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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工艺构成、工艺设计与要

求、主要工艺设备与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安装调试与验收、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维护与保养。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新建（含改、扩建）的重质渣油、催化油浆、焦油等劣质油采取悬浮床加氢技

术生产石脑油馏分、柴油馏分和蜡油馏分等轻质油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 511-88 石油产品和添加剂机械杂质测定法

GB/T 6536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GB/T 9618 石油产品减压蒸馏测定法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化学有害因素

AQ/T 3048 化工企业劳动防护用品选用及配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重质劣质油 heavy and inferior oil

石油炼制、煤化学加工等过程产生的高硫、氮、残碳、金属含量的非常规油品，包括渣油、催化

油浆、重燃料油、煤焦油、稠油、油砂沥青、页岩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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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 hydrogenation technology of heavy and inferior oil slurry bed

重质劣质油与分散性强的催化剂或添加剂及氢气一起通过呈三相（气、液、固）悬浮床加氢反应

器进行反应，转化为石脑油馏分、柴油馏分和蜡油馏分等轻质油品的工艺技术。

3.3

石脑油馏分 naphtha fraction

按 GB/T6536试验方法，得到的液相油品中终馏点≤180℃的馏分。

3.4

柴油馏分 diesel fraction

按 GB/T6536试验方法，得到的液相油品中 95%（体积分数）回收温度≤365℃的馏分。

3.5

蜡油馏分 VGO fraction

按 GB/T9618试验方法，得到的液相油品中终馏点≤520℃的馏分。

3.6

降压系统 depressurization system

高能量含固液体高降压泄压防磨损工艺系统。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重质劣质油应通过预处理生产技术，从工艺源头对原料进行脱水处理。

4.1.2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原料应根据不同的储存温度要求保温输送、储存。其中，规定在储存

设施设置排液口和气体排放口，原料储存设施设置外保温，保温要求按照 GB50264标准。

4.1.3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产品应根据不同的馏分要求分类收集、输送、储存。其中，规定在储

存设施设置排液口和气体排放口。

4.1.4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必须配备报警和应急系统，根据加氢过程中产生热量合理设

置热能回收利用设施。

4.1.5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厂址选择应符合城市（乡、镇）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工业园区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等的要求。

4.1.6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厂址选择应符合 GB50187的要求。

4.1.7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满足 GB16297中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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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外排废水排放应满足 GB8978中二级标准。

4.1.9 厂界噪声应满足 GB12348中 3类标准，昼间 65 dB(A)、夜间 55 dB(A)。

4.2 工艺构成

4.2.1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工程项目主要包括：催化剂浆液配制构（建）筑物与设备，换热与升

压构（建）筑物与设备、悬浮床反应构（建）筑物与设备、新氢和循环氢构（建）筑物与设备、分馏构

（建）筑物与设备、辅助工程和配套设施等。

4.2.2 催化剂浆液配制构（建）筑物与设备包括：催化剂预混罐、浆液输送泵、催化剂混合罐和催化剂

浆液泵、自动检测控制等。

4.2.3 换热与升压构（建）筑物与设备包括：原料罐、含固换热器、含固加热炉、混氢加热炉和高压原

料泵、自动检测控制等。

4.2.4 悬浮床反应构（建）筑物与设备包括：悬浮床加氢反应器、热高压分离器、热低压分离器、降压

系统、冷高压分离器、自动检测控制等。

4.2.5 新氢和循环氢构（建）筑物与设备包括：新氢压缩机和循环氢压缩机、自动检测控制等。

4.2.6 分馏构（建）筑物与设备包括：减压塔进料加热炉、减压塔和减压塔底油泵、自动检测控制等。

5 工艺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以重质劣质油为原料，催化剂或添加剂应选用分散性很强的固体。

5.1.2 该工艺流程包括催化剂浆液配制、换热与升压、悬浮床反应、新氢和循环氢、分馏等生产过程，

该工艺技术可作为固定床加氢、催化裂化等石油炼制工艺技术的前置预处理工艺，该工艺的轻质化产品

可作为轻烃回收、催化裂解等精细化工工艺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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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工艺流程

5.2 工艺设计要求

5.2.1 催化剂浆液配制

5.2.1.1 应制备混合均匀的催化剂浆液，催化剂浆液由配制浆液用油和催化剂混合制得。

5.2.1.2 配制浆液用油应根据重质劣质油原料来源、品质等综合确定，可选择煤焦油、减压渣油和蜡油

等。

5.2.1.3 催化剂浆液的配制应在催化剂预混罐内进行，预混罐内温度宜为60℃～90℃。

5.2.1.4 催化剂的粒径、催化剂和配制浆液用油比例、催化剂浆液的固含量宜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催化剂浆液配制工艺指标

项目 指标

催化剂粒径/μm 2～200

重质劣质油/催化剂/w 100/0.5～100/4

催化剂预混罐内催化剂浆液的固含量/%w 0.1～10

5.3 换热与升压

5.3.1 重质劣质油、催化剂浆液、混氢应经过换热升温、升压后输送至悬浮加氢反应器，换热与升压工

艺流程可参见图 3。

5.3.2 催化剂浆液换热系统内的换热器应采用含固换热器，重质劣质油与催化剂浆液混合后的加热应选

择含固加热炉。

5.3.3 换热与升压工艺设计指标宜符合表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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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换热、升压工艺流程

表 2 工艺指标

项目 指标

高压进料泵前原料罐操作压力/ MPag 0.25～0.4

含固加热炉出口温度/℃ ≯450

含固加热炉炉膛温度/℃ ≯840

含固加热炉炉管表面温度/℃ ≯515

原料油进高压原料泵前温度/℃ ≯240

含固换热器设备压降/MPag ≯0.7

含固加热炉设备压降/MPag ≯1.0

加热炉炉管管壁温度/℃ ≯515

5.4 悬浮床反应

5.4.1 加氢反应器系统应由一个或者多个悬浮床加氢反应器组成，悬浮床加氢反应器应根据反应温度选

择冷壁反应器或热壁反应器，反应器上应设置多个冷氢口。

5.4.2物料应从反应器底部进入，反应产物从反应器顶部排出，反应器出来的反应产物进入热高压分离

器，分离出热高分气和热高分油（含固液体）。

5.4.3 热高分油应经过降压系统后进入热低压分离器，应将溶解于热高分油中的氢气和轻馏分油分离除

去，热低分油进入分馏2。

5.4.4 热高分气应经降温系统降温后进入冷高压分离器，冷高分气至循环氢，冷高分油应经降压后进入

冷低压分离器后分离出低分气、酸性水和混合馏分油，混合馏分油进入分馏1。

5.4.5 为了防止铵盐结晶，流程中应根据需要设置注水点。

5.4.6 悬浮床反应系统内应设有紧急泄放系统。

5.4.7 采用的工艺流程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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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悬浮床反应工艺流程

5.4.8 工艺指标符合表3的要求。

表 3 工艺指标

项目 指标

空速/ h
-1

不宜低于0.1

反应器入口氢油比（Nm
3
/m

3
） 不宜低于700:1

反应器氢分压/MPag 不宜低于10

反应温度/℃ 不低于400

脱硫率/% 不小于90

脱氮率/% 不小于60

表 3 工艺指标（续）

项目 指标

原料转化率/% 不小于90

轻油收率/% 不小于85

悬浮床反应器任意一点温度/℃ ≯450

悬浮床反应器密度/（Kg/m
3
） ≯130

热高分液位/% 30～70

冷高分温度/℃ 45～55

冷高分操作压力/MPag 14.0～21.0

热高压分离器底部油品温度/℃ ≯450

补充氢组分 氢气含量≥99.5%（V），CO+CO2≤20μg/g， CH4≤0.5%(V)

反应器压差/MPag ≯1.0

5.5. 新氢和循环氢

5.5.1 新氢由外部引入，要求控制氢气纯度＞99.9%，进入新氢系统升压到规定的压力。

5.5.2 自悬浮床反应来的冷高分气进入循环氢，应升压到规定的压力，一部分作为循环氢与新氢混合后

成为混氢，一部分作为冷氢至悬浮床反应控制温度。

5.5.3 采用的工艺流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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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新氢和循环氢工艺流程

5.6 分馏

5.6.1 自悬浮床反应来的混合馏分油应经升温后进入塔，物料经塔能分离出气体、石脑油馏分、馏分油1

（柴油馏分和蜡油馏分）等。

5.6.2 自悬浮床反应来的热低分油应经减压塔进料加热炉加热到规定的温度后，进入到减压塔，物料经

减压塔能分离出气体、馏分油2和减底油，塔底油应经减压塔底油泵升压后至装置外。

5.6.3 应将混合馏分油中石脑油馏分和馏分油1（柴油馏分和蜡油馏分）经分馏1分离。

5.6.4 应将热低分油中馏分油2（柴油馏分和蜡油馏分）和塔底油经分馏2分离。

5.6.5 分馏1、分馏2采用的工艺流程见图6、图7。

图6 分馏1工艺流程

图7 分馏2工艺流程

5.6.6 工艺指标应符合表5的要求。

表 5 工艺指标

项目 指标

减底油收率（占原料油）W% ≤10

减压塔进料加热炉出口温度/℃ 200～330

减压塔进料加热炉炉膛温度/℃ ≯730

减压塔进料加热炉炉管表面温度/℃ ≯450

减压塔顶温度/℃ ≯90

减压塔底温度/℃ ≯300

减底油外送温度/℃ 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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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要工艺设备与材料

6.1 催化剂配制

6.1.1主要设备：催化剂预混罐、浆液输送泵、催化剂混合罐和催化剂浆液泵。

6.1.2 配套设备：搅拌器、电磁流量计、调节阀、换热器、液位计、管道阀门仪表等。

6.2 换热与升压

6.2.1主要设备：原料罐、含固换热器、含固加热炉、混氢加热炉和高压原料泵，材质由具体的原料和

温度来定，如果原料是具有腐蚀性的，则宜选用耐腐蚀和耐磨损的材料，如果处于高温段，则宜选用耐

高温的材料。

6.2.2 配套设备：混合器、搅拌器、超声波流量计、过滤器、液位计、烟气回收及管道阀门仪表等。

6.3 悬浮床反应

6.3.1主要设备：悬浮床加氢反应器、热高压分离器、热低压分离器、降压系统、冷高压分离器，材质

由具体的反应产物和温度来定，如果产物是具有腐蚀性的，则宜选用耐腐蚀的材料，如果处于高温段，

则宜选用耐高温的材料。

6.3.2 配套设备：混合器、空气冷却器、电磁流量计、风机、液位计、液压油泵及管道阀门仪表等。

6.4 新氢和循环氢

6.4.1主要设备：新氢压缩机和循环氢压缩机。

6.4.2 配套设备：入口缓冲罐、稳压罐、气体测爆器、电磁流量计、换热器、润滑油泵及管道阀门仪表

等。

6.5 分馏

6.5.1主要设备：减压塔进料加热炉、减压塔和减压塔底油泵，设备材质由具体的分馏产物来定，如果

产物是具有腐蚀性的，则宜选用耐腐蚀的材料，如果产物处于高温段，则宜选用耐高温的材料。

6.5.2配套设备：烟气回收、烧焦罐、鼓风机、电磁流量计、烟气监测设备、液位计、侧线抽出泵及管

道阀门仪表等。

7 检测与过程控制

7.1 检测

7.1.1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宜设液位计、液位开关及流量计，在催化剂配制的出口取样

进行固含量检测，检测标准应依照 GB511-88。
7.1.2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中应在催化剂配制、换热与升压、悬浮床反应、新氢和循环

氢、分馏均设置温度在线监测。

7.1.3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中应在催化剂配制、换热与升压、悬浮床反应、新氢和循环

氢、分馏均设置压力在线监测。

7.1.4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中应在催化剂配制、换热与升压、悬浮床反应、新氢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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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分馏流速的在线监测。

7.2 过程控制

7.2.1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应集中监控，实现系统启动、正常运行工况的监视和调整、

停机和事故处理。

7.2.2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宜采用分散控制系统（DCS）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其功能包括数据采集和处理（DAS）、模拟量控制（MCS）、顺序控制（SCS）及连锁保护（SIS）、

厂用电源系统监控和备用电源（UPS）等。

7.2.3 现场检测仪表宜具有防腐、防渗漏、防结垢和自清洗等功能。

8 安装调试与验收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工程验收依据：批准的设计文件和设计变更文件、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试运行期连续标定报告（一般不少于 1 个月）、完整的启动试运行和生产试运行记录等、重质劣质油

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运行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等。设备安装的验收应在设备调试合格后进行，应在

安装、检查、安全、使用等各方面有关人员共同参加下进行验收。

9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9.1 劳动安全

9.1.1 含固管线和设备，应定期对其进行检测壁厚。

9.1.2 应严格按工艺卡片操作，对参数的调节要求准确迅速。

9.1.3 所有输送含固介质的管线、设备切除后，必须经干净油品冲洗置换。

9.1.4 车间应掌握应急救援预案。

9.1.5 应设有安全仪表系统（SIS），在系统发生异常或出现全厂性故障时，能够主动采取联锁措施使装

置处于安全状态。安全仪表系统的设置应独立于 DCS系统。

9.1.6 应设有紧急泄压排放系统，泄放的物料必须接至密闭处理系统。

9.1.7 应设有可燃及有毒气体检测，及时检测泄漏的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的浓度并及时报警以预防火灾

与爆炸和/或人身事故的发生。

9.2 职业卫生

9.2.1 生产企业应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9.2.2 在装置内应按 GB11651、AQ/T3048等规范要求配备必需的个人防护用具和用品。

9.2.3 含硫化氢物料的采样全部采用密闭采样器，并对操作环境的空气按规范要求进行采样监测，在正

常的生产过程中工作环境的硫化氢气体浓度应满足 GBZ 2.1要求。

9.2.4 生产环境应满足 GBZ1 的要求，对生产环境的有毒有害物质应进行定期采样检测。

10 维护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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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一般规定

10.1.1 应按规定配备运行维护专业人员和设备。

10.1.2 应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和质量管理等文件。

10.1.3 设备内外整洁，各滑动面、丝杠、齿条、齿轮箱、油孔等处无油污，各部位不漏油、不漏气，设

备周围的切屑、杂物、脏物要清扫干净。

10.1.4 工具、附件、工件（产品）要放置整齐，管道、线路要有条理。

10.1.5 按时加油或换油，不断油，无干摩擦现象，油压正常，油标明亮，油路畅通，油质符合要求。

10.1.6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不超负荷使用设备，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齐全可靠，及时消除不安全因素。

10.2 人员与运行管理

10.2.1 应制定悬浮床加氢的操作规程、工作制度、定期巡检制度和维护管理制度等。运行人员应按制度

履行职责，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10.2.2 各岗位人员应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如实填写运行记录，并妥善保存。

10.2.3 电气设备的运行与操作须执行相关供电管理部门的安全操作规程。

10.2.4 风机和水泵操作时，操作人员不得贴近联轴器等旋转部件。

10.2.5 管理人员不得违章指挥。

10.2.6 悬浮床加氢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应纳入正常的设备维护管理工作，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构筑

物、设备、电气及自控仪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10.2.7 含固管线，定期测厚。

10.2.8 控制含固加热炉出口温度、炉膛温度、炉管表面温度、定时检测加热炉设备压降、炉管管壁温度。

10.3 质量管理

10.3.1 悬浮床加氢工程运行过程应定期采样分析，常规指标包括：密度、馏程、固体悬浮物浓度、闪点、

硫含量及氮含量等。

10.3.2 在线监测系统的采样点、采样频次和监测项目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并与监控中心联网。

10.3.3 已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也应定期进行人工监测，比对监测数据。

10.3.4工程设施正常运行时，密度、馏程、固体悬浮物浓度、闪点、硫含量及氮含量的取样和分析化验

每班不应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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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维护保养

10.4.1 悬浮床加氢设施应在满足设计工况的条件下运行，并根据工艺要求，定期对构筑物、反应器、电

气及自控仪表进行检查维护，确保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10.4.2 悬浮床加氢设备长期停机时，注意做好设备的养护，以及冬季低温时设备、管道及仪表的防冻工

作。

10.5 应急措施

10.5.1 根据悬浮床加氢装置生产及周围环境实际情况，考虑各种可能的突发性事故，做好应急预案，配

备人力、设备、通讯等资源，具备应急处置的条件。

10.5.2 悬浮床加氢装置发生异常情况或重大事故时，应及时分析解决，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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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编制任务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于 2020 年下达，下

达文件名称为《关于印发 2020 年第一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中石化联

质发（2020）28 号）。北京华石联合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担本标准的编制工作，参编单位有。

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随着常规石油资源日益减少，重质化和劣质化是世界原油质量变化的主要趋势，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

已接近 70%，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重质、劣质原油总量巨大，劣质重油的高效加工利用已成为

当今炼油工业面临的重大挑战。因此将更多的重质渣油转化为优质的轻质油品已经成为世界炼油技术发展

的主要方向。

传统炼厂采用的加氢或者延迟焦化工艺加工重质劣质油，流程长、成本高、轻质油品收率低，不能适

应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需要。悬浮床加氢技术是实现重质劣质油轻质化的理想方法之一，悬浮床加氢技术可

以加工重质劣质油，具有原料适用范围宽泛，转化率高，总轻质油品收率高，脱除金属、硫、氮效率较高

等特点，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利用率，具有巨大的发展前景。

悬浮床加氢技术是指重质劣质油在临氢与充分分散的催化剂共存条件下于高温、高压下发生热裂解与

加氢反应的过程，它可以把重质劣质原料转化为洁净的汽油、柴油、蜡油等。

悬浮床加氢技术很早之前就存在，只是当时该技术在关键技术及装备上一直没有有效突破和验证，因

此该技术之前在国内炼油行业一直没有实质性的工业应用推广。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劣质油品的加工需求增加，以及环保要求和碳排放的严格限制，悬浮床加

氢技术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目前,在河南鹤壁建有一套 6 万吨/年工业示范装置正在成功平稳运行，总转化率达 95%以上，轻油收

率为 92%～95%，属于国内首创，世界先进的技术突破。该技术比常规炼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原料多样

化，产品清洁化，较传统炼油工艺产品收率提高二十个百分点，可大幅拓展我国原油资源来源、提高利用

效率并减少对国外进口原油的依赖。

现在，悬浮床加氢技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鹤壁华石联合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5.8 万吨/年焦油综合利

用项目采用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从 2016 年 2 月建成投

产以来已经平稳运行将近四年，正在建设的装置有黑龙江省龙油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00 万吨/年悬浮

床渣油加氢装置也将于 2020 年投产。目前，国外也有项目建成。悬浮床加氢技术和常规技术相比具有转

化率高，轻油收率高等特点，使得悬浮床技术在目前行业竞争中具有很大优势，作为一个新技术，现在国

内还没有相关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为了更好实现推广应用，加速悬浮床加氢技术在重油轻质化领域

应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现在有必要建立严谨、完善的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

综上所述，现在建立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是有必要的。通过总结国内外现有装置的工

程实践，经过充分论证，提炼为本团体标准。

3 主要工作过程

（1）2020 年 5 月初，《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编制任务下达后，主编单位成立了《重

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编制组，并展开了调研、编制、论证等工作。

（2）编制组从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调研开始，收集了大量的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

相关资料，并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归纳和分析，初步形成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的现

场调研方案。走访、调研了大量加氢企业，对各企业生产工艺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并对调研数据进行了

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同时，向相关专家咨询、学习，比对调研数据的准确性。

（3）2020 年 10 月底，完成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和《重质

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4）2020 年 11 月初，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召开了标准讨论会。

（5）2020 年 11 月，根据讨论会意见修改标准，编制组于 12 月中旬完成了对《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

氢处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和《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编制说明）的修改。

（6）2021 年 6 月，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返回的修改意见修改标准，编制组于 6 月初完成

了对《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初稿）和《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

范》（编制说明）的修改。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研究

经过检索和调研，针对渣油加氢方面没有找到生产技术规范。经过查询中国政府网、全国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标准网、工标网等，没有发现关于渣油加氢生产方面的国内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等，炼油行业关于生产方面也没有查到，但其他行业的有查到，像 GB/T 35802-2018《碳酸钠生产技术规范》、

GB/T 33321-2016《黄磷生产技术规范》等。炼油企业，像中石油、中石化企业内部正常会有关于生产方面

的相关要求，但像团体标准、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没有找到。

经过检索（调研和查询各大网站等），没有发现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5 同类工程现状调研

5.1 国内外渣油加氢技术

目前国内外渣油加氢技术主要有：渣油固定床加氢处理技术、渣油沸腾床加氢裂化技术、悬浮床加氢

技术。各类渣油加氢技术汇总表见表 1。
表 1 各类渣油加氢技术汇总表

序号 工艺方法 固定床 沸腾床 悬浮床

1 可加工原料 常规含硫原油渣油 性质较劣的重质渣油 劣质重渣油

2 反应温度，℃ 370～420 400～450 430～470

3 反应压力，Mpa ＞13 ＞15 ＞18

4 渣油转化率，% 20～50 50～90 ＞90

5 脱硫率，% ＞90 60～90 60～90

6 脱氮率，% 50～70 30～50 30～50

7 脱残炭率，% 70～90 70～95 80～95

8 脱金属率，% 50～70 60～80 70～95

9 产品质量 可作为低硫燃料油和深加工原料 重油还需加工或作燃料油 需要进一步加氢精制或裂化

10 化学氢耗，Nm3/m3 ～150 200～300 200～300

11 技术难易程度 工艺设备简单，容易操作 复杂 较复杂

12 技术成熟性 成熟 较成熟 较成熟

13 装置投资 中等 较高 中等

5.1.1 渣油固定床加氢处理技术

渣油固定床加氢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渣油加工技术，能够生产合格的低硫燃料油及催化裂化进料，因而

获得较普遍的应用。

渣油固定床加氢处理技术是目前工业应用最多的渣油加氢技术，主要用于催化裂化原料的加氢预处

理，能够加工处理高硫渣油，但不能适应高金属和高残炭渣油加工。由于固定床催化剂上会富集金属（Ni、
V）以及固定床催化剂孔道口会积碳，这样会阻碍反应分子进入催化剂内表面发生反应，所以每 1～2 年装

置需要停工进行催化剂置换，装置难以实现长周期运转。固定床渣油转化率低，转化率为 20%～50%。
渣油固定床加氢处理技术主要有 Chevron 公司的 RDS/VRDS 工艺，UOP 公司的 RCD Unionfining 工艺、

ExxonMobil 公司的 Residfining 工艺、Shell 公司的 HDS 工艺、Axens 公司的 Hyval 技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的 S-RHT 技术等。

固定床渣油加氢技术特点分析:

javascript:;


渣油（常压渣油、减压渣油）是原油一次加工（常、减压蒸馏）后剩余的最重部分。与轻质馏分油相

比，渣油组成复杂，平均相对分子质量大，黏度高，密度大，氢碳比低，残炭值高，含有大量的金属、硫、

氮及胶质、沥青质等有害元素和非理想组分，加氢处理难度较大，在反应过程中易生焦。若要达到所需的

反应目的，固定床加氢处理装置通常需要在高温、高压和较低体积空速的苛刻条件下操作。在加氢处理过

程中,渣油会生成较多的积炭和金属硫化物等固体物，必须有效地控制这些固体物在催化剂床层上沉积的速

率和沉积量，否则将导致反应器压力降(△P)快速增大或催化剂活性快速下降，直至达到设计极限，装置被

迫停工，大大缩短装置操作运转周期，从而影响工艺的经济效益。因此，减少停工次数、延长操作运转周

期是提高渣油固定床加氢处理装置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

固定床渣油加氢处理催化剂应具备可脱除少量的固体颗粒物又可加氢脱金属、加氢脱硫、加氢脱氮、

加氢脱残炭及部分加氢转化等多种功能。因此,固定床渣油加氢技术的特点就是根据渣油的性质、加工产品

方案的要求,对渣油加氢装置的设计和操作进行催化剂的级配和反应条件的优化。

5.1.2 渣油沸腾床加氢裂化技术

沸腾床是一种由氢气、液态渣油和固态催化剂三相高压流化床的加氢技术。渣油和氢气从底部进入反

应器，使催化剂床层处于沸腾状态进行加氢反应。反应器在操作过程中在线排出失活的催化剂，同时补充

加入新鲜催化剂，保持催化剂活性恒定，适合加工更劣质的渣油。

渣油沸腾床加氢裂化技术能够加工高硫、高残炭、高金属的劣质渣油，相较于固定床加氢处理技术具

有较高的转化率，但仍旧有 25%～45%的未转化尾油，且未转化油无法处理。沸腾床在加工渣油时，通常

在高残炭、高金属含量时，反应条件较缓和，一般转化率在 60%～70%。沸腾床有催化剂在线加排系统且

工艺流程和设备复杂使得操作难度大。沸腾床投资比较高。

渣油沸腾床加氢技术，国外工业化装置较多，代表性工艺有 CLG 公司的 LC-Fining 和 AXENS 公司的 H-oil
技术。近年来，中国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和洛阳石油化工工程公司合作，现已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 STRONG 沸腾床渣油加氢技术。

沸腾床渣油加氢技术特点：

沸腾床渣油加氢工艺的主要特点，一是能较大幅度地降低油品黏度，并具有一定的转化能力；二是能

加工一般固定床渣油加氢工艺难于加工的原料来生产催化裂化原料。

5.1.3 悬浮床加氢技术

悬浮床渣油加氢反应的简单工艺流程为在催化剂和氢气存在下，将混有催化剂的渣油原料通过空筒式

的反应器进行加氢热裂化反应。

悬浮床渣油加氢技术可加工高金属和高残碳的劣重质渣油，转化率比较固定床和沸腾床都高，转化率

最高可以达到 90%以上。该技术具有轻油收率高、原料适用范围更广、转化率高、运转周期长、投资不高、

未转化油少等优点，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悬浮床渣油加氢工艺类型主要有 VCC、Canmet、HDH、EST、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等。

5.2 国内外悬浮床加氢技术

目前国内外悬浮床加氢技术主要有：意大利 Eni 集团的 EST 技术、VCC 技术、UOP Uniflex 技术、重质

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等。悬浮床加氢技术汇总表见表 2，国内外悬浮床加氢装置情况见表 3。
表 2 悬浮床加氢技术汇总表

技术名称 EST VCC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

氢处理技术

所属公司 Eni BP 北京三聚环保

表 2 悬浮床加氢技术汇总表（续）



技术名称 EST VCC 重油悬浮床

加氢裂化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

氢处理技术
催化剂类型 油溶性钼催化剂 粉末型催化剂 水溶性多金属

催化剂

复合粉末型

反应温度，℃ 400～425 440～470 430～470 430～460

反应压力 ，MPa 10～20 18～23 9～13 ＜22
转化率，% ＞97 85～95 80～96 ＞97

表 3 国内外悬浮床加氢装置情况

技术名称 工业化进程

EST
在意大利 Sannazzaro炼厂建有 115 万 t/a的工业装置

在意大利 Taranto炼厂建有 70万 t/a的工业装置

VCC

在延长石油安源化工有限公司 50 万吨/年煤焦油加工工业装置

陕西延长石油油煤新技术开发公司 45 万吨/年工业装置

在俄罗斯 TAIF 建有 270 万吨/年工业装置

柬埔寨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建有 120 万吨/年装置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
在鹤壁建有 15.8 万吨/年工业示范装置

大庆正在建设一套 100 万吨/年工业装置

5.2.1 EST 技术

EST 技术采用分散型、油溶性、母体含钼的有机化合物催化剂（在反应器中能够维持分散性不变，通

过转化为无载体纳米级 MoS2而保持较高的催化活性），催化剂粒度约为 0.1μm～2.0μm、用量为 1mg/g 左
右，在 16MPa，400℃～425℃反应条件下，新鲜原料以及未转化油一起进入悬浮床反应器反应。未转化油

经过多次循环可以达到几乎 100%转化，但实际生产过程中为了确保长周期运行，一般会外排少量未转化

油以减少渣油中的金属累积。

5.2.1.1 技术开发的历程

实验室和中试研究阶段：1988 年，ENI 公司开始 EST 技术的实验室研究。2000 年，该公司在 San Donato
研发中心建设了加工量为 2.5kg/h 的 EST 技术连续中试装置，2000 年～2003 年在中试装置上进行了中试试

验。

工业示范装置：ENI公司自 2002年起在位于意大利南部的 Taranto炼厂建设 6万 t/a EST工业示范装置。

2007 年,基本完成了工业示范装置试验数据的收集工作。

百万吨级装置：ENI 公司在 Sannazzaro 炼厂建设了 1 套加工能力为 115 万 t/a 的 EST 工业装置。该装

置自 2008 年起开始设计建设。

5.2.1.2 技术特点

EST 技术可根据原料的性质优化反应苛刻度（主要为反应时间和温度），以保证渣油的稳定性并避免发

生沥青质沉淀，从而避免生焦和堵塞设备。脱金属率＞99%，脱残碳率＞97%，脱硫率＞85%，对劣质原油

进行改质时，生产的合成原油的 API°相比原料油可提高 20 个单位以上。

5.2.2 VCC 技术

5.2.2.1 发展历程

该技术起源于 1913 年开发成功的德国 Bergius Pier 煤液化技术，2002 年 BP 公司买断了该技术，现在

由 KBR 公司负责技术的转让以及相关技术服务。

1927 年～1943 年期间，使用该技术在德国建设并成功运行了 12 套煤直接液化装置。

20 世纪 50 年代初，对上述煤直接液化装置进行加工渣油的改造。

在 1981 年 5 月经过技术改良的 556.45m3/d VCC 悬浮床加氢裂化装置在德国 Bottorp 开车运行，对煤

进行直接液化，并一直运行到 1987 年 4 月，随后改为加工渣油和超重油，该装置一直运行到 2000 年。

2000 年，因为原油价格不断下降，VEBA Oel 拆除了 Bottrop的 556.45m3/VCC 工厂。



2002 年 BP 收购 Veba Oel 公司，进而取得了 VCC 技术的所有权，而后决定重新推出该技术，但是侧重

点从煤液化转向炼油厂渣油的加氢裂化处理。

2010 年 1 月 21 日 KBR 和 BP 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推广 VCC 悬浮床加氢裂化技术，由 KBR 公司独家

提供技术许可、工程设计包、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

2010 年，加拿大油砂沥青改质采用了该技术。

在延长石油安源化工有限公司建有 50 万吨/年煤焦油加工工业装置，在陕西延长石油油煤新技术开发

公司建有 45 万吨/年工业装置，在俄罗斯 TAIF 建有 270 万吨/年工业装置。

5.2.2.2 主要技术特点

（1）原料：可以加工多种原料如煤、塑料、减压渣油、劣质重油及其混合物。

（2）催化剂：不使用含金属的催化剂，仅添加少量低价格的天然（细粉状）矿物添加剂。

（3）工艺：一次通过流程（即单程无循环工艺），且反应器没有内构件、没有液体循环泵，通过独特

的设计实现反应动力学和流体动力学的要求，保证高转化率与高选择性地生成馏分油产品。物料向上通过

反应器，反应产物在分离出反应残余物后，全部进入固定床加氢反应器。

5.2.3 UOP Uniflex技术

5.2.3.1 发展历程

CANMET 加氢裂化工艺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由加拿大矿业与能源技术中心（CANMET）的能源研究

实验室开发的。该技术旨在中等操作苛刻度下将减压渣油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产品。使用廉价的阻焦催

化剂。

1979 年在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蒙特利尔炼油厂建设了一套 794.94m3/d的示范装置，并于 1985 年投产。

2006 年，UOP 开始与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NR Can 合作，致力于评估并提高 CANMET 加氢裂化工艺的工

艺的工作。

2007 年，UOP 获得了 CANMET 在世界范围内的授权，经改进后成功开发了 Uniflex工艺的悬浮床技术，

该技术结合了 CANMET 工艺中的反应器部分和 UOP Unicracking，Unionfining 处理技术及新的纳米级催化

剂。

5.2.3.2 技术特点

UOP Uniflex 悬浮床加氢工艺流程，该工艺流程与 UOP 常规 Unicracking 工艺装置相似。液体原料和循

环氢由不同的加热炉加热，一小部分氢气与催化剂被送入原料加热炉。从两个加热炉流出的两股物流进入

由富氢气体鼓泡的全液相悬浮床反应器的底部。

Uniflex 工艺主要操作条件：压力 12.7MPa～14.1MPa，温度 427℃～471℃，采用纳米催化剂，渣油转

化率可达 90%以上，产品主要是石脑油与柴油。

5.2.4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是由三聚环保和北京华石联合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自主研发，

是国内首套成功应用于工业化装置的悬浮床加氢工艺。目前，采用该技术在河南鹤壁已经建有 6 万吨/年工

业示范装置，该装置于 2016 年 2 月已经开工运行。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是一项通过高温、高压、临氢裂化加工劣质、重质油品原料以获得更

高轻油收率和改善产品质量的先进技术。

该技术比常规炼油技术的最大优势是：原料多样化，产品清洁化，较传统炼油工艺产品收率提高二十

个百分点；可大幅拓展我国原油资源来源、提高利用效率并减少对国外进口原油的依赖。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攻克了在其他工艺运行中存在的结焦、磨损、堵塞等技术难题。

5.2.5.1 发展历程

自 2011 年始，汇集了煤化工、石油化工、材料科学、催化剂研制、工程开发等诸多人才，着力攻克

悬浮床技术。同时，与国内外多加机构和企业进行广泛的技术合作。

2011 年，三聚搭建了完备的试验室装备，从小试、中试入手，不断进行催化剂和装备的测试，2014



年确定了催化剂和工艺技术方案。

2016 年 2 月建成 6 万吨/年工业示范装置并成功平稳运行。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历经近 10 年的艰苦创新，从催化剂研发、小试、中试，一直到建成

工业示范装置并成功平稳运行，属于国内首创，世界先进的技术突破，并围绕悬浮床形成了完整的自有知

识产权，获得授权核心发明专利 52 项。

5.2.5.2 技术特点

（1）采用微米级多活性组元的复合催化剂

该催化剂具有加氢、裂化、防结焦三大功效。该催化剂表面积大，活性高，在反应器中不发生堵塞，

对焦炭和金属具有良好的吸附性能，可多次循环使用。针对不同的原料通过改变催化剂的孔容、比表面积

等重要参数，来提高反应转化率的同时，控制胶质沥青质缩合结焦。

（2）具有高转化率的悬浮床加氢反应器

该反应器实现了高度返混、内部均匀等温、催化剂分散均匀，同时具备安全的反应器控温系统，反应

速率和反应深度可控。反应器可实现催化剂浓度 5%～30%可调，老化催化剂可自动排出反应器，避免反应

器内催化剂的累积和结焦。

（3）高能量含固液体大幅降压防磨损工艺

悬浮床工艺中热高分到热低分的高含固、高温的降压阀是核心技术。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进行了重点

研发：一是优化催化剂硬度、粒径及形状，降低该处的磨损的苛刻度；二是优化阀门的材质和设计结构，

对阀芯材质进行特殊处理，最终解决了该系统的长周期运行问题。

（4）多项关键核心工艺

悬浮床加氢技术中包含催化剂与原料高分散充分混合技术、催化剂的分离及再循环技术，以及一系列

的防结焦、防堵塞和防磨损技术。这些技术已经在工业示范装置上得到了成功的验证。

5.3 工程实例

编制组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做了广泛调研。对典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

（1）鹤壁 15.8 万吨/年工业示范装置情况

该项目使用的技术来自三聚环保和北京华石联合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自主研发的重质劣质油

悬浮床工艺技术，是国内首套成功应用于工业化装置的悬浮床加氢工艺。

2013 年 7 月启动了 15.8 万吨/年的工业示范装置建设，项目建设选址在河南鹤壁市，项目主要包括：

15.8 万吨/年预处理装置，6 万吨/年重质劣质油超级悬浮床装置，10 万吨固定床加氢处理装置，辅助配套

水、电、气、风等公用工程。

2014 年 3 月在鹤壁举行了 15.8 万吨/年焦油综合利用项目的奠基仪式。

2015 年 12 月工业项目建成实现中间交接。

2016 年 2 月重质劣质油悬浮床装置投料试车。一次开车成功，经过近三个月的首次运行，装置无结焦，

无磨损，无堵塞，运行平稳，并取得轻油收率 92 wt%～95wt%，重油转化率超过 96 wt%～99wt%，产品柴

油和石脑油达到或超过国 V 标准的预设指标。

原料：常压渣油，煤焦油。

处理工艺：采用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技术，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技术是北京华石联合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发明的工艺技术，是悬浮床与固定床加氢联合的技术，是高温高压热裂化+催化裂解的综合反应过

程，524℃以上馏分转化率＞95wt%，有非常高的液体收率。

工艺流程：整个装置分为催化剂浆液配制、换热与升压、悬浮床反应、新氢和循环氢、分馏单元。

悬浮床单元主要工艺指标：悬浮床单元主要工艺指标见表 4。
表 4 悬浮床单元主要工艺指标

序号 项目 内容

1 空速 0.8 h-1～1.0 h-1



2 催化剂粒径 60μm～150 μm
3 脱硫率 88%～99%
4 脱氮率 85%～95 %
5 原料转化率 95%～100 %
6 轻油收率 85%～90 %

6 主要技术内容及说明

6.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工艺构成、工艺设计与要求、

主要工艺设备与材料、检测与过程控制、安装调试与验收、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维护与保养。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新建（含改、扩建）的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生产企业。

6.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列出了规范条文中出现的标准。

6.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规范所涉及到的有关术语和定义。根据本标准的技术内

容，给出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石脑油馏分、柴油馏分、蜡油馏分、降压系统 6 个术语，

并进行了定义和解释。本术语和定义仅适用于本标准。

6.4 一般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在原料、产品要求，应急系统、厂址选择和三废排放方

面提出了一般性的要求。

6.5 工艺构成

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项目中的不同工段的构（建）筑物与设备的构成。

6.6 工艺设计

6.6.1 工艺概述

对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工艺进行了总体描述。该工艺流程主要包括以下 5 个工段。

（1）催化剂浆液配制。

（2）换热与升压。

（3）悬浮床反应。

（4）新氢和循环氢。

（5）分馏。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工艺流程框图见图 1。



图 1 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工艺流程框图

工艺流程简述：催化剂和配制浆液用油经过催化剂浆液配制混合均匀后形成催化剂浆液。自催化剂浆

液配制来的催化剂浆液进入换热与升压，自新氢和循环氢来的混氢进入换热与升压，原料油进入换热与升

压，换热与升压出来的物料送至悬浮床反应。

自换热与升压来的物料自悬浮床反应器底部进入，反应产物由反应器顶部排出，反应器出来的反应产

物进入热高压分离器，分离出热高分气和热高分油（含固液体），热高分气经过分离系统分离出循环氢、

低分气、酸性水和混合馏分油，混合馏分油进入分馏 1。热高分油为含固介质，热高分油经过降压系统降

压后进入热低压分离器将溶解于热高分油中的氢气和轻馏分油分离除去后，热低分油进入分馏 2。悬浮床

反应设有紧急泄放系统。新氢进入系统升压到要求压力，自悬浮床反应来的冷高分气进入循环氢进行升压，

升压到要求压力后一部分与新氢混合后作为混氢，另一部分至悬浮床反应。

自悬浮床反应来的混合馏分油进入分馏 1 后分离出气体、石脑油馏分、馏分油 1（柴油馏分和蜡油馏

分）等。自悬浮床反应工序来的热低分油进入分馏 2 分离出气体、馏分油 2（柴油馏分和蜡油馏分）、减底

油。

6.6.2 催化剂浆液配制

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规定了催化剂粒径、重质劣质油/催化剂和催化剂预混罐内催化剂浆液的固含量的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

求。

（1）要求催化剂粒径为 2μm～200μm。

催化剂粒径的定义：催化剂的颗粒直径。

（2）要求重质劣质油/催化剂为 100/0.5～100/4（w）。
（3）要求催化剂预混罐内催化剂浆液的固含量为 0.1%～10%（w）。
以上数据是通过调研悬浮床加氢生产企业后，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6.6.3 换热与升压

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规定了高压进料泵前原料罐操作压力、含固加热炉出口温度、含固加热炉炉膛温度、含固加热炉炉管

表面温度、原料油进高压原料泵前温度、含固换热器设备压降、含固加热炉设备压降和加热炉炉管管壁温

度的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1）要求高压进料泵前原料罐操作压力为 0.25 MPa～0.4 MPa。
（2）要求含固加热炉出口温度≯450℃。

（3）要求含固加热炉炉膛温度≯840℃。

（4）要求含固加热炉炉管表面温度≯515℃。

（5）要求原料油进高压原料泵前温度≯240℃。

（6）要求含固换热器设备压降≯0.7MPag。
（7）要求含固加热炉设备压降≯1.0MPag。
（8）要求加热炉炉管管壁温度≯515℃。

以上数据是通过调研悬浮床加氢生产企业后，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6.6.4 悬浮床反应

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规定了空速、反应器入口氢油比、反应器氢分压、反应温度、热高压分离器底部油品温度、脱硫率、

脱氮率、原料转化率、轻油收率、悬浮床反应器任意一点温度、悬浮床反应器密度、热高分液位、冷高分

温度、冷高分操作压力、热高压分离器底部油品温度、补充氢组分和反应器压差的的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

求。



（1）要求空速不宜低于 0.1 h-1。

空速按式（A.1）计算：

A1=A2/A3 …………………………（A.1）
式中：

A1—质量空速；

A2—原料质量流量，单位 kg/h；
A3—催化剂质量，单位 kg。

（2）要求反应器入口氢油比不宜低于 700:1（Nm3/m3）。

（3）要求反应器氢分压不宜低于 10 MPa（G）。
反应器氢分压按式（A.2）计算：

P1=P×X …………………………（A.2）

式中：

P1—氢分压，单位MPa；

P—操作压力,单位为MPa；

X—气相中氢分数，单位为%。
（4）要求反应温度不低于 400℃。

反应温度的定义：反应体系本身的平均温度。

（5）要求脱硫率不小于 90%。
脱硫率按式（A.3）计算：

A4=(W1-W2 )/W1×100% …………………………（A.3）
式中：

A4—脱硫率（%）；
W1—原料中的硫含量，单位为 ppm；

W2—反应生产油中的硫含量，单位为 ppm。

（6）要求脱氮率不小于 60%。
脱氮率按式（A.4）计算：

A5=(W3-W4 )/W3×100% …………………………（A.4）
式中：

A5—脱氮率（%）；
W3—原料中的氮含量，单位为 ppm；

W4—反应生产油中的氮含量，单位为 ppm。

（7）要求原料转化率不小于 90%。
原料转化率按式（A.5）计算：

A6=M1/M2×100% …………………………（A.5）
式中：

A6—原料转化率（%）；
M1—产品量，单位 t；
M2—原料量，单位为 t。

（8）要求轻油收率不小于 85%。
轻油收率按式（A.6）计算：

A7=M3/M4×100% …………………………（A.6）
式中：

A7—轻油收率（%）；
M3—轻油产量，单位为 t；



M4—进料量，单位为 t。
（9）要求悬浮床反应器任意一点温度≯450℃。

（10）要求悬浮床反应器密度≯130Kg/m3。

（11）要求热高分液位 30%～70%。
（12）要求冷高分温度 45℃～55℃。

（13）要求冷高分操作压力 14.0～21.0MPag。
（14）要求热高压分离器底部油品温度≯450℃。

（15）要求补充氢组分：氢气含量≥99.5%（V），CO+CO2≤20μg/g，CH4≤0.5%(V)。
（16）要求反应器压差≯1.0MPag。
以上数据是通过调研悬浮床加氢生产企业后，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6.6.5 新氢和循坏氢

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规定了润滑油供油压力、润滑油供油温度的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1）要求润滑油供油压力为 0.35 MPag～0.4MPag。
（2）要求润滑油供油温度≤45℃。

以上数据是通过调研悬浮床加氢生产企业后，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6.6.6 分馏

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规定了减底油收率、减压塔进料加热炉出口温度、减压塔进料加热炉炉膛温度、减压塔进料加热炉炉

管表面温度、减压塔顶温度、减压塔底温度和减底油外送温度的工艺指标宜符合的要求。

（1）要求减底油收率（占原料油）≤10%（w）。
（2）要求减压塔进料加热炉出口温度为 200℃～330℃。

（3）要求减压塔进料加热炉炉膛温度≯730℃。

（4）要求减压塔进料加热炉炉管表面温度≯450℃。

（5）要求减压塔顶温度≯90℃。

（6）要求减压塔底温度≯300℃。

（7）要求减底油外送温度 120℃～150℃。

以上数据是通过调研悬浮床加氢生产企业后，经过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6.7 主要设备和材料

规定了主要工艺的设备选型和材料的要求。对主要工艺的配套设备提出了规定。

6.8 检测与过程控制

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工程中在线检测设备提出了规定。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

氢处理技术工程远程仪表和现场仪表控制系统等提出了规定。

6.9 安装调试与验收

规定了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工程验收依据的要求和设备安装的验收要求。

6.10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从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规定，劳动安全方面对现场设备操作、仪表本质安全和有

毒有害检测防护提出了规定。规定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防护的要求。对含硫化氢物料的采样、生产环

境等提出了规定。



6.11 维护与保养

规定了维护与保养的一般规定，对操作人员与运行管理、产品质量管理、设备维护保养、应急措施方

面提出了规定。

7 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技术分析

（1）环境效益

本标准中工艺加工过程环保，采用本标准中工艺，比传统的加工方法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

（2）经济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从工艺流程设计、设备选型、材料选择等方面，都利于企业找到最佳平衡点。

（3）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实施能够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合理规范的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示范工程，不仅能够

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形象口碑，同时为我国重质劣质油悬浮床加氢处理技术发展也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8 标准实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在实施过程先试行，然后广泛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反馈的

问题和技术进步情况进一步对本标准进行修订与完善，最终形成实用的、先进的技术管理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