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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该煤

焦油结焦抑制剂包括以下原料，各原料由以下重

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沥青质分散剂25％～

40％、抗氧化剂10％～25％、自由基减活剂10％

～25％、金属表面钝化剂1％～5％及溶剂30％～

40％。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

制备方法及应用。本发明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加

工工艺简单，通过添加占重量0.03-0 .05％就能

够使煤焦油在高温加工过程中有效抑制和延缓

加热炉、换热器和反应器等高温设备结焦，从而

延长装置的开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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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其特征在于，该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包括以下原料，各原料由

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沥青质分散剂25％～40％、抗氧化剂10％～25％、自由基减活

剂10％～25％、金属表面钝化剂1％～5％及溶剂30％～4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沥青质分散剂为具有双

亲分子结构的长链烷基酸及其钠盐、长链烯酸、长链二聚酸、长链烷基醇、长链烷基酚、长链

烷基胺、烯胺及其聚合物、长链烷基酸多元醇单酯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化剂包括芳香胺

类、受阻酚类、有机磷酸/亚磷酸单酯或双酯类等中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自由基减活剂包括环烷

基芳烃化合物或酚类阻聚剂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金属表面钝化剂为含氮

杂环化合物苯并三氮唑及其衍生物、咪唑啉及其衍生物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为苯、甲苯、二甲

苯、三甲苯、煤油、轻质柴油、洗油中一种或一种以上。

7.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的步骤为：1)预先按

设定质量百分比例备料；

2)在调和装置中先按比例加入一定量溶剂，开启搅拌器搅伴；

3)依次加入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属表面钝化剂、沥青质分散剂中的固体原料，

升温至调和所需温度T，待均匀后，再加入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属表面钝化剂、沥青

质分散剂中的液体原料，混合均匀后降温至35℃以下即可得到所述煤焦油结焦抑制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温度T为45

～180℃，搅拌转速为80～500转/分钟。

9.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在具有煤焦油的加热均质器中，按煤焦

油总重量的0.03％～0.05％比例加入煤焦油结焦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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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化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防止煤焦油结焦的煤焦油结焦抑

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煤焦油是煤化学工业的主要原料，是煤焦化过程中得到的一种黑色或黑褐色粘稠

状液体，即煤干馏后提取的黑色液体，根据温度的高低，可以分为低温煤焦油(450-550℃)

通常是煤热解项目，中温煤焦油(550-750℃)，通常是煤制兰炭、煤制气，鲁奇炉气化等，高

温煤焦油(750-1200℃)炼焦产生的。煤焦油成分相当复杂，主要由多环芳香族化合物组成，

烷基芳烃含量较少，高沸点组分较多，热稳定性好，其中萘含量较多，其余相对含量较少，主

要有1－甲基萘、2－甲基萘、苊、芴、氧芴、蒽、菲、喹啉、芘等。焦油的各组分性质有差别，但

性质相近组分较多，需要先采用蒸馏方法切取各种馏分，使酚、萘、蒽等欲提取的单组分产

品浓缩集中到相应馏分中去，再进一步利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进行分离，分离出170℃前的

馏分为轻油；170～210℃的馏分主要为酚油；210～230℃的馏分主要为萘油；230～300℃的

馏分主要为洗油；280～360℃的馏分主要为一蒽油；二蒽油馏分初馏点为310℃，馏出50％

时为400℃。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采取这种方法进行分离、提纯后加以利用.焦油各馏分进一

步加工，分离出多种产品。

[0003] 近些年，随着石化行业原油的不断重质化和劣质化，利用煤焦油部分馏分或全馏

分加氢生产轻质燃料油越来越受到关注，但由于煤焦油组分的复杂性，在煤焦油中含有很

多对后续加工利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杂质，特别是煤焦油中胶质、沥青质组分的存在，在加氢

反应过程中由于沥青质是由分子量大和结构复杂的大分子烃类和非烃类物质组成，芳香度

最大，最容易导致加热炉、换热器和反应器等高温设备结焦、催化剂的积炭失活，严重的甚

至堵塞反应器和管道，极大地影响了开工周期。因此，减少或抑制煤焦油中的沥青质含量成

为煤焦油深加工的一项关键技术。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防止和抑制煤焦油结焦的煤焦油结焦

抑制剂，工艺简单，不需要特定反应设备和苛刻的反应条件，制备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能够

在高温下有效抑制煤焦油中不饱和物的聚合和结焦过程，并可改变结垢和结焦物的结构，

使其松散易清除，抑制和延缓加热炉、换热器和反应器等高温设备结焦，从而延长装置的开

工周期。

[0005] 本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6]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该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包括以下原料，各原

料由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组成：沥青质分散剂25％～40％、抗氧化剂10％～25％、自由基

减活剂10％～25％、金属表面钝化剂1％～5％及溶剂30％～40％。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沥青质分散剂为具有双亲分子结构的长链烷基酸及其钠盐、长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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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酸、长链二聚酸、长链烷基醇、长链烷基酚、长链烷基胺、烯胺及其聚合物、长链烷基酸多

元醇单酯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抗氧化剂包括芳香胺类、受阻酚类、有机磷酸/亚磷酸单酯或双酯

类等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9] 进一步地，所述自由基减活剂包括环烷基芳烃化合物、酚类阻聚剂中的一种或一

种以上。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金属表面钝化剂为含氮杂环化合物苯并三氮唑及其衍生物、咪唑

啉及其衍生物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溶剂为苯、甲苯、二甲苯、三甲苯、煤油、轻质柴油、洗油中一种或一

种以上。

[0012] 本发明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的步骤为：

[0013] 1)预先按设定质量百分比例备料；

[0014] 2)在调和装置中先按比例加入一定量溶剂，开启搅拌器搅伴；

[0015] 3)依次加入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属表面钝化剂、沥青质分散剂中的固体原

料，升温至调和所需温度T，待均匀后，再加入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属表面钝化剂、沥

青质分散剂中的液体原料，混合均匀后降温至35℃以下即可得到所述煤焦油结焦抑制剂。

[0016] 本发明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制备方法中，所述温度T为45～180℃，搅拌转速为80

～500转/分钟。

[0017] 本发明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应用中，在具有煤焦油的加热均质器中，按煤焦油总

重量的0.03％～0.05％比例加入煤焦油结焦抑制剂。

[0018] 实施本发明的一种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

效果：

[0019] 本发明提出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以沥青质分散剂、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

属表面钝化剂、溶剂为主要原料，具体的制备方法如下：在调和装置中先按比例加入一定量

溶剂，开启搅拌器搅伴，依次加入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属表面钝化剂、沥青质分散剂

中的固体原料，升温至调和所需温度T，待均匀后，再加入抗氧化剂、自由基减活剂、金属表

面钝化剂、沥青质分散剂中的液体原料，混合均匀后降温至35℃以下即可得到所述煤焦油

结焦抑制剂。

[0020] 本发明中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使用效果模拟试验：在加热均质器中加入一定

量的煤焦油，然后按0.03％-0.05％(质量比)不同比例加入本发明中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

制剂，升温，搅拌转速为2000-5000r/min，按相同的流速，进行360℃温度72小时模拟结垢试

验，与空白未加剂的煤焦油模拟结垢试验比对，分析检测加剂煤焦油和未加剂煤焦油在试

验装置结垢管中的结垢、结焦情况。本发明所述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对高温煤焦油和中温

煤焦油都有明显的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实验室调和装置；

[0022] 图2为煤焦油结垢模拟试验装置。

[0023] 如图1所示，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实验室调和装置包括：恒温油浴锅1、恒压漏斗2、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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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器3、温度计4、冷凝器5、三口烧瓶6。

[0024] 如图2所示，煤焦油结垢模拟试验装置包括：加热均质器7、微量计量泵8、煤焦油入

口温控器9、煤焦油结垢管加热炉温控器10、煤焦油结垢管11、煤焦油结垢管加热炉12、煤焦

油出口温度显示器13、换热器14及接收槽15。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保护范围不局限于所

述内容。

[0026] 实施例一，参考图1及图2：

[0027] 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原料配方：

[0028] 沥青质分散剂：月桂酸15克，油酸15克

[0029] 抗氧化剂：2-亚甲基双(4-甲基-6-叔丁基苯酚)15克

[0030] 自由基减活剂：四氢萘5克，对叔丁基邻苯二酚10克

[0031] 金属表面钝化剂：5-甲基苯并三氮唑5克

[0032] 溶剂：苯15克，混合二甲苯20克

[0033] 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制备步骤如下：

[0034] (1)将溶剂苯15克及混合二甲苯20克加入装有搅拌装置、回流冷凝管和温度计的

三口烧瓶中，然后分别加入2-亚甲基双(4-甲基-6-叔丁基苯酚)15克，5-甲基苯并三氮唑5

克，对叔丁基邻苯二酚10克，开启搅拌器进行搅拌(转速为180转/分钟)，升温，在温度85℃

下回流溶解，形成均一溶液。

[0035] (2)在烧瓶中，继续加入四氢萘5克，月桂酸15克，油酸15克使之充分混合均匀，降

温到35℃以下，经过滤可得本发明所述的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

[0036] 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本实例中的煤焦油A来源于陕西榆林A公司的中温煤焦

油，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添加量为0.04％(质量比)，试验装置在360℃下运行72小时，观察

煤焦油结垢管的情况。

[0037] 表1煤焦油A加剂前后试验数据

[0038]

[0039] 从上表可以看出，72小时后空白煤焦油结垢管增重了78.9g，而加剂的煤焦油只增

重了31.4g，空白煤焦油的结垢量是加剂煤焦油的2.51倍，而且说明添加本发明所述的煤焦

油结焦抑制剂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可以使中温煤焦油加氢装置开工周期延长1.5倍以上，加

剂的效果相当明显。

[0040] 实施例二，参考图1及图2：

[0041] 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原料配方：

[0042] 沥青质分散剂：椰子油酸单甘油酯30克，十八烷基胺10克；

[0043] 抗氧化剂：N，N’—二甲苯基对苯二胺(混合物)1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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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自由基减活剂：四氢萘7克，对叔丁基邻苯二酚5克；

[0045] 金属表面钝化剂：油酸基咪唑啉衍生物3克；

[0046] 溶剂：混合二甲苯20克，混合三甲苯15克。

[0047] 煤焦油结焦抑制剂制备步骤如下：

[0048] (1)将溶剂混合二甲苯20克及混合三甲苯15克加入装有搅拌装置、回流冷凝管和

温度计的三口烧瓶中，然后分别加入N，N’—二甲苯基对苯二胺(混合物)10克，十八烷基胺

10克，对叔丁基邻苯二酚5克，开启搅拌(转速为120转/分钟)，在温度100℃下溶解，形成均

一溶液。

[0049] (2)在烧瓶中继续加入四氢萘7克，油酸基咪唑啉衍生物3克，椰子油酸单甘油酯30

克使之充分混合均匀，降温到35℃以下，经过滤可得本发明所述的的煤焦油结焦抑制剂。

[0050] 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本实例中的煤焦油B来源于河南B公司的高温煤焦油，

煤焦油结焦抑制剂的添加量为0.05％(质量比)，试验装置在360℃下运行72小时，观察煤焦

油结垢管的情况。

[0051] 表2煤焦油B加剂前后试验数据

[0052]

[0053] 从上表2可以看出，72小时后空白煤焦油结垢管增重了89.6g，而加剂的煤焦油只

增重了37.1g，空白煤焦油的结垢量是加剂煤焦油的约2.42倍，说明添加本发明所述的煤焦

油结焦抑制剂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可以使高温煤焦油加氢装置开工周期延长超过1.4倍，加

剂的效果也很明显。

[0054]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发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施方

式进行变更和修改，本发明只是展示了个别实施例及其有益技术效果。而本发明并不局限

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和试验结果，因此对本发明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

入本发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

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发明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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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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