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成性质 粗 C9 一段 C9 二段 C9 重整 C9

茚(%) 8.80 0.45 0.06 0

茚满(%) 0.22 11.63 13.33 0.94

双环戊二烯(%) 20.78 0.20 0.39 0

二氢双环戊二烯(%) 1.19 13.57 5.42 0

四氢双环戊二烯(%) 2.59 4.50 15.17 0

萘及其衍生物(%) 3.96 12.07 1.8 0

C8
-(%) 12.21 10.76 9.75 0.83

C8
-A(%) 11.30 7.44 9.75 0.83

C9(%) 36.04 30.30 49.55 97.33

C9A(%) 35.28 28.91 47.90 97.33

C10
+(%) 51.75 58.94 40.70 1.84

C10
+A(%) 20.32 29.94 11.89 1.84

总芳烃(%) 66.90 66.29 69.54 100

颜色 黄褐色 浅黄色 无色 无色

溴价(gBr2/100g 油) 120 32.4 0.73 0

双烯(gI2/100g 油) 5.8 <1 0 0

胶质(mg/100g 油) >4000 32 14.8 0

密度 /(g·mL- 1) 0.94 0.92 0.91 0.88

裂解汽油重质馏分轻质化

增产 BTX 芳烃技术进展

王德举 李学礼 刘仲能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 上海 201208)

摘 要 对裂解汽油重质馏分的增长趋势以及目前应用作了概括性的介绍。裂解汽油重质馏分由于含有丰富的芳

香基团 , 可以作为增产 BTX 芳烃的潜在资源。综述了裂解汽油重质馏分增产 BTX 芳烃的技术进展以及与

此相关的加氢脱烷基和非芳烃加氢裂解技术。

关键词 裂解汽油 芳烃 加氢脱烷基 加氢裂解

中图分类号 TQ 241.1

裂解汽油是轻烃、石脑油、柴油等原料裂解生产

乙烯、丙烯时的液体副产 C5~C10 馏分的总称, 产量约

是乙烯生产能力的 50%~80%。早期曾采用裂解汽油

一段加氢脱去二烯烃及共轭烯烃后, 作为汽油高辛

烷值的调和组分。裂解汽油因为富含 60%左右的芳

烃 , 是 制 取 BTX(苯 、甲 苯 和 二 甲 苯 )芳 烃 的 重 要 原

料, 但其稳定性极差无法直接利用, 因此工业上一般

采用两段加氢方法再进行溶剂抽提分离芳烃: 一段

加氢是将原料中双烯烃与链烯基芳烃进行选择性加

氢转化为单烯烃和烷基芳烃; 二段加氢是使单烯饱

和 , 同时脱除含硫、氮、氧等有机化合物后进行芳烃

溶剂抽提。目前国内乙烯装置裂解汽油加氢工艺主

要有中间馏分加氢和全馏分加氢。根据加氢工艺的

不同, 中间馏分加氢会产生组成不同的裂解汽油重

质馏分 , 主要是指 C9 以上馏分 , 产量约占乙烯总产

量的 10%~20%[1], 裂解汽油重质馏分分别可在一段

加氢之前、一段加氢之后和二段加氢之后进行分离,

其组成随分离工艺的不同差异较大, 详见表 1。近年

来随着乙烯装置的扩能改造, 我国的乙烯产能迅速

增加, 预计 2010 年的产能将超过 1 400 万 t。由于乙

烯产能增加以及裂解原料多元化和重质化的趋势 ,

乙烯副产裂解汽油产量将有大幅度提高, 裂解重质

馏分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如何利用这部分资源开发

下游产品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对石化行业挖潜

增效、发展精细化工具有重要意义。

表 1 不同裂解 C9 馏分与重整 C9 组分比较

目前, 由于缺乏相关技术等原因, 国内绝大多数

乙烯装置裂解 C9 仅作为廉价初级原料出售作为燃

料油或是经过初步加工后生产树脂和溶剂油, 技术

水平低、装置规模小、产品的附加值很低 , 未能实现

资源的优化利用和效益最大化, 造成了部分资源的

基金项目 : 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项目(2003CB61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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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裂解 C9 含有丰富的芳香基团, 约含有 70%左

右的芳烃 , 这部分芳烃组成复杂 , 难于分离利用 , 是

制备 BTX 的潜在资源。重整 C9 含有较高的三甲苯

( 见表 2) , 可通过甲苯歧化与烷基转移等反应实现

轻质化增产 BTX 芳烃。与重整 C9 相比( 见表 1、2) ,

裂解 C9 中组成复杂、非芳烃含量高、三甲苯含量低,

另外还含有较高的茚满、胶质以及硫氮等毒物, 因而

裂解 C9 制备 BTX 的加工难度与工艺要求与重整 C9

不同, 采用加氢脱烷基结合非芳烃裂解可实现裂解

C9 轻质化增产 BTX 芳烃 , 可有效利用乙烯工业副

产。

表 2 不同裂解 C9A 与重整 C9A 组成比较

1 加氢脱烷基

脱烷基是将烷基芳烃侧链变少变 短 的 化 学 过

程, 其发展经历了热脱烷基、水蒸气脱烷基以及催化

脱烷基几个发展阶段[2]。加氢脱烷基工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应用以来, 相继开发了几种加氢催化脱烷基

制 苯 的 生 产 工 艺 , 如 UOP 公 司 的 Hydeal 工 艺 、

Houdry 工艺化学公司的 Detol 工 艺 、Pyrotol 工 艺 和

Litol 工艺等[3- 4]。这些反应工艺所需温度较高 , 一般

在 540~650 ℃之间, 而不使用催化剂的热脱烷基则

需要更高的反应温度[3]。催化加氢脱烷基是在氢气和

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进行的脱烷基工艺过程, 由于

催化剂的使用, 该过程相对热脱烷基具有反应效率

高、转化率高、选择性好、操作温度低以及液体收率

高等一系列优点。

催化加氢脱烷基的催化机理包括金属中心上的

氢解机理[5- 6]以及酸催化正碳离子机理和自由基裂解

机理[5,7]。在相邻较近的两个金属加氢中心上烷基苯

的多碳烷基上两个碳氢可被同时吸附而被活化 , 然

后从两个碳之间断裂, 产物是甲基或乙基取代芳烃,

而在相邻较远的金属加氢中心上烷基苯的多碳烷基

上靠近苯环的一个碳氢可被吸附, 在碳碳键断裂时

整个烷基被脱除[5- 6]。在强 B 酸中心上可直接对烷基

苯多碳碳链进行质子化 , 即使在较弱的 B 酸中心上

多碳碳链也可首先进行异构然后质子化, 经过裂解

脱除多碳碳链 , 形成苯或者甲苯 ; 而在 L 酸中心上 ,

烷基苯的多碳碳链则是形成自由基从中间断链 , 生

成乙基或是甲基芳烃[5,7]。

催化加氢脱烷基催化剂包括金属催化剂、金属

氧化物催化剂、沸石分子筛催化剂以及同时包含金

属活性中心和酸性中心的双功能催化剂。与金属催

化剂、金属氧化物催化剂相比, 沸石分子筛系列脱烷

基催化剂低温活性高、稳定性良好, 在催化脱烷基反

应的同时 , 还可诱发异构、烷基转移等协同反应 , 可

大幅度提高 BTX 芳烃的收率与选择性。尤其是负载

金属的沸石基复合双功能催化剂, 在重质芳烃脱烷

基中无论是活性、稳定性( 寿命) 还是选择性均优于

前几类催化剂[8], 是当前加氢脱烷基催化剂的开发重

点。以沸石分子筛为基体的双功能催化剂金属的加

氢活性以及沸石的孔道结构对于脱烷基的影响是至

关重要的, 特别是沸石的孔径大小。J.M. Serra 等对

比了几种不同结构的沸石分子筛负载不同金属对重

质重整芳烃同甲苯的脱烷基以及烷基转移反应进行

了研究, 得到结论认为中孔 10 元环结构的 ZSM- 5

沸石分子筛负载 Mo 或者 Re 可以具有对重质芳烃

的乙基和丙基很高的脱除活性, 但是只具有中等的

三甲苯的转化率以及较低的二甲苯产率; 而较大孔

径的沸石分子筛则具有很高的烷基转移活性, 适合

于三甲苯的转化以及较高的二甲苯产率; 而具有两

种孔道结构的沸石分子筛( 12 元环和 10 元环或者 8

元环) 则同时具有较高的脱烷基和烷基转移活性, 但

是产物中有较多的非目标产物乙苯以及 C10
+ 重质芳

烃, 另外还可能存在催化剂较快失活等问题[8]。

2 非芳烃加氢裂解

非芳烃的加氢裂解遵循酸催化 下 的 碳 正 离 子

C- C 键断裂和金属催化加氢裂解, 非芳烃分子可以

形成碳正离子得到活化, 也可以在金属催化剂上脱

氢以后质子化形成碳正离子得到活化。此时的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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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A组成(%) 粗 C9 一段 C9 二段 C9 重整 C9

异丙苯 0.13 0.35 3.78 0.93

正丙苯 1.56 10.15 12.03 2.54

间甲乙苯 7.66 30.13 27.99 27.39

对甲乙苯 2.33 8.92 6.81 3.55

邻甲乙苯 6.54 10.16 8.58 5.95

甲基苯乙烯 26.42 0.28 0 0

茚满 0.62 20.48 27.83 0.96

茚 24.95 1.56 0.13 0

均三甲苯 4.04 4.07 3.33 13.13

偏三甲苯 18.72 8.57 6.86 41.46

连三甲苯 7.04 5.31 2.66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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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断裂开环一般遵循 β 位断键机理, 但是环烷烃的

β 位断键速率比长链烷烃上的断键速率要慢 2~3

倍[9]。因此负载金属的沸石基复合双功能催化剂在对

重质芳烃加氢脱烷基的同时, 也可以实现对非芳烃

的加氢裂解。双功能催化剂催化非芳烃的转化与催

化剂的酸性质密切相关: 非芳烃的加氢裂解不仅与

分子的扩散有关, 而且在保持一定酸密度的情况下,

提高酸强度有利于非芳烃的转化[10]。金属负载量对

非芳烃的裂解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一定范围内

提高金属负载量有利于非芳烃的裂解[11]。另外, 沸石

分子筛的孔道结构和表面性质也是影响非芳烃转化

的重要因素[12]。

3 裂解汽油重质馏分增产 BTX 芳烃

芳香化合物技术的新动向都是为了以最低的成

本生产出尽可能多的 BTX, 维持催化剂的寿命及性

能并提高催化剂的活性使反应装置的尺寸可以缩

小, 并且简化工艺流程, 从而节省资本投资和操作成

本, 这些是技术开发的主要目的。

Houdry 工 艺 化 学 公 司 开 发 的 脱 烷 基 技 术 中

Detol 工艺和 Litol 工艺分别以甲苯和焦化粗苯为原

料, Pyrotol 工艺以裂解汽油为原料, 目的是对裂解汽

油中的芳烃脱烷基。尽管如此 , Pyrotol 工艺也不能

适应裂解重质馏分含量高的裂解汽油原料, 进料前

要 求 原 料 预 处 理 脱 除 戊 烷 , 至 少 除 去 部 分 C9
+ 馏

分 [13]。在 Pyrotol 反应器中, 芳烃被脱烷基生成苯, 其

他反应包括非芳烃裂解成轻质烷烃和脱硫, 未反应

的甲苯和重质芳烃循环返回反应段。尽管也有对重

质 C9
+ 芳烃脱烷基制取轻芳烃的报道[14], 但是从原料

组成来看均不是裂解汽油组分, 因为裂解汽油的重

质组分含有较多的非芳烃, 并且大分子多环化合物

含量高( 见表 1) , 并不适于直接脱烷基反应。在加氢

脱烷基的条件下, 原料中的非芳烃被加氢裂解, 这些

反应会增加氢耗, 比较适宜的脱烷基原料一般应含

有不高于 30% 的非芳烃[13]。

上世纪 90 年代, 美国 UOP 公司报道通过对催

化重整汽油进一步加氢转化, 可实现无溶剂抽提生

产高纯苯, 该步骤中包括乙苯脱烷基反应、二甲苯异

构化以及非芳烃的裂解[15]; 韩国 SK 公司开发了 APU

工 艺( Advanced Py- gas Upgrading) 并 授 权 IFP 旗 下

的 Axens 共同推广[16]。该工艺采用贵金属 / 分子筛催

化剂, 对经两段加氢的裂解汽油进行进一步加氢转

化。经过该工艺处理, 裂解汽油中的非芳烃( 烷烃和

环烷烃等) 通过加氢裂化反应转化为 LPG 和燃料

气 , 而芳烃( BTX、乙苯) 与 C9
+ 重质芳烃则通过加氢

脱烷基过程转化为 BTX、燃料气与少量 C9
+ 重质芳

烃, 其中的 C9
+ 重质芳烃还可以作为 APU 操作单元

的进料。得到的产物中 C5 以上的烷烃与环烷烃的含

量低( 加氢裂化为 LPG 和燃料气) , 因而 , APU 工艺

可省却传统工艺中芳烃溶剂抽提步骤, 产物只需经

过简单蒸馏即可得到高纯度的轻质芳烃。另外, 产物

混二甲苯中乙苯含量很低( 脱烷基转化为苯) , 这有

利于混二甲苯在二甲苯异构化单元中的操作。此外,

该工艺具有相当的加工灵活性, 其原料不仅可以是

裂解汽油, 而且可以加工催化重整汽油, 对常规难以

加工、附加值较低的重质 C9 组分有着很高的转化效

率并增产 BTX 芳烃。因此, 该工艺实现了裂解 C9 加

氢轻质化增产 BTX 芳烃的目的, 既可有效利用乙烯

工业副产 , 增产高附加值的 BTX 芳烃产品 , 副产轻

烃可作为燃料和裂解原料, 又能为后续生产单元提

供廉价原料, 而且投资最省, 依托裂解汽油加氢单元

馏分分离塔, 轻质化以后的 BTX 产品可直接进行精

馏分离, 是一举多得的举措。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最近开发了无粘结

剂沸石分子筛为基体的双功能催化剂用于 C6
+ 裂解

汽油的加氢裂解反应[17], 通过处理裂解汽油中的 C9
+

重质汽油芳烃组分大部分发生脱烷基反应, 增产了

BTX 芳烃; 非芳烃加氢裂解降低了 C6~C8 的非芳烃 ,

因此产物也可以直接通过精馏进行分离得到高纯度

的苯和甲苯产品[18]。开发的无粘结剂沸石分子筛为

基体的双功能催化剂还可以在较高的氢油体积比的

情况下直接用于切割二段加氢裂解 C9
+ 馏分的加氢

轻质化处理, 对其中的重质芳烃具有良好的脱烷基

效果, 并显示了良好的稳定性。

4 结论

我国乙烯生产能力迅速增长, 因此裂解汽油产

量将大幅度增长, 其中重质馏分也同步增长, 为裂解

汽油重质馏分进行集中利用和加工增值创造了有利

条件。利用裂解汽油重质馏分加氢处理增产 BTX 芳

烃并副产轻质烷烃作为优质裂解原料具有很好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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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Progress in Upgrading Heavy Fraction of
Pyrolys is Gasoline to BTX Aromatics

Wang Deju Li Xueli Liu Zhongneng
Abstract: The growth trend and current application of heavy pyrolysis gasoline fraction was introduced generally. The

heavy fraction of pyrolysis gasoline is potential resource for BTX aromatics for the rich aromatics contents. Technology

Progress of producing BTX aromatics from heavy fraction of pyrolysis gasoline and correlative hydrodealkylation and non-

aromatics hydrocracking techniques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Pyrolysis gasoline; Aromatics; Hydrodealkylation; Hydroc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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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 尼 斯 公 司 最 近 宣 布 与 中

国惠生南京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

关键原材料一氧化碳( CO) 的长期

供应协议, 以保证塞拉尼斯南京一

体化化工基地未来产能扩大。惠生

是目前塞拉尼斯南京基地醋酸生

产的 CO 供应商。该醋酸装置于

2007 年投产 , 年产量 60 万 t, 可扩

产至 120 万 t。

“塞拉尼斯致力于在亚洲的发

展 , 为全球乙酰基市场提供高可

靠、高成效的产品是我们的主要关

注之一。我们与惠生公司的新协议

保证了未来应市场之需而扩大产

能所需的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塞

拉尼斯乙酰基业务总裁兼塞拉尼

斯亚洲区总裁盖雷格说道。

塞 拉 尼 斯 南 京 一 体 化 化 工 基

地在全面投入运行后还将包括生

产其他乙酰基产品、醋酐、醋酸乙

烯单体的装置, 以及生产乳液、工

程聚合体的装置及混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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