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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开发了一种催化裂化油浆(简称催化油浆)单独加热、炉后混炼新技术，

并在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 4.20 Mt/a 延迟焦化装置上工业应用。该技术设置

一台单独的加热炉用来加热催化油浆，可有效避免油浆对焦化装置产生不利影响。

采取针对性特殊设计后，油浆加工系统可以实现长周期运行。应用该技术加工催

化油浆后，焦化蜡油收率增大 0.98 百分点，焦炭收率增大 2.10 百分点，汽柴油

收率减小 3.09 百分点；焦化产品中干气、液化气、汽油和柴油性质变化不大，

焦化蜡油变重，焦炭灰分升高，但不影响下游装置运行和产品外售。应用该技术

加工催化油浆，相比于将油浆作为燃料油外售，每年可增加效益 10 120 万元。

该技术具有较高的操作灵活性，可根据需求掺炼其他物料，也可通过提高加热炉

的出口温度加大焦炭塔内渣油反应深度，从而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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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裂化是重质油轻质化的重要二次加工手段，是生产液化气和高辛烷值汽

油的主要装置。近年来，多产丙烯和轻芳烃的催化裂解技术越来越多地实现工业

化应用[1-2]。无论是催化裂化装置，还是催化裂解装置，外甩一部分油浆都是

改善装置工况的最佳手段，油浆外甩量一般为装置处理量的 3%～10%[3]。 

在催化裂化油浆(简称催化油浆)的处理方式上，将油浆作为燃料油外售的经

济效益很差，而针状焦生产技术仅有少数几家企业掌握，还未广泛应用，故目前

国内大部分炼油厂都选择将催化油浆作为延迟焦化装置的原料与渣油混合加工

[4]。 

常规的延迟焦化装置加工催化油浆工艺是将催化油浆直接与减压渣油混合，



然后送入延迟焦化装置，经过换热器、分馏塔、辐射泵、加热炉等，最后进入焦

炭塔发生反应。由于催化油浆含有催化裂化催化剂固体颗粒，故这种加工方式易

引起换热器结垢、加热炉进料流控阀冲刷腐蚀、泵的叶轮磨损、炉管结焦加速等

问题[5-8]。 

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简称惠州石化)4.20 Mt/a 延迟焦化装置曾在

2010 年 6 月按上述常规方式加工催化油浆，由于油浆固含量高、加热炉注水温

度低等原因，焦化加热炉发生对流段炉管结焦堵塞并引发联锁停炉事故[9]。随

着 2017 年惠州石化二期催化裂化装置的投产，约 220 kt/a 的催化油浆需送至延

迟焦化装置加工。为了提高装置的安全性和炼油厂经济效益，惠州石化与中国石

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了一种“催化油浆单独加热，炉后混炼”新技术，

并于 2019 年 10 月在惠州石化 4.20 Mt/a 延迟焦化装置上投料开车，实现了新

技术的工业化应用。 

1、新技术简介 1.1 催化油浆性质 

催化油浆与减压渣油的主要性质对比见表 1。 

表 1 催化油浆与减压渣油的主要性质对比 



 

由表 1 可见：催化油浆的密度比减压渣油大；芳香分质量分数达到 59.7%，

是减压渣油的 1.56 倍；胶质和沥青质质量分数总和为 24.7%，比减压渣油小；

催化剂固体颗粒含量(简称固含量)达到 2.5 g/L，在国内属于中等水平。 

1.2 工艺流程 

新技术的工艺流程如图 1 所示。来自罐区的催化油浆进入油浆缓冲罐缓冲，

之后用油浆进料泵增压至 1.8 MPa 左右，然后送至单独的油浆加热炉，被加热

至反应温度后分为两路，分别与来自原装置两台渣油加热炉的高温渣油汇合，再

分别经两个四通阀后一起进入焦炭塔发生反应，生成焦炭、蜡油、汽柴油和气体

等产品。考虑系统的开停工，配置部分退油至放空塔的流程。 



 

图 1 油浆单独加热流程示意 

1.3 技术特点 

由于催化油浆的密度大、硫含量高、固含量高，在高温状态下易缩合结焦，

故新技术采取多项针对性特殊设计来保证系统的长周期运行。这些特殊设计包括： 

①油浆进料泵选用小流量、高扬程离心泵，过流部件选用高等级耐磨耐腐蚀

材质，可减缓油浆对进料泵的冲刷腐蚀。 

②油浆加热炉辐射炉管采用大半径回弯弯管，炉管呈跑道型螺旋布置，可避

免炉管弯头被冲刷磨蚀；油浆加热炉设置两点注汽提高炉管内的介质流速，减缓

炉管结焦；配置水汽变温清焦流程，可在不停炉的情况下实现在线剥焦。 

③油浆加热炉出口采用球阀和闸阀双阀隔离，阀门配置汽封线防止结焦。 



④闸阀选用耐高温、耐冲刷、带剪切功能的特殊闸阀，可确保在管道结焦的

情况下仍能关闭阀门。 

2、新技术的工业应用 

2.1 主要参数 

系统的操作参数按设计值控制，后续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微调和优化。

主要设计参数见表 2。由表 2 可知，催化油浆的入炉温度较低，仅有 95 ℃，而

其在油浆加热炉对流段出口处的温度也仅有 220 ℃，油浆在对流管内不会发生

反应，故在对流段入口没有注汽，入炉压力因此也只有 1.67 MPa，低于常规焦

化加热炉的入炉压力。考虑催化油浆的入炉温度低，在炉管内加热、停留时间长，

为减缓结焦，将注汽量占进料量比例提高至 3%，高于常规焦化加热炉的注汽比

例。 

表 2 油浆加热炉系统主要设计参数 

 



1)占焦化装置总进料量的质量比例为 6.7%。 

2)在对流转辐射处注入。 

3)在倒数第六根辐射炉管处注入。 

2.2 产品分布 

催化油浆投料前后(不加工油浆工况和加工油浆工况)，焦化装置原料和产品

流量及产品分布变化情况对比见表 3。由表 3 可见：加工催化油浆后，焦化装置

各产品的产量均增加，在渣油原料量和反应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部分增量即为

催化油浆转化所得；产品分布变化上，干气产率增大 0.20 百分点，液化气收率

减小 0.18 百分点，汽柴油收率减小 3.09 百分点，蜡油收率增大 0.98 百分点，

而焦炭产率增大得最多，增加了 2.10 百分点。这些变化符合催化油浆的性质特

征，油浆中多环芳烃含量高，这些芳烃很难裂解，部分汽化进入蜡油，部分受热

缩合生成焦炭，故焦炭和蜡油产率的增量较大。 

表 3 加工油浆前后的原料和产品流量以及产品分布 

 



2.3 产品性质 

催化油浆投料前后，焦化装置的干气、液化气、汽油、柴油、蜡油和石油焦

产品的组成和性质对比分别见表 4～表 9。由表 4～表 9 可见：用新技术加工催

化油浆后，焦化产品中的干气、液化气、汽油、柴油的性质变化不大；蜡油的密

度(20 ℃)增大 0.013 5 g/cm3，初馏点增大 15 ℃，终馏点增大 12 ℃，蜡油略

微变重，但不影响下游装置的运行；石油焦的性质变化不大，其中灰分增加 0.03%，

仍符合 2B 焦的质量要求，不影响产品外售。蜡油变重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多环芳

烃汽化进入蜡油，导致蜡油的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增加。 

表 4 加工油浆前后焦化干气组成对比 φ，% 

 

表 5 加工油浆前后焦化液化气组成对比 φ，% 



 

表 6 加工油浆前后焦化汽油性质对比 

 

表 7 加工油浆前后焦化柴油性质对比 



 

由表 4～表 9 还可以看出，在加工催化油浆后，焦化装置的液体产品和石油

焦的硫含量均降低，主要原因为惠州石化二期催化裂化装置的原料是渣油加氢装

置的加氢重油，已经在加氢反应中脱除了大部分硫化物，使得催化油浆的硫含量

比减压渣油低，故在加工催化油浆后，除气体外，焦化装置其他产品的硫含量都

有一定幅度下降。 

表 8 加工油浆前后焦化蜡油性质对比 



 

表 9 加工油浆前后石油焦性质对比 

 

2.4 动力消耗 

该技术主要新增的设备包括一台油浆加热炉、两台油浆进料泵和 12 台特阀。

系统投料催化油浆后，新增的动力和公用工程消耗见表 10。由表 10 可见：油浆

加热炉炉管注入中压蒸汽，加工油浆后气体收率增加、压缩机负荷增加导致中压

蒸汽耗量增加，故 3.5 MPa 中压蒸汽消耗量增加 2.25 t/h；特阀注入密封蒸汽，

系统管线设置伴热线，故 1.0 MPa 低压蒸汽消耗量增加 2.40 t/h；加热炉消耗

燃料气，燃料气消耗量增加 0.78 t/h；油浆进料泵和加热炉的鼓风机、引风机均



设置循环水冷却系统，故循环水消耗量增加 64 t/h；油浆泵、鼓风机、引风机和

照明均耗电，使电耗增加 357 kW。 

表 10 油浆系统动力消耗增加量 

 

2.5 长周期运行情况 

催化油浆掺炼系统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投料开工，至 2020 年 7 月底已平

稳运行近 9 个月。在油浆加工量稳定在 25～30 t/h、油浆加热炉出口温度恒定

为 500 ℃的情况下，油浆加热炉炉管最高管壁温度的变化趋势如图 2 所示，系

统压降(入炉压力与出口电动球阀处压力差)的变化趋势如图 3 所示。 

 

图 2 油浆加热炉最高管壁温度变化趋势 



 

图 3 油浆掺炼系统的压降变化趋势 

由图 2 可见，近 9 个月的运行期内，炉管的最高管壁温度仅微微上涨，最大

值仅为 524 ℃，证明炉管几乎没有结焦。由图 3 可见，运行近 9 个月时，系统

压降由开工时的 0.77 MPa 上涨至 0.96 MPa，分析认为是在炉出口转油线变径

处有微量结焦，需在停炉检修时检查、清焦。另外，进料流控阀、进料泵等部位

未发现有磨蚀的迹象。 

2.6 经济效益 

催化油浆经加热、反应，转化成各焦化产品，按照内部测算价格，经济效益

计算结果见表 11。由表 11 可见，经过加工，催化油浆转化成产品后，总价值约

为 2 006 元/t。 

在该系统投料开工前，油浆全部作为燃料油外售，燃料油的单价为 1 315 元

/t。加工每吨油浆消耗的动力和公用工程费用为 159 元，折旧费、人工成本、维

修费等合计为 72 元，故加工每吨油浆增加的效益为 460 元。按惠州石化每年产

生 220 kt 催化油浆计算，则每年可增加效益 10 120 万元。 



表 11 油浆转化成焦化产品的经济效益核算 

 

2.7 灵活性讨论 

该技术在设计阶段即在如下 4 个方面充分考虑了操作灵活性的问题：①加热

的炉管外径为 Φ127 mm，最大处理能力可以达到 50 t/h；②进料缓冲罐设计为

压力容器，顶部压力可控，不凝气送至放空塔回收；③燃烧器选用超低氮高效燃

烧器，操作弹性大；④系统可以随时切除检修，不影响原装置的正常运行。因此，

系统操作具有如下灵活性：①根据全厂物料平衡需求，可将炼油厂污油、含硫溶

剂油、废机油等劣质物料送至该系统加工，从而解决这些物料的出路问题，提高

炼油厂经济效益。②根据中试结果[10]，若将油浆加热炉出口温度提高至 550 ℃，

由于焦炭塔内的反应深度增加，焦化轻油收率能增加 0.79 百分点，装置效益将

得到进一步提升。故可以结合加热炉运行状况，将炉出口温度适当提高，由此获

得更好的经济效益。③在油浆过滤和预处理技术成熟后，在该技术的基础上新建

两台焦炭塔，即可转型生产针状焦，效益潜力可观。 

3、结 论 

(1)延迟焦化装置加工催化油浆的新技术采用油浆单独加热、炉后混炼的方

式，可避免常规的加工油浆方式对焦化装置产生的不利影响。该技术实施多项针



对性特殊设计，可有效保证系统的长周期运行，截至 2020 年 7 月底已在惠州石

化 4.20 Mt/a 延迟焦化装置工业应用 9 个月。 

(2)应用该技术加工催化油浆后，液化气收率降低 0.18 百分点，汽柴油收率

降低 3.09 百分点，蜡油收率增大 0.98 百分点，焦炭收率增大 2.10 百分点；焦

化干气、液化气、汽油、柴油性质无明显变化；焦化蜡油密度(20 ℃)增大 0.013 

5 g/cm3，石油焦灰分增大 0.03%，但不影响下游装置运行和产品销售。相比于

作为燃料油外售，每年可增加效益 10 120 万元。 

(3)该技术具有较高的操作灵活性，可根据需求掺炼其他物料、控制加热炉

出口温度在更高值，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