中 
浙江神洲药业有限公司 有机溶剂回收及废水

处理 
2014 年 9 月至今 
 

陈卫武/13967613226 有 6 台套设备在正

常使用中 
江苏英力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反应精馏及溶剂精馏 2007年 11月至今 张平/13706287307 有 3 台套设备在正

常使用中 
帝盛科技有限公司 甲醇溶剂回收 2016 年 7 月至今 沈少华/15895102185 有 2 台正常使用中 
台湾思美儿有限公司 用于气提处理氨氮废

水 
2012 年 8 月至今 罗月凤 

/00866911216342 
已用 4 台套设备处

理氨氮废水 
江苏博泰药业有限公司 用于溶剂精馏回收 2007年 12月至今 王敏/13906573899 有 4 台正常使用中 
四川新迪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 
用于多种溶剂的回收 2013年 12月至今 周潘/13408011126 目前设备运行情况

良好 
湖北博凯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用于甲醇和乙醇溶剂

回收 
2015 年 6 月至今 刘文清/18607232049 有 2 台套设备在正

常使用中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

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 权 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

有效状态 

发明 折流式超重力场旋转床装置 中国 ZL01134321.4 2004.11.4 180653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王良华；徐之超；

鲍铁虎；李瓯 
有效 

发明 多层折流式超重力旋转床装置 中国 ZL200510049145.1 2007.07.11 334868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徐之超；俞云良；

王定海 
有效 

发明 一种有换热功能的多层折流式旋转

床 中国 ZL201510737188.2 2017.07.04 2541031 浙江工业大学 徐之超；计建炳；李肖华 有效 

发明 An equipment of multi-rotors zigzag 
high-gravity rotating beds 美国 US7,344,126B2 2008.3.18 US007344126B2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徐之超；俞云良 

有效 

发明 折流式气液错流型超重力场旋转床

装置 中国 ZL200710156196.3 2010.08.25 666089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徐之超；王广全；

俞云良 
有效 

发明 一种折流式气液错流型超重力旋转

床装置 中国 ZL200710156194.4 2009.11.18 571203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徐之超；王广全；

焦云强 
有效 

发明 基于折流式旋转床的解吸吸收过程

强化集成系统及其工艺 中国 ZL201010255208.X 2012.09.05 1035681 浙江工业大学 徐之超；计建炳；李肖华 有效 

发明 一种氨氮废水资源化利用的超重力

集成和强化系统及工艺 中国 ZL201510737429.3 2017.09.12 2620196 浙江工业大学 徐之超；计建炳；李肖华 有效 

发明 一种同心圈式错流型超重力场旋转

床装置 中国 ZL200710156537.7 2009.09.16 551452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徐之超；俞云良；

焦云强；隋立堂 
有效 



发明 同心圈逆流型超重力场旋转床装置 中国 ZL200710157094.3 2010.12.22 717510 浙江工业大学 计建炳；徐之超；俞云良；

隋立堂；谢爱勇 
有效 

主要完成人情况: 
 排名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计建炳 1 无 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对主要发明(1)-(4)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995 年

开始带领课题组对旋转床进行研究，经过近 5 年

的反复探索，提出了转子动静结合的创新结构，

指导并参加了旋转床性能的研究和工业试验，确

定采用折流圈作为气液接触元件，使其在工业生

产上能够成功应用。 
徐之超 2 无 教授级高工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对主要发明第(1)-(4)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提出了

多转子同轴串联的结构，主要参与了超重力床实

验研究、结构设计、现场试验、推广应用等工作. 
王广全 3 无 副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对主要发明第(1)-(3)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考察了

开孔结构对超重力床性能的影响并提出了折流圈

合理的开孔结构，主要从事折流板式旋转床的实

验测试研究、设计计算、模拟、推广应用方面的

工作。 
李肖华 4 无 副教授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对主要发明第(3)(4)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提出了

折流圈合理的排布方式，并参与折流板式旋转床

的实验研究、设备设计、推广应用方面的工作。 
俞云良 5 无 高级实验师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 对主要发明第(1)(2)(3)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提出



了超重力床的动力传递方式，主要参加了超重力

床的功耗实验研究和优化。 
赖水红 6 无 高级工程师 杭州科力化工

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科力化工设

备有限公司 
对主要发明第(1)(2)项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对单层

和多层超重力床的圆盘、折流圈、壳体结构和加

工制造方法提出了合理的改进。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1、徐之超与项目负责人计建炳共同完成了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试验研究，并提出了数个相关专利，负责折流板式超重力床推广应

用工作。 
2、王广全主要进行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本人合作在国内外发表了系列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研究论文，共同提出了

有关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专利，参加了部分推广应用工作。 
3、李肖华主要进行折流板式超重力床推广应用工作，合作提出了部分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专利。 
4、俞云良主要参加了折流板式超重力床的试验研究和部分推广应用工作，与本人合作发表了研究论文和提出了相关专利。 
5、赖水红主要承担了折流板式超重力床机械设计和制造工艺工作。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论文合著、共同立项、共同

知识产权、共同产业合作 
徐之超 2000 年 论文、专利 必备附件 1，2，3，

其他附件 1-6 
 



2 论文合著、共同立项、共同

知识产权 
王广全 2006 年 论文、专利 其他附件 2，3，6  

3 共同产业合作 李肖华 2010 年 专利 必备附件 3，其他附

件 4，5 
 

4、 共同知识产权、 俞云良 2002 年 专利 必备附件 2，其他附

件 1，2，6 
 

5、 共同立项、产业合作 赖水红 2000 年 高效气液传质

设备—超重力

场旋转床 

其他附件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