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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开提供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PE)的

系统和方法，其包括测量所述PE的熔体流动指数

(MFI)，将所述MFI的测量值与所述MFI的预定期

望范围比较，基于所述MFI的比较值，改变到所述

聚合反应器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中改变所述催

化剂进料速率抢先补偿随后的到所述聚合反应

器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其维持预定的停留时

间并且使所述PE的所述MFI达到所述MFI的所述

预定期望范围内；和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

述氧气流动速率，由此维持所述预定停留时间并

且使所述PE的所述MFI达到所述MFI的所述预定

期望范围内。重复所述测量和比较步骤以确保在

所述预定停留时间下所述MFI的所述测量值在所

述MFI的所述预定期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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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方法，所述聚合反应器接收乙烯进

料、铬类催化剂进料和氧气进料，其中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具有

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的预定的停留时间和熔体流动指数(MFI)的预定期望范围，所述方法

包含：

(a)在所述预定停留时间测量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MFI以

得到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测量MFI值；

(b)将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MFI的所述测量值与所述MFI的所述预定期望范围比较

以得到比较结果；

(c)当基于所述比较结果，所述MFI的所述测量值在所述MFI的所述预定期望范围外时，

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中校准所述铬类催化

剂进料的所述催化剂进料速率的改变以抢先补偿预期随后的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

气进料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其中所述预期的随后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

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为用于维持所述预定停留时间和用于使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

产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MFI达到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MFI的所述预定期望范围

内的调节；

(d)在开始(c)之后的预定时间，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料的所述氧气流

动速率，由此维持所述预定停留时间并且使具有所述铬类催化剂的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产

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MFI达到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和

(e)在(d)之后重复(a)和(b)以确定在所述预定停留时间下所述MFI的所述测量值在所

述MFI的所述预定期望范围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铬类催化剂进料的

所述催化剂进料速率包括提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催化剂进料速率；并且

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料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包括在选自开始步

骤(c)之后15分钟到2小时的所述预定时间提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铬类催化剂进料的

所述催化剂进料速率包括降低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催化剂进料速率；并且

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料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包括在选自开始步

骤(c)之后15分钟到2小时的所述预定时间降低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

4.根据权利要求1到3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

料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使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MFI达到所

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MFI的所述预定期望范围的中值。

5.根据权利要求1到4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料的

所述氧气流动速率以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乙烯进料的体积计为1ppb到500ppb。

6.根据权利要求1到5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氧气进

料的所述氧气流动速率将所述预定停留时间维持在恒定值。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中改变到所述聚合反应器的所述铬类催化剂进料的

所述催化剂进料速率维持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恒定生产速率

和在所述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所述聚乙烯聚合物的所述恒定值的所述预定停留时间。

8.根据权利要求1到7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聚乙烯聚合物在恒定生产速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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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9.根据权利要求1到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为气相聚合方法并且所述聚

合反应器为气相聚合反应器。

10.根据权利要求1到8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方法为液体浆料相聚合方法并

且所述聚合反应器为液体浆料相聚合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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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聚乙烯聚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用于生产聚合物的方法并且具体来说涉及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流化床气相方法中，反应物，如气态乙烯、催化剂、氢

气和其它原材料转化成固体聚乙烯聚合物。用于这类流化床气相方法的聚合反应器可包括

反应器容器、压缩机和冷却器(热交换器)。在生产期间，聚合反应通过流化气体维持在颗粒

聚乙烯和气态反应物的两相流化床中，所述流化气体穿过靠近反应器容器底部的分布器

板。将反应热量转移到循环气体物流，所述循环气体物流在外部循环管线中压缩并且冷却，

并且然后再引入到反应器容器的底部中，在所述反应器容器中所述循环气体物流穿过分布

器板。添加反应物的补充进料物流以维持期望反应物浓度。

[0003] 通过这类流化床气相方法形成的聚乙烯聚合物的特性可由改变流化床气相方法

的一个或多个操作条件控制。这类操作条件可包括操作温度、存在于反应器容器中的催化

剂的量、催化剂的类型和/或量和存在于反应器容器中的气态反应物的量等等。聚乙烯聚合

物的这类特性可包括例如分子量、分子量分布、聚合物密度和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指

数。这些特性中，可测量熔体流动指数以提供聚乙烯聚合物分子量的间接测量，其中较高的

熔体流动速率对应于相对较低的分子量，并且较低的熔体流动速率对应于相对较高的分子

量。

[0004] 操作条件还可影响聚乙烯聚合物的生产速率。对于许多应用，可期望在操作聚合

反应器时具有恒定的聚乙烯聚合物生产速率，使得聚乙烯聚合物尤其具有在期望范围内的

熔体流动指数。还可期望具有尽可能高的聚乙烯聚合物生产速率，同时仍然生产在期望熔

体流动指数范围内的聚乙烯聚合物。具有恒定的生产速率可需要使来自聚合反应器的聚乙

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也是恒定的。停留时间为用于形成聚乙烯聚合物的组分在聚合反应器

中花费的平均时间量，假设在聚合反应器内没有死区或停滞区。所有其它保持相同，随着停

留时间增加，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指数减小(例如聚乙烯聚合物保持在反应器容器中

较长，平均分子量上升)，并且当停留时间减少时，熔体流动指数增大(例如聚乙烯聚合物保

持在反应器中容器较短，平均分子量降低)。

[0005] 一个重要的挑战为到达稳定状态，中在期望熔体流动指数范围内以期望生产速率

生产聚乙烯聚合物。这可需要改变存在于反应器容器中的催化剂的量、催化剂的类型和量，

和存在于反应器容器中的气态反应物的分压。控制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指数的一种方

法为辅助材料进料到反应器容器。举例来说，添加到在反应器容器中的气相流化床的氧气

往往会用作终止聚合的催化剂“毒物”。这一般来说导致聚乙烯聚合物熔体流动指数增大。

然而，添加氧气以控制熔体流动指数可引起停留时间改变，这继而可引起熔体流动指数的

进一步改变。给定此情形，从过程控制观点，保持停留时间恒定以使最大化聚乙烯聚合物的

生产速率变为极其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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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因此，在所属领域中需要能够维持恒定值的停留时间，以使最大化来自聚合反应

器的聚乙烯聚合物的生产速率，同时调整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以使聚乙烯聚合物的分子量

在期望熔体流动指数范围内。

发明内容

[0007] 本公开提供使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指数(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同时

维持恒定值的聚乙烯聚合物的预定停留时间。使在预定停留时间下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

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通过改变进料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的氧气流动速率完成。然

而，改变氧气流动速率调节MFI需要通过抢先改变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流动速率补偿

以便维持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因此，相对于氧气流动速率改变的催化剂流动速率改变

的定时用于提供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聚乙烯聚合物同时维持恒定值的预定停留

时间。

[0008] 具体来说，本公开提供用于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方法，其中聚合

反应器接收乙烯进料、铬类催化剂进料和氧气进料，其中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聚乙烯聚

合物具有预定的在聚合反应器中的停留时间和熔体流动指数(MFI)的预定期望范围。方法

包括(a)测量在预定停留时间下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以得到聚乙烯

聚合物的测量MFI值。方法进一步包括(b)将聚乙烯聚合物的测量MFI值与预定的期望MFI范

围比较以得到比较。方法使用到聚合反应器的进料氧气的氧气流动速率以最终维持预定停

留时间并且使在铬类催化剂的情况下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在聚乙烯

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然而，在此之前，方法抢先(c)当基于来自(b)的比较，MFI

的测量值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外时，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的进料的催化剂进

料速率。具体来说，校准铬类催化剂的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的改变以抢先补偿预期随后

的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如所提及，预期的随后到聚合反应器

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为用于维持预定停留时间和用于使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

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在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调节。方法还包括(d)，其

在开始(c)之后在预定时间提供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由此维持

预定停留时间并且使在铬类催化剂的情况下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在

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在(e)中，在(d)之后，重复本文提供的步骤(a)和

(b)以确定在预定停留时间MFI的测量值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

[0009] 根据MFI的期望改变，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包

括提高到聚合反应器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中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

率包括在选自开始步骤(c)之后15分钟到2小时的预定时间提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

速率。替代地，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包括降低到聚合反

应器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中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包括在选自开

始步骤(c)之后15分钟到2小时的预定时间降低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速率。

[0010] 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以到聚合反应器的乙烯进料的体积计

为1ppb到约500ppb。因为氧气为铬类催化剂的毒物，所以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

氧气流动速率优选地使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为聚乙烯聚合物的MFI

的预定期望范围的中值。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还将预定停留时间维持在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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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值，如本文将更充分讨论。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根据一个或多个实施例表示可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气相聚合反应器系

统的示意图。

[0012] 图2A-2E为实例聚乙烯聚合物的数据，其中图2A为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小

时)；图2B为以吨/小时为单位的生产速率；图2C为根据ASTM  D1238测量的熔体流动指数

(I21)dg/min；图2D为O2/C2摩尔进料比ppbv；图2E为实例聚乙烯聚合物的催化剂进料速率

(kg/h)和催化剂生产率(吨聚乙烯/kg催化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如本文所讨论，本公开提供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方法。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

物的这些方法可包括使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指数(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同时

维持恒定值的聚乙烯聚合物的预定停留时间。使在预定停留时间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

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可通过改变到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

料的氧气流动速率完成。然而，为了维持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改变氧气流动速率中调节

MFI可通过抢先改变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流动速率补偿。因

此，如本文所讨论，相对于改变氧气流动速率改变催化剂流动速率的定时用于提供MFI在

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聚乙烯聚合物，同时维持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

[0014] 如所提到，改变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流动速率在进行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

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之前进行。因为响应于聚乙烯聚合物反应的相对差别以改变催化剂

进料速率和改变氧气进料速率，可利用交错流动速率改变。举例来说，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

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可导致快速改变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相比之下，改

变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可在看到改变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之前具有

长的多的诱导期。

[0015] 因此，在改变氧气流动速率以调节MFI时，停留时间可偏离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

间。知道这一点，以校准方式改变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流动速率以抢先补偿预期随后

的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如本文所讨论，改变催化剂流动速率

的校准方式可至少部分基于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催化剂进料速率、铬类催化剂的诱导

期数据、铬类催化剂的停留时间、铬类催化剂的活性速率，和/或铬类催化剂的衰减速率。一

旦改变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流动速率的影响开始起作用(例如当诱导期结束和停留时间开

始偏离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超出预定阈值时)，改变氧气流动速率可用于使聚乙烯聚合

物的MFI在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并且将停留时间恢复到恒定值。

[0016] 如本文所用，预定停留时间为被选择用于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停

留时间。如本文中更充分讨论，聚合反应器至少接收乙烯进料、铬类催化剂进料和氧气进料

以在稳定状态下生产聚乙烯聚合物。基于聚合反应器的给定操作条件的聚乙烯聚合物的期

望生产速率和在稳定状态下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至少乙烯进料、铬类催化剂进料和氧气进

料的流动速率选择预定停留时间。

[0017] 可根据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质量确定本公开的停留时间值。举例来说，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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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时间从聚合反应器取出的聚乙烯聚合物的质量(例如千克每小时)和在聚合反应器内

的反应床的总质量(例如千克)。对于本公开，可基于在聚合反应器内没有死区或停滞区的

假设确定在稳定状态下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如所属领域中已知，除其它方式外，

通过测量跨反应床的压降可确定在聚合反应器内的反应床的总质量。对于给定时间从聚合

反应器取出的聚乙烯聚合物的质量，停留时间可通过反应床的总质量除以给定时间从聚合

反应器取出的聚乙烯聚合物的质量确定。因此，对于期望生产速率，如本文所用，可计算预

定停留时间并且用于操作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聚合反应器。

[0018] 如本文所讨论，期望在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下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聚乙烯聚合

物。举例来说，可为给定聚合反应器选择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以提供在给定聚合反应器

中具有期望MFI的聚乙烯聚合物的特定产量，例如最大化的产量。然而，最初在预定停留时

间下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可不必具有落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的MFI。为了达到在预定范围

内的MFI，可改变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以改变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然而，改变氧气流动

速率可改变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因此，如所提及，为了帮助确保预定停留时间

维持在聚乙烯聚合物的恒定值，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可抢先改变将使聚乙烯聚合

物的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改变的预测。

[0019] 在实践本公开时，聚乙烯聚合物可在至少接收在稳定状态下和在预定停留时间下

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乙烯进料、铬类催化剂进料和氧气进料的聚合反应器中生产。在稳定

状态下，聚合反应器可以恒定值的预定停留时间操作以便达到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期望

生产速率。优选地，生产速率为恒定生产速率。本文更充分讨论关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另

外细节。

[0020] 除了以预定停留时间在聚合反应器中生产聚乙烯聚合物之外，还有一个目标是生

产MFI落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聚乙烯聚合物。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具有预定上限和预

定下限，如本文将更多讨论。如本文所用，当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测量值等于预定上限或

预定下限中的任一个，或值在限定预定期望范围的预定上限和预定下限之间时，MFI“落在”

或“见于”“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

[0021] 作为初始步骤，以预定停留时间在稳定状态下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样品可取自聚

合反应器。可测量此样品的MFI以提供聚乙烯聚合物的测量MFI值。MFI可被描述为热塑性聚

合物(例如如本文所描述的聚乙烯聚合物)熔体流动容易程度的测量。MFI可被定义为通过

经由对于替代的规定温度规定的替代重量施加的压力在10分钟内流动通过特定直径和长

度的毛细管的聚合物质量。MFI可用作分子量的间接测量，其中例如MFI越高，聚合物的分子

量越低，并且MFI越低，聚合物的分子量越高。

[0022] 各种MFI标准，如MFI(I2)、MFI(I5)和/或MFI(I21)，和熔体流动比率(I21/I2)和(I21/

I5)可与本公开一起使用。举例来说，MFI(I2)可使用ASTM  D-1238，条件FR-190/2.16测量。熔

体流动指数(I5)可ASTM  D-1238，条件FR-190/5.0使用测量。熔体流动指数(I21)可使用ASTM 

D-1238，条件FR-190/21.6测量。在一个实例中，MFI(I2)、MFI(I5)和/或MFI(I21)的熔体流动

指数测量可使用商业分度器162(其包括来自天氏欧森公司(Tinius  Olsen,Inc.)，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19044-8009，霍舍姆1065伊斯顿路邮政信箱1009(1065Easton  Road ,PO  Box 

1009,Horsham,Pa.19044-8009,USA)的分度器模型MP200和MP600)进行。在不同重量下一种

材料的MFI(例如MFI(I2)、MFI(I5)和/或MFI(I21))的各种组合之间的比率可用作分子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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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宽度的测量。

[0023] 如所提及，优选地，来自聚合反应器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具有见于聚乙烯聚合物

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测量值。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可用于本文中所论

述的MFI(I2)、MFI(I5)和/或MFI(I21)中的任一项。此外，MFI的这类期望范围的特定值可为

聚乙烯聚合物的预期应用的函数，其中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具有预定上限

和预定下限。优选地，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用于使在聚合反应器

中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为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的中值。

[0024] 聚乙烯聚合物的MFI(I21)的预定期望范围的实例对于MFI(I21)包括50dg/min、

30dg/min、25dg/min和20dg/min的上限值并且包括1dg/min、1.5dg/min、2dg/min和3dg/min

的上限值。MFI(I21)的优选的范围包括目标MFI(I21)加和减25％；目标MFI(I21)加和减20％；

目标MFI(I21)加和减15％；目标MFI(I21)加和减10％；目标MFI(I21)加和减5％；和目标MFI

(I21)加和减约2％。本公开的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比(I21/I2)值的实例可包括150、160、

180和200的上限并且包括50、60、70和80的下限。熔体流动比(I21/I2)的优选的范围包括50

到200；60到180；70到160和80到150。本公开的聚乙烯聚合物的熔体流动比(I21/I5))值的实

例可包括28、30和35的上限并且包括10、15和18的下限。熔体流动比(I21/I5)的优选的范围

包括10到35；15到30；和18到28。

[0025] 如先前所提及，作为初始步骤，可测量以预定停留时间在稳定状态下生产的聚乙

烯聚合物样品的MFI。然后可将此测量MFI值与MFI的预定期望范围比较以得到比较。基于比

较，当在稳定状态下形成的聚乙烯聚合物样品的MFI值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外时，可进行

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和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

气流动速率。

[0026] 在聚合反应器中氧气可用作“毒物”。举例来说，在聚合反应器中的氧气可终止用

于聚合反应的铬类催化剂上的反应位点。因此，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的氧气流动速

率可用于控制铬类催化剂活性，并且由此控制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然而，改变氧气

流的氧气流动速率以控制MFI可引起停留时间的改变，这继而可进一步引起聚乙烯聚合物

的MFI的变化。举例来说，提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速率用以提高聚乙烯聚合物的MFI，

其中提高停留时间将用以降低MFI。给定此情形，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的氧气流动速

率，以便保持预定停留时间恒定同时使MFI在预定期望范围内从过程控制观点可为极其具

有挑战性的。

[0027] 因此，在进行改变氧气流动速率之前，当基于上文所讨论比较，MFI的测量值在MFI

的预定期望范围外时，本发明方法抢先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进料

速率。具体来说，可校准铬类催化剂的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的改变以抢先补偿预期随后

的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然后可调节预期随后的到聚合反应器

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以维持预定停留时间和/或用于使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

MFI在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

[0028] 可至少基于催化剂的诱导期、活性速率和衰减速率校准催化剂进料速率的改变。

目标MFI值用于预计达到期望目标目的所需要的O2/C2。由此需要的O2/C2用于预计所得催化

剂生产率的改变。这可在恒定停留时间生产速率下完成。基于新的催化剂生产率，将催化剂

进料调节到将维持稳定生产速率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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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因此，在预测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以使聚乙烯聚合物的分子量为期望MFI时，在进

行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速率的任何改变之前抢先改变催化剂进料速率。这样做是因为

与本文中所论述的氧气的影响相比，如先前论述用于聚乙烯聚合物生产的铬类催化剂可具

有相对较长的诱导期。如此，在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改变时不立刻看到在聚合反

应器中催化剂进料速率改变的影响。相比之下，与由改变催化剂进料速率引起的影响相比，

氧气对这类铬类催化剂的影响快得多。因此，本文公开的方法利用在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

氧气进料速率之前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以便在氧气流动速

率改变时帮助维持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

[0030] 可在开始改变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之后在预定时间进行改变氧气流动

速率。如所提及，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可维持预定停留时间并且

使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

动速率以到聚合反应器的乙烯进料的体积计可在1ppb到约500ppb的范围内。

[0031] 根据MFI的期望改变，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可

包括提高到聚合反应器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中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

速率可包括在选自开始改变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之后15分钟到2小时的预定时间

提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速率。替代地，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进料的催化

剂进料速率可包括降低到聚合反应器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中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进

料的氧气流动速率可包括在选自开始改变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之后15分钟到2小

时的预定时间降低到聚合反应器的氧气流动速率。其它优选的预定时间值包括延迟约10分

钟到约3小时。在进行改变氧气流的氧气流动速率之后，使聚合反应器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然后可获取在新的稳定状态下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样品，并且可使用用于测量在改变催化

剂流动速率和氧气流动速率之前获取的样品的MFI的(一个或多个)相同测试(例如MFI

(I2)、MFI(I5)和/或MFI(I21))测量此样品的MFI。可将在新的稳定状态下获取的样品的MFI

值与MFI的预定期望范围比较，以确定MFI是否在预定停留时间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最

后，有可能，在新的稳定状态下获取的样品的MFI值的测量值未落入在预定停留时间的MFI

的预定期望范围内，可重复上文所描述的方法。

[0032] 借助于实例，本公开的方法可使用各种流体相聚合反应执行。举例来说，这类反应

可在气相聚合反应器中或在液体浆料相聚合反应器中进行。聚合体系可包含单反应器或两

个或更多个串联反应器。虽然以下讨论的特征在于气相聚合反应器，其中已发现本公开为

优选的并且特别有利的，但是应理解关于改变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

率和氧气流的氧气流动速率以维持预定停留时间并且使在铬类催化剂的情况下在聚合反

应器中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MFI在聚乙烯聚合物的MFI的预定期望范围的一般概念也适

用于液体浆料相聚合反应器。不限于任何特定类型的气相反应器系统。

[0033] 气相聚合反应器的流化床可大体上包括其中破坏在粒子之间的静摩擦的粒子的

床。在前述一般来说优选的方法和/或实施例中的每个中，流化床系统为封闭的流化床系

统。封闭的流化床系统可包含一种或多种流体和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流化粒子，一般来说其

以屏障为界使得限制流体和粒子。举例来说，封闭的流化床系统可包括管线(例如用于粒子

运输)；再循环流化床系统，如图1的流化床聚合反应器系统，如本文所讨论；或固体干燥系

统；其中任何可与各种住宅、商业和/或工业应用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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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一般来说，流化床系统可由包含一个或多个屏障的制造的(例如人造)边界限定。

限定制造的边界的一个或多个屏障可一般来说由天然或非天然材料制备。另外，一般来说，

流化床系统(无论蔽开或封闭)可为流动系统，如连续流动系统或半连续流动(例如，间歇流

动)系统、分批系统或半分批系统(有时也称为半连续系统)。在许多情况下，为流动系统的

流化床系统为封闭的流化床系统。

[0035] 在优选实施例中，流化床一般来说通过在与重力相反的方向上的气态流体的流动

形成。气体在固体粒子上的摩擦阻力克服重力并且使粒子在被称作流化床的流化状态中悬

浮。为了维持可行的流化床，通过床的表观气速必须超过流化所需要的最小流量。提高流化

气体的流量提高在床中粒子的移动量，并且可导致粒子有利或不利的剧烈混合。降低流量

导致在粒子上较小的阻力，这可最终导致床塌陷。通过在除垂直之外的方向上流动的气体

形成的流化床包括通过管水平流动的粒子，例如通过下降管向下流动的粒子。

[0036] 流化床也可通过振动或以其它方式搅动粒子形成。振动或搅动将粒子保持在流化

状态中。

[0037] 一般来说，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常规流化床聚合方法通过使含有一种或多种

单体的气态料流在反应性条件下并且在催化剂存在下以足以将固体粒子的床维持在悬浮

条件中的速度连续穿过流化床反应器。采用连续循环，其中循环气体物流(也被称为再循环

料流或流化介质)通过聚合热量在反应器中加热。热气态料流(还含有未反应的气态单体)

从反应器连续抽取、压缩、冷却和再循环到反应器中。从反应器抽取产物并且将补充单体添

加到系统，例如添加到再循环料流或反应器容器，以代替聚合单体。

[0038] 可例如参考图1，描述本公开的方法，其中松散材料10存在于聚合反应器100。这类

松散材料可为气态、液体和/或固体材料。在聚合反应器100中，说明性松散材料可包括一种

或多种反应原材料，如乙烯、铬类催化剂和氧气、反应产物，如聚合物粒子、催化剂、反应副

产物和其它材料。因此，松散材料可包括基本上纯的单独材料以及材料的组合，所述(一种

或多种)材料存在于一个或多个阶段。铬类催化剂经由适当机构，如进料管线148添加到聚

合反应器100。经由适当机构，如进料管线111添加到聚合反应器100的气态单体(例如乙烯)

在聚合反应器中与铬类催化剂接触用于使单体聚合以形成聚乙烯聚合物。氧气经由适当机

构，如进料管线148或另一个进料管线150以按需要和本文中所论述的改变聚乙烯聚合物的

熔体流动指数(MFI)的有效量原位添加到聚合反应器100。

[0039] 见于图1中的聚合反应器100还提供包括反应区112和减速区114的反应器容器

110。虽然在图1中示出包含在膨胀部分下方的大体上圆柱形区域的反应器配置，但是还可

利用替代的配置，如包含完全或部分锥形反应器的反应器配置。在这类配置中，流化床可定

位于锥形反应区内但是低于更大截面积区域，所述更大截面积区域充当在图1中示出的更

常规反应器配置的减速区。

[0040] 一般来说，反应区的高度与直径比率可在约2.7:1到约5:1的范围内变化。范围可

变为更大或更小的比率，并且主要取决于期望的生产能力。减速区114的截面积通常在反应

区112的截面积的约2.5到约2.9倍的范围内。

[0041] 反应区112包括生长聚合物粒子的床，形成的聚合物粒子和少量催化剂均通过以

补充进料和通过反应区的再循环流体形式的可聚合和改性气态组分(包括惰性物质)的连

续流动流化。为了维持可行的流化床，通过床的表观气速必须超过流化所需要的最小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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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聚乙烯其通常为约0.2到约0.5英尺/秒。优选地，表观气速为高于用于流化的最小流动

至少0.2英尺/秒或约0.4到约0.7英尺/秒。通常，表观气速将不超过5.0英尺/秒，并且通常

不大于约2.5英尺/秒。

[0042] 在启动时，聚合反应器大体上在气体流动开始之前装入颗粒聚合物粒子的床。当

开始催化剂进料时，这类粒子有助于防止形成局部“热点”。粒子可与形成的聚合物相同或

不同。当不同时，优选地抽取它们，其中期望的新形成的聚合物粒子作为第一产物。最终，由

期望聚乙烯聚合物粒子组成的流化床代替启动床。

[0043] 流化通过高速率的流体再循环到并且通过床来实现，通常约为进料或补充流体速

率的约50倍。此高速率的再循环提供维持流化床必需的必要表观气速。流化床具有由气体

穿流通过床产生的大量密集的单独移动粒子的总体外观。通过床的压降等于或稍微高于床

的重量除以截面积。

[0044] 再次参考图1，补充流体可经由循环管线122在点118和119处进料。再循环料流的

组成通常通过气体分析器121测量，并且然后相应地调节补充物流的组成和量以维持在反

应区内的主要稳定状态组成。气体分析器121可被放置成从在减速区114和热交换器124之

间，优选地，在压缩机130和热交换器124之间的点接收气体。

[0045] 为了确保完成流化，再循环料流和(必要时)至少部分补充物流可通过循环管线

122返回到反应器，例如在低于床的入口126处。优选地，在返回点上方存在气体分布器板

128以帮助均匀地流化所述床并且在启动之前或当关闭系统时支持固体粒子。向上穿过并

且到床外的物流帮助去除通过放热聚合反应产生的反应热量。

[0046] 流动通过流化床的气态物料流的部分(其在床中未反应)变成再循环料流，其离开

反应区112并且进入床上方的减速区114，其中大部分夹带的粒子降落回到床上由此降低固

体粒子残留。然后再循环料流在压缩机130中压缩并且穿过热交换器124，其中在再循环料

流返回到床之前从再循环料流去除反应热量。热交换器124也可定位在压缩机130之前。说

明性热交换器124为壳管式热交换器，其中再循环气体行进通过管。

[0047] 离开热交换区的再循环料流然后在其底部126处返回到反应器，然后通过气体分

布器板128到流化床。流体流动偏转器132优选地安装在反应器的入口处以防止聚合物粒子

沉降并且聚结成固体块并且维持夹带或重新夹带可沉降或变为脱离的任何粒子或液体。

[0048] 在图1中，聚乙烯聚合物从线144排放。尽管未示出，但是期望任何流体与产物分离

并且使流体返回到反应器容器110。

[0049] 根据本公开的实施例，铬催化剂通过线148在点142处以固体或液体形式进入反应

器。添加的一种或多种助催化剂可分别引入到反应区中，其中它们将与铬催化剂反应以形

成催化活性反应产物和/或影响在反应器系统中进行的反应。然而，铬催化剂和(一种或多

种)助催化剂可在其引入到反应区之前混合。

[0050] 在图1中示出的反应器特别适用于形成聚乙烯和/或聚丙烯。用于形成聚乙烯和其

它聚烯烃的方法条件、原材料和铬催化剂见于并入本文中的参考文献。下文列出一般来说

用于聚合反应的说明性方法条件以提供一般指导。

[0051] 举例来说，反应容器的的内径为至少约2英尺，并且大体上大于约10英尺，并且可

超过15或17英尺。

[0052] 在气相方法中的反应器压力可在约100psig(690kPa)到约600psig(4138kPa)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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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优选地在约200psig(1379kPa)到约400psig(2759kPa)的范围内，更优选地在约

250psig(1724kPa)到约350psig(2414kPa)的范围内变化。

[0053] 本发明方法还包括确定用于在聚合反应器100中生产聚乙烯聚合物的操作温度和

选择铬类催化剂，其可任选地已经基于聚乙烯聚合物的期望特性用烷基铝化合物还原。乙

烯单体在流化床反应器系统中与铬类催化剂接触。例如通过热交换器124冷却行进通过循

环管线122的流化床反应器系统的再循环料流用于维持最佳操作温度。在气相方法中反应

器流化床温度可在约30℃到约115℃的范围内变化。在一种方法中，反应器温度低于生产的

聚乙烯聚合物熔点小于约40℃或30℃，更优选地小于约20℃，并且甚至更优选地小于约15

℃。方法可在甚至更高温度，例如低于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的熔点小于约10℃或5℃下运

行。举例来说，聚乙烯的熔点在大约105℃到130℃或135℃的范围内。

[0054] 在气相方法中的总体温度通常从约30℃变化到约115℃。在一种方法中，在反应器

系统中的最高温度点处的温度低于生产的聚乙烯聚合物熔点小于约30℃，更优选地小于约

20℃，并且甚至更优选地小于约15℃。在如图1中示出的系统中，最高温度点通常在压缩机

130的出口处。

[0055] 涵盖的其它气相方法包括串联或多阶段聚合方法。另外涵盖的气相方法包括在美

国专利第5,627,242号、第5,665,818号和第5,677,375号和欧洲公开EP-A-0  794  200、EP-

B1-0  649  992、EP-A-0  802  202，和EP-B-634  421中描述的那些。

[0056] 在本文中所描述的任何实施例中，气相方法可在冷凝模式中操作，其中惰性可冷

凝流体引入到方法以提高反应器系统的冷却能力。这些惰性可冷凝流体被称作诱导冷凝剂

或ICA。可冷凝共聚单体可有助于冷凝模式操作，如以下非限制性实例：丙烯、1-丁烯、1-戊

烯、1-己烯、1-庚烯和1-辛烯。关于冷凝模式方法的另外的细节参见美国专利第5,342,749

号和第5,436,304号。

[0057] 在一个实施例中，聚合反应器可每小时生产大于500磅的聚合物(227Kg/h)到约

300,000磅/小时(136,100Kg/h)或更高的聚合物，或大于1000磅/小时(454Kg/h)，优选地大

于10,000磅/小时(4540Kg/hr)，更优选地大于25,000磅/小时(11,300Kg/h)，再更优选地大

于35,000磅/小时(15,900Kg/h)，甚至更优选地大于50,000磅/小时(22,700Kg/h)并且最优

选地大于65,000磅/小时(29,500Kg/h)到大于100,000磅/小时(45,400Kg/h)。

[0058]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使用包括再循环系统的流化床聚合反应器系统，所述再循环

系统包括快速提升管、下降管和再循环泵。在此类型的系统中，聚乙烯聚合物主要在快速提

升管中形成，但是继续在整个系统中继续形成。在快速提升管中形成的聚合物粒子穿过线

到下降管的上部入口端口。聚合物粒子在下降管中聚集，其中它们在密集缓慢移动床中向

下移动。在下降管中形成的床可被认为是流化床。

[0059]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使用液相聚合系统，如液体浆料相聚合反应器、悬浮液或溶液

反应器系统。这类系统大体上包含反应器容器烯烃单体(例如乙烯)和催化剂组合物(例如

铬类催化剂)单独地或作为在添加到反应器容器之前合并的混合物添加到反应器容器。反

应器容器通常含有用于溶解和/或悬浮聚乙烯聚合物的液体反应介质。液体反应介质由松

散液体单体或在采用的聚合条件下非反应性的惰性液体烃组成。尽管此类惰性液体烃不必

用作用于催化剂组合物或通过方法获得的聚合物的溶剂，但是它通常充当用于在聚合中采

用的单体的溶剂。其中适合于此目的的惰性液态烃为异丁烷、异戊烷、己烷、环己烷、庚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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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苯等。浆料或溶液聚合系统可利用低于大气压或高于大气压和在约40℃到约300℃的

范围内的温度。有用的液相聚合系统在美国专利第3,324,095号中描述。

[0060] 在烯烃单体和催化剂组合物之间的反应性接触可通过恒定搅拌或搅动维持，例如

通过如旋转或移动通过反应器容器的桨或柱塞的构件(例如搅拌反应器或共混器)。其它类

型的液相聚合系统可通过旋转鼓轮(例如有或没有内部挡板以增强混合的情况下)、以跷跷

板方式移动的容器、包括应用到材料或容器的超声振动的搅动等等形成。

[0061] 一般来说，本文所描述的反应器系统和方法可结合具有广泛范围的流体特性，如

广泛范围的粘度、密度和/或介电常数的(每个这类特性独立地或共同关于其两种或更多种

考虑)液体和/或气体使用。举例来说，液体流体的粘度可大体上在约0.1cP到约100,000cP

的范围内，和/或密度可在约0.0005g/cc3到约20g/cc3的范围内，和/或介电常数在约1到约

100的范围内。在本公开的许多实施例中，松散材料为气态流体。举例来说，气态流体的粘度

可大体上在约0.001到约0.1cP的范围内，和/或密度可在约0.0005到约0.1g/cc3的范围内，

和/或介电常数可在约1到约1.1的范围内。

[0062] 松散材料可包括相对纯的气态元素(例如气态N2、气态H2、气态O2)。其它组分可包

括相对纯液体、固体或气态化合物(例如液体或固体催化剂、气态单体)。本公开的各种系统

还可包括气体、固体和/或液体的单相或多相混合物，包括例如：固体和气体的两相混合物

(例如流化床系统)、气体与单一类型的粒子的混合物、气体与不同类型的粒子(例如聚合物

和催化剂粒子)的混合物；和/或气体、液体和固体的三相混合物(例如具有添加的液体催化

剂或液体单体或其它液体化合物的流化床)。在本文中描述优选的流体的特定实例，包括在

下文关于本公开的方法和装置的优选应用的讨论中。

[0063] 根据本公开，确定用于聚合反应器的操作条件用于生产聚乙烯聚合物。这些操作

条件包括例如聚合反应器的操作温度、到聚合反应器的铬类催化剂的进料速率、在聚合反

应器中铬类催化剂的情况下乙烯单体和任选的共聚单体的进料速率、在聚合反应器中的氢

气浓度和氧气浓度。

[0064] 在一般来说优选的实施例中，进料到反应器系统的氢气的量维持在流化床反应器

系统中氢气与单体的摩尔比为在0和约0.5mol/mol之间。在其它实施例中，氢气进料到反应

器系统以维持在流化床反应器系统中氢气与单体的摩尔比在0和约0.25mol/mol之间，在0

和约0.1mol/mol之间，和在0和约0.05mol/mol之间。

[0065] 可使用的催化剂和催化剂系统包括铬类催化剂和还原的铬类催化剂。铬催化剂通

过将Cr+3物质浸渍到二氧化硅中，随后在400℃到900℃下流化二氧化硅基质形成。在这些条

件下，Cr+3转化成Cr+6。

[0066] 采用负载在二氧化硅上的Cr+6物质的铬催化剂的变型也是已知的。一种特定变型

使用在活化之前连同Cr+3物质浸渍到二氧化硅上的四异丙醇钛。此变型被称作“Ti--CrOx”

(钛酸化氧化铬)。与在没有钛酸化的情况下比较，这类改性产生具有稍微较高分子量分布

的聚乙烯。

[0067] 烷基铝还原的在二氧化硅上的氧化铬(CrOx)催化剂表示改进用于聚乙烯和其它

聚烯烃的催化剂系统的一种途径。期望任何这类铬基催化系统在高时空产率(即，最大化每

单位反应器时间和反应器空间生产的聚合物的操作)期间很好地执行，在较短停留时间内

以高催化剂活性生产最大量的聚乙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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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关于这些和其它类型的催化剂的信息，包括铬类催化剂的制备方法，以及形成的

聚乙烯聚合物的特性见于美国专利第6,989,344号，以及其它地方。

[0069] 用还原剂还原的铬类催化剂将基于还原剂与铬的比率具有某些特性。在优选的实

施例中，用于聚乙烯聚合物的铬类催化剂应用包括用烷基铝化合物还原的二氧化硅被负载

的氧化铬。此类型的催化剂提供具有宽分子量分布的聚乙烯。

[0070] 除了本文所提供的实例之外，可根据本公开生产的聚烯烃包括但不限于由如本文

所讨论的烯烃单体(如乙烯)和含有3到约20个碳原子的直链或支链更高α-烯烃单体制备的

那些。可制备密度在约0.90到约0.965的范围内的乙烯和这类更高α-烯烃单体的均聚物或

互聚物。合适的更高α-烯烃单体包括例如丙烯、1-丁烯、1-戊烯、1-己烯、4-甲基-1-戊烯、1-

辛烯和3,5,5-三甲基-1-己烯。可制备的特定聚烯烃包括例如高密度聚乙烯、中等密度聚乙

烯(包括乙烯-丁烯共聚物和乙烯-己烯共聚物)均聚聚乙烯和聚丙烯。

[0071] 反应后处理可包括粒化在聚合反应器中形成的聚乙烯聚合物。所属领域中已知的

这类粒化方法包括将聚乙烯聚合物挤出通过窄缝隙，此时挤出的聚乙烯聚合物被切成团

粒。可加热聚乙烯聚合物以有助于挤出。在挤出之前，添加剂可添加到聚乙烯聚合物。在另

一种方法中，加工聚乙烯聚合物以形成挤出的线料。在另一方法中，将聚乙烯聚合物的颗粒

压缩成较大复合块。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将了解可执行其它形式的反应后处理。

[0072] 实例

[0073] 现将在以下实施例中详细描述本公开的一些实施例。

[0074] 流化床气相聚合反应器

[0075] 聚乙烯聚合物在具有水冷热交换器的在100℃和295psig(2.04MPa)总反应器压力

下操作的商业规模流化床气相聚合反应器中生产。在使用铬类催化剂开始这些实例之前，

调节乙烯进料以提供约198psia(1.36MPa)的乙烯分压。还调节氧气进料以提供38ppbv的氧

气与乙烯(O2/C2)摩尔进料比。铬类催化剂为ACCLAIMTMK-100催化剂(德克萨斯州休斯顿

Univation技术(Univation  Technologies,Houston  TX))。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

被设置成2.8kg/h，其中预定停留时间为3小时。

[0076] 对于以下实例的聚乙烯聚合物，聚乙烯聚合物的停留时间(h)在图2A中示出，以

吨/小时未单位的生产速率在图2B中示出，根据ASTM  D1238)测量的熔体流动指数(I21)dg/

min在图2C中示出，O2/C2摩尔进料比ppbv在图2D中示出，并且催化剂进料速率(kg/h)和催化

剂生产率(吨聚乙烯/kg催化剂)见于图2E中。

[0077] 比较实例A

[0078] 现在参考图2A-2E，在时间零200(T＝0)开始，将O2/C2摩尔进料比从约38ppbv提高

到约55ppbv(图2D)将提高以MFI的预定期望范围的中间为目标的熔体流动指数(FI21dg/

min，MFI)，其中预定期望范围为9到11.5dg/min。在逐渐提高催化剂生产率和聚合物生产速

率之后，在T＝0之后开始约6.5小时210，两者逐渐降低。也在T＝0之后后约6.5小时210，聚

合物平均停留时间稳定地减少直到在转向和开始提高之前到达浅度最小。在此时间期间

MFI大约保持在预定期望范围的底部，由此给定主要影响在反应器中的聚合物平均停留时

间，突出改变O2/C2摩尔进料比未能改变MFI。如果已维持此方法，由O2/C2摩尔进料比提高引

起的较长停留时间将已引起MFI降低，由此进一步抵消O2/C2提高的意图。比较实例A说明当

在如本文所提供的改变O2/C2摩尔进料比之前未改变催化剂进料速率时什么可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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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实例1

[0080] 在T＝0之后8小时220，铬类催化剂的催化剂进料速率(其为恒定的直到然后)随时

间推移从2.80kg/h稳定地提高到3.48kg/h。校准催化剂进料速率的此改变以经由改变O2/C2

气体摩尔进料比抢先补偿随后的氧气进料的氧气流动速率的改变，这为用于维持预定停留

时间和用于使聚乙烯聚合物的MFI在MFI的预定期望范围内的调节。在T＝0之后约9.33小时

230进行O2/C2提高，其中从约55ppbv提高到约66ppbv。MFI约从预定期望范围的下端移动到

约预定期望范围的顶端。在T＝0之后约16小时240，催化剂进料在约4kg/h下，并且O2/C2保持

在约66ppbv下。

[0081] 在T＝0之后28小时250，降低催化剂进料速率。在T＝0之后约30小时260降低尾随

O2/C2气体摩尔进料比。这为在先前的催化剂进料速率调节之后2小时。所得MFI值从预定期

望范围的顶端(例如约11.5)移动到约预定期望范围的中间270。

[0082] 比较实例B

[0083] 在比较实例B中，进行催化剂进料速率降低随后不改变O2/C2气体摩尔进料比。结

果，停留时间提高并且MFI到MFI的预定期望范围的底部。具体来说，如在图2A-2E中所见，在

T＝0之后约33.33小时280到34.5小时290，催化剂进料速率从约4kg/h降低到约3.2kg/h，然

后在T＝0之后约36.5小时294到3.0kg/h。没有随后的O2/C2气体摩尔进料比的改变。MFI最终

移动到MFI的预定期望范围的底部(例如约9d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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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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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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