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587072.3

(22)申请日 2019.07.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22968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9.13

(73)专利权人 中科合成油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101407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

区C区乐园南二街1号

(72)发明人 倪丽娟　李英　郭强　蒋丽娜　

代秀川　温晓东　杨勇　李永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纪凯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45

代理人 关畅

(51)Int.Cl.

C10G 1/00(2006.01)

审查员 孟令柱

 

(54)发明名称

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及其制备方法。它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

煤粉经直接液化后的深加工油品，分馏切割至

180～380℃馏程段A‑1基础油或160～340℃馏程

段A‑2基础油，即得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本

发明只需在直接调和出的DMA油中添加少量增粘

剂，即可得出型号为DMZ的船用馏分型燃料油。本

发明方法中，相对于石油基制备的船用燃料油，

采用煤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油调和船用馏分型

燃料油具有含硫含氮量非常低，酸值低，灰分含

量少，低温流动性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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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煤粉经直接液化后的

深加工油品，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

(2)将煤粉经间接液化后的深加工油品，分馏切割至150～280℃FT馏分段B基础油；

(3)然后将直接液化深加工油品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与间接液化切割150～

280℃FT馏分段B基础油混合，即得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所述直接液化得到深加工油品步骤为：将煤粉、溶剂油与催化剂按照100:90～130:0.1

～2的比例配置成油煤浆，将所述油煤浆经直接液化反应制得液化中间油，然后所述中间油

再经固定床加氢制得清洁的深加工油品；

所述间接液化制深加工油品的步骤为：将H2和CO摩尔比为1～2:1的合成气经费托合成

反应制得合成油，所述合成油经加氢裂化、加氢异构制得深加工油品；

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为如下任一种：

1)经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添加质量百分含量16％‑25％的煤间接

液化馏分段B基础油，得到的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即为生产DMX型号船用馏分型燃

料油；

2)经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添加质量百分含量32％‑37％的煤间接

液化馏分段B基础油，得到的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即为生产DMA型号船用馏分型燃

料油；

3)经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添加质量百分含量16％‑25％的煤间接

液化馏分段B基础油，再添加1.6％的增粘剂聚甲基丙烯酸酯，得到的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

燃料油，即为生产DMZ型号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接液化反应条件如下：反应温

度400～470℃、反应压力3～30MPa；

所述溶剂油为煤焦油、催化裂化循环油、催化裂化油浆、预加氢催化裂化循环油和预加

氢催化裂化油浆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催化剂为铁基或钴基催化剂；

所述固定床加氢反应条件如下：反应温度280～400℃、压力6～25MPa、氢油比500～

4000v/v、液空0.1～2h‑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费托合成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

220～370℃、反应压力2～3MPa；

所述的加氢裂化条件为：反应温度300～400℃、反应压力3.5～8MPa、氢油比500～

2000v/v、液空0.5～3h‑1；

所述的加氢异构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320～400℃、反应压力2～8MPa、氢油比200～

1500v/v、液空0.5～3h‑1。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接液化采用的煤种包括年

轻褐煤或低阶烟煤。

5.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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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及其制备方法，具体为煤直接液化和间接

液化原料油经加氢精制工艺后切割至合适馏分段，再按比例调和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根据GB  17411规定，船用燃料油分为馏分型燃料油和残渣型燃料油。馏分型燃料

油主要为原油直馏或裂化蒸馏的轻馏分段，通常用于高中速柴油机(如小型船舶的主机，大

中型船舶的辅机等)；残渣型燃料油通常利用减压渣油及催化油浆生成，主要用于大型中低

速船用柴油机。其中常用品种主要是馏分型燃料油DMA和残渣型燃料油RME(或称为180#)、

RMG(或称为380#)。

[0003] 我国是世界上燃料油需求增长最迅速的国家，并且目前仍在加速上涨，而燃料油

主要是由石油的裂化和直馏残渣油制成，随着石油重油的供应紧缺，寻找新能源重油替代

品也越来越受关注。专利CN  106753611  A公开了按质量分数将FCC油浆  (55‑85％)，煤焦油

(1‑10％)，页岩油(2‑10％)，助燃剂(1‑3％)，助溶剂(1‑3％)  调和生产180#船用燃料油。而

专利CN  101113346A涉及一种将低温干馏煤焦油分离为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的调和实验，

二者调和比例为30:70或者20:80，加入0.01‑0.02％的聚丙烯酸十六酯调和剂，生产180#和

380#船用燃料油的方法。没有用煤基能源开发品质较好的馏分型燃料油DMA的相关研究。

[0004] 由于环保要求逐步提高，MAPPOL公约中规定2020年1月1日及以后，当船舶在海上

一般区域航行时，船用燃料油硫含量不超过0.50％；在排放控制区域航行时，船上使用燃油

的硫含量不超过0.10％。GB  17411‑2015也对硫含量进行了修改规定，  DMX、DMZ、DMA分为质

量分数不大于1.0、0.5％、0.1％的3个等级(2012版为  1 .5％)；DMB分为质量分数不大于

1.5％、0.5％、0.1％的3个等级。因此开发低含硫量的新能源燃料油显得尤为重要。

[0005] 煤液化技术是一种将煤炭转化为液化石油气、燃料油、煤油、柴油、汽油等产品的

工艺技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种工艺路线。前者煤炭在液化过程中原有化学结构

破坏，直接液化生成比重较大的饱和环烷烃及芳烃，经加氢后不饱和烃和芳烃含量下降；后

者煤炭在液化过程中变换为CO和H2，在适当催化剂作用下，通过F‑T  反应合成不同液态烃，

生成比重较小的链烷烃，基本不含硫、氮等污染物。这为生产低硫船用燃料油提供了很好的

油品品质保障。综上所述，开发一种用煤液化技术快速调和生产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的

方法很有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采用煤直

接液化和间接液化油调和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含硫含氮量非常低，酸值低，灰分含量少，低

温流动性好。

[000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将煤粉经

直接液化后的深加工油品，切割至180～380℃馏程段A‑1基础油或160～340℃馏程段  A‑2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0229686 B

3



基础油，即得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08]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所述直接液化得到深加工油品步骤为：将煤粉、溶剂油与催化

剂按照100:90～130:0.1～2的比例配置成油煤浆，将所述油煤浆经直接液化反应制得液化

中间油，然后所述中间油再经固定床加氢制得清洁的深加工油品。

[0009]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所述直接液化反应条件如下：反应温度400～470℃、反应压力

3～30MPa；

[0010] 所述溶剂油为煤焦油、催化裂化循环油、催化裂化油浆、预加氢催化裂化循环油和

预加氢催化裂化油浆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催化剂为铁基或钴基催化剂；

[0011] 所述固定床加氢反应条件如下：反应温度280～400℃、压力6～25MPa、氢油比  500

～4000v/v、液空0.1～2h‑1。

[0012] 本发明中，所述煤焦油、催化裂化循环油、催化裂化油浆、预加氢催化裂化循环油

和预加氢催化裂化油浆为本领域公知的方法制备得到；所述铁基或钴基催化剂为本领域公

知的常用催化剂，具体实施例中采用按照CN201410440385.3中方法制备得到的所述铁基催

化剂。

[0013]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所述方法中，还包括将直接液化深加工油品所述180～380℃

馏程段A‑1基础油或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与煤经间接液化切割150～280℃  FT  馏

分段B基础油的混合步骤，即得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14]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直接液化得到的所述180～380℃馏程段A‑1基础油或  160～

340℃馏程段A‑2基础油与间接液化得到的所述150～280℃  FT馏分段B基础油混合的质量

比可为100:10～45，具体可为100:20、100:35、100:16～25、100:32～37；

[0015] 所述间接液化制深加工油品的步骤为：将H2和CO摩尔比为1～2:1的合成气经费托

合成反应制得合成油，所述合成油经加氢裂化、加氢异构制得深加工油品。

[0016]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所述费托合成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220～370℃、反应压力  2

～3MPa；

[0017] 所述的加氢裂化条件为：反应温度300～400℃、反应压力3.5～8MPa、氢油比  500

～2000v/v、液空0.5～3h‑1；

[0018] 所述的加氢异构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320～400℃、反应压力2～8MPa、氢油比200

～1500v/v、液空0.5～3h‑1。

[0019]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还包括将所述150～280℃  FT馏分段B基础油中加入增粘剂的

步骤。

[0020]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所述增粘剂为聚甲基丙烯酸酯。

[0021] 上述的制备方法中，所述直接液化采用的煤种包括年轻褐煤或低阶烟煤；依据 

GB/T  5751《中国煤炭分类》，所述年轻褐煤为透光率PM≤30％的褐煤一号，所述低阶烟煤包

括长焰煤、不黏煤和弱黏煤；

[0022] 所述间接液化采用的煤种类为本领域常见的各个煤种，具体包括低硫、低灰易气

化的褐煤、烟煤和无烟煤。

[002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24] 本发明上述的制备方法制得的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具体包括至少一种如下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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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1)分馏切割至180～380℃馏程段A‑1基础油，得到的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即为生产DMB型号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26] 2)经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添加质量百分含量16％‑25％的煤

间接液化馏分段B基础油，得到的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即为生产DMX型号船用馏分

型燃料油。

[0027] 3)经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添加质量百分含量32％‑37％的煤

间接液化馏分段B基础油，得到的所述低硫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即为生产DMA型号船用馏分

型燃料油。

[0028] 4)经分馏切割至160‑340℃馏程段A‑2基础油，添加质量百分含量16％‑25％的煤

间接液化馏分段B基础油，再添加约1.6％的增粘剂PMA(聚甲基丙烯酸酯)，得到的所述低硫

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即为生产DMZ型号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29] 通过本发明方法能够运用煤基油同时得到满足GB  17411各指标型号分别为  DMX、

DMZ、DMA和DMB的四种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30]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1] 1、本发明方法是将煤化程度较低的褐煤进行直接液化切割得出调和船用馏分型

燃料油的基础油。针对国内富煤贫油少气的现状，采用了煤制油新兴技术，油品经切割后匹

配于馏分型燃料油的指标。

[0032] 2、本发明方法采用添加煤间接液化十六烷指数较高的馏分段油直接调和十六烷

指数指标，方便快捷，避免加入降凝、降粘、降倾点等添加剂。

[0033] 3、本发明方法中，只需在直接调和出的DMA油中添加少量增粘剂，即可得出型号为

DMZ的船用馏分型燃料油。

[0034] 4、本发明方法中，相对于石油基制备的船用燃料油，采用煤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

油调和船用馏分型燃料油具有含硫含氮量非常低，酸值低，灰分含量少，低温流动性好的优

点。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中煤间接液化馏分段油工艺流程简图，具体为图中分馏系统的  150‑

280℃的馏分段油。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0037]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38] 实施例1、

[0039] 经直接液化得到深加工油品步骤为：将煤粉、溶剂油(煤焦油)与催化剂(具体为按

照CN201410440385.3中方法制备得到的铁基催化剂)按照100:110:1的比例配置成油煤浆，

将油煤浆经直接液化反应制得液化中间油，然后中间油再经固定床加氢制得清洁的深加工

油品。

[0040] 其中直接液化反应条件如下：反应温度450℃、反应压力20MPa；

[0041] 固定床加氢反应条件如下：反应温度300℃、压力15MPa、氢油比2000v/v、液空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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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42] 直接液化深加工油品切割至180‑380℃馏程段A‑1，油品能达到船用馏分燃料油的

DMB要求，理化指标如表1所示。

[0043] 表1调和型号DMB船用油测定结果

[0044]

[0045]

[0046] 实施例2、

[0047] 煤间接液化馏分段油的制备过程：将H2和CO摩尔比为1.8:1的合成气经费托合成

反应制得合成油，反应温度280℃、反应压力2.1MPa，所得合成油经加氢裂化、加氢异构制得

深加工油品。

[0048] 加氢裂化条件为：反应温度350℃、反应压力5MPa、氢油比800v/v、液空2.1h‑1；

[0049] 加氢异构反应条件为：反应温度360℃、反应压力4MPa、氢油比600v/v、液空  1.8h
‑1。

[0050] 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直接液化深加工油品切割至160‑340℃馏程段 

A‑2，添加20％的煤间接液化馏分段油B，油品能达到船用馏分燃料油的DMA要求，理化指标

如表2所示。

[0051] 表2调和型号DMA船用油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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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实施例3、

[0054] 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直接液化深加工油品切割至160‑340℃馏程段

A‑2，添加35％的本发明实施例2中制备得到的煤间接液化馏分段油B，油品能达到船用馏分

燃料油的DMX要求，理化指标如表3所示。

[0055] 表3调和型号DMX船用油测定结果

[0056]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0229686 B

7



[0057] 实施例4、

[0058] 采用本发明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直接液化深加工油品切割至160‑340℃馏程段 

A‑2，添加20％的本发明实施例2中制备得到的煤间接液化馏分段油B，再加入1.6％的增粘

剂PMA(聚甲基丙烯酸酯)，油品能达到船用馏分燃料油的DMZ要求，理化指标如表4所示。

[0059] 表4调和型号DMZ船用油测定结果

[0060]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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