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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含有石脑油的原料的转

化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含有石脑油的原料与

催化剂在提升管反应器中接触反应后，通入流化

床反应器，经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分离，得到产

品气I和经预积碳的催化剂；所述经预积碳的催

化剂下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b)将含

有石脑油和/或甲醇的原料从所述流化床反应器

的底部输入，上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

与所述经积碳的催化剂接触，得到产品气II和待

再生催化剂；所述待再生催化剂下行进入再生器

再生后，得到再生催化剂；c)经所述再生催化剂

返回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该方法用于石脑油催

化裂解中，具有产物种类可调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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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有石脑油的原料的转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含有石脑油的原料与催化剂在提升管反应器中接触反应后，通入流化床反应器，经

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分离，得到产品气I和经预积碳的催化剂；所述经预积碳的催化剂下行

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

b)将含有石脑油和/或甲醇的原料从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底部输入，上行至所述流化

床反应器的反应段与所述经积碳的催化剂接触，得到产品气II和待再生催化剂；所述待再

生催化剂下行进入再生器再生后，得到再生催化剂；

c)所述再生催化剂返回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

其中，产品气I和产品气II混合输出，经分离，得到烯烃、芳烃和汽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580

～72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0.3MPa，气相线速为3～10m/s；

所述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580～72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0.3Pa，气

相线速为0.5～1.5m/s，石脑油和/或甲醇总质量空速为0.5～2h-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升管反应器和所述流化床反应器进

料量的质量比为1:9～9: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包括：含有石脑油的原料与催化剂

在提升管中接触反应，所得包括经预反应的催化剂和产品气I的物流上行至流化床反应器；

包括催化剂和产品气I的物流在流化床反应器的扩大段分离，所述产品气I进入产品气出口

管线，所述经预反应的催化剂下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包括：将含有石脑油和甲醇的原料

从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底部输入，上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与所述经预反应的催

化剂接触，得到产品气II和待再生催化剂；所述产品气II上行至流化床反应器的扩大段进

入产品气出口管线；所述待再生催化剂下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汽提段，经待生斜管、提

升管进入再生器再生。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包括：再生催化剂经再生器汽提段、

再生斜管返回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比例低于

0.5％。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

微球催化剂；所述微球催化剂的直径为30～300μ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球催化剂的直径为50～150μ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脑油的馏程在20～200℃之间。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233608 A

2



一种含有石脑油的原料转化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有石脑油的原料转化为低碳烯烃、芳烃和高品质汽油的方法，

属于催化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石脑油是生产乙烯、丙烯最主要的原料之一。石脑油高温水蒸气裂解制乙烯、丙烯

等化工产品是一个巨大的石化产业。每年有数以亿吨的石脑油用于生产乙烯丙烯，其产量

占乙烯丙烯生产总量50％以上。经过多年的发展，水蒸气裂解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它的

转化率高，经过一次反应，产物的产率就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缺点同样明显，选择性

差，产物中有大量的甲烷生成，反应温度高，能耗高。其发展潜力已经很小。为此，采用催化

剂降低裂解温度的催化裂解技术得到了大力发展。目前石脑油催化裂解技术主要通过提升

管反应器进行，提高乙烯丙烯的收率。但是相对可调节范围较小。

[0003] 随着煤经甲醇制烯烃技术、丙烷脱氢制丙烯等技术的应用，乙烯、丙烯的来源日益

丰富。这就要求石脑油催化裂解技术要求具有更高的可调变性，满足市场需求的变化。本申

请很好的解决了该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含有石脑油的原料转化为低碳烯烃、芳烃和

高品质汽油的方法。该方法用于石脑油催化裂解中，具有产物种类可调变的优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提供了一种含有石脑油的原料转化为低碳烯烃、芳烃和

高品质汽油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包括石脑油的原料进入提升管反应器与催化剂

接触，生成的产物和催化剂物流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分离，产物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

催化剂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包括石脑油或/和甲醇的原料通过流化床反应器进料口

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与催化剂反应，生成的产物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催化剂下行进

入流化床反应器汽提段，经过汽提后，通过待生斜管、提升管，进入再生器，经过再生的催化

剂通过再生器汽提段、再生斜管进入提升管反应器；产品气经过产品气出口管线进入分离

系统，得到不同产物。

[0006] 上述方案中，所述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580～720℃，反应压力以表压

计为0.01～0.3MPa，气相线速为3～10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580～720℃，反应

压力以表压计为0.01～0.3Pa，气相线速为0.5～1.5m/s，质量空速为0.5～2h-1。

[0007] 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比例低于0.2％。

[0008] 所述含有石脑油的原料的转化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09] a)含有石脑油的原料与催化剂在提升管反应器中接触反应后，通入流化床反应

器，经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分离，得到产品气I和经预积碳的催化剂；所述经预积碳的催化

剂下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

[0010] b)将含有石脑油和/或甲醇的原料从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底部输入，上行至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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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与所述经积碳的催化剂接触，得到产品气II和待再生催化剂；所述

待再生催化剂下行进入再生器再生后，得到再生催化剂；

[0011] c)所述再生催化剂返回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

[0012] 其中，产品气I和产品气II混合输出，经分离，得到烯烃、芳烃和汽油。

[0013] 可选地，所述烯烃包括乙烯、丙烯、丁烯。

[0014] 可选地，所述芳烃包括苯、甲苯、二甲苯。

[0015] 可选地，所述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580～72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

0.01～0.3MPa，气相线速为3～10m/s；

[0016] 所述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580～72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 .01～

0.3Pa，气相线速为0.5～1.5m/s，甲醇和/或石脑油的总质量空速为0.5～2h-1。其中，甲醇和

石脑油的比例可以任意调变。

[0017] 可选地，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的反应温度的上限选自590℃、600℃、610℃、620℃、

630℃、640℃、650℃、660℃、670℃、680℃、690℃、700℃、710℃或720℃；下限选自580℃、

590℃、600℃、61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700℃或710

℃。

[0018] 可选地，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的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上限选自0.02MPa、0.05MPa、

0 .08MPa、0 .1MPa、0 .15MPa、0 .2MPa、0 .25MPa或0 .3MPa；下限选自0.01MPa、0 .02MPa、

0.05MPa、0.08MPa、0.1MPa、0.15MPa、0.2MPa或0.25MPa。

[0019] 可选地，所述提升管反应器中的气相线速的上限选自3m/s、4m/s、5m/s、6m/s、7m/

s、8m/s、9m/s或10m/s；下限选自2m/s、3m/s、4m/s、5m/s、6m/s、7m/s、8m/s或9m/s。

[0020] 可选地，所述流化床反应器中的反应温度的上限选自590℃、600℃、610℃、620℃、

630℃、640℃、650℃、660℃、670℃、680℃、690℃、700℃、710℃或720℃；下限选自580℃、

590℃、600℃、610℃、620℃、630℃、640℃、650℃、660℃、670℃、680℃、690℃、700℃或710

℃。

[0021] 可选地，所述流化床反应器中的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上限选自0.02MPa、0.05MPa、

0 .08MPa、0 .1MPa、0 .15MPa、0 .2MPa、0 .25MPa或0 .3MPa；下限选自0.01MPa、0 .02MPa、

0.05MPa、0.08MPa、0.1MPa、0.15MPa、0.2MPa或0.25MPa。

[0022] 可选地，所述流化床反应器中的气相线速的上限选自1m/s或1 .5m/s；下限选自

0.5m/s或1m/s。

[0023] 可选地，所述流化床反应器中的总质量空速的上限选自1h-1、1.5h-1、或2h-1；下限

选自0.5h-1、1h-1或1.5h-1。

[0024] 可选地，所述提升管反应器和所述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1:9～9:1。

[0025] 可选地，所述提升管反应器和所述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1:9、1:7、1:5、

1:3、1:1、3:1、5:1、9:1及任意两个比值之间的范围值。

[0026] 可选地，步骤a)包括：含有石脑油的原料与催化剂在提升管中接触反应，所得包括

经预反应的催化剂和产品气I的物流上行至流化床反应器；包括催化剂和产品气I的物流在

流化床反应器的扩大段分离，所述产品气I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所述经预反应的催化剂下

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

[0027] 可选地，步骤b)包括：将含有石脑油和甲醇的原料从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底部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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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上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与所述经预反应的催化剂接触，得到产品气II和待

再生催化剂；所述产品气II上行至流化床反应器的扩大段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所述待再

生催化剂下行至所述流化床反应器的汽提段，经待生斜管、提升管进入再生器再生。

[0028] 可选地，步骤c)包括：再生催化剂经再生器汽提段、再生斜管返回所述提升管反应

器中。

[0029] 可选地，所述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比例低于0.5％。

[0030] 可选地，所述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比例低于0.2％。

[0031] 可选地，所述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比例低于0.1％。

[0032] 可选地，所述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微球催化剂；所述微球催化剂的

直径为30～300μm。

[0033] 可选地，所述微球催化剂中的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10～50％。

[0034] 可选地，所述微球催化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的上限选自20％、30％、40％或

50％；上限选自10％、20％、30％或40％。

[0035] 可选地，所述微球催化剂的直径优选50～150μm。

[0036] 可选地，所述催化剂为含有ZSM-5分子筛的微球催化剂。

[0037] 可选地，所述微球催化剂的成型包括：将含有分子筛和粘结剂的浆料喷雾干燥成

型。

[0038] 可选地，所述的石脑油馏程在20～200℃之间。

[003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含有石脑油的原料进入提升管反

应器与催化剂接触，生成的产物I和催化剂物流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分离，产物I进产

品气出口管线，催化剂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含有石脑油和/或甲醇的原料通过流化床

反应器进料口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与催化剂反应，生成的产物II进入产品气出口管

线，催化剂下行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汽提段，经过汽提后，通过待生斜管、提升管，进入再生

器，经过再生的催化剂通过再生器汽提段、再生斜管进入提升管反应器；产品气经过产品气

出口管线进入分离系统，得到包括烯烃、芳烃和汽油的产物。

[0040] 可选地，所述方法，烯烃、芳烃和汽油的质量收率可调变。

[0041] 可选地，烯烃的质量收率为42～72％，芳烃的质量收率为16～24％，汽油的质量收

率为6～21％。

[0042] 本申请能产生的有益效果包括：

[0043] 1)本申请的装置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可同时也可单独进行石脑油的催

化裂解反应。

[0044] 2)本申请可以通过调整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的进料比例可以在较大范

围内调控产物组分含量。

[0045] 3)本申请提供一种含有石脑油原料的转化方法，产物为低碳烯烃、轻质芳烃和高

品质汽油，产物比例可调节。该方法通过采用包括石脑油的原料同时进入提升管反应器和

流化床反应器，反应产物在流化床反应器顶部出口汇合后进入分离系统，得到低碳烯烃、轻

质芳烃和高品质汽油；催化剂由再生器经提升管反应器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完成催化裂解

后回到再生器再生。该方法提高了石脑油催化裂解产物调变范围，提高了装置抵御市场波

动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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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6] 图1为本申请所述装置的流程示意图。

[0047] 部件和附图标记列表：

[0048] 1：提升管反应器进料口，2：提升管反应器，3：流化床反应器，4：流化床反应器进料

口，5：流化床反应器汽提段进气口，6：提升管提升器进口，7：产品气出口管线，8：烟气出口

管线，9：再生器，10：再生空气入口，11：再生器汽提段进气口，12：再生斜管，13：待生斜管，

14：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15：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16：流化床反应器汽提段，17：再生器扩

大段，18：再生器再生段，19：再生器汽提段，20：提升管20。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下面结合实施例详述本申请，但本申请并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0050] 如无特别说明，本申请的实施例中的原料均通过商业途径购买。

[0051] 实施例中，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所述催化剂根据专利

CN200710118286.3的方法制备。

[0052] 本申请的实施例中分析方法如下：

[0053] 利用安捷伦气相色谱进行产物分析。

[0054] 本申请的实施例中转化率、选择性计算如下：

[0055] 本申请的实施例中，烯烃收率、芳烃收率、甲烷收率都基于质量进行计算：

[0056] 烯烃收率＝(产物中烯烃质量含量*产物质量流率)/(产物质量流率+生焦率)；芳

烃收率＝(产物中芳烃质量含量*产物质量流率)/(产物质量流率+生焦率)；甲烷收率＝(产

物中甲烷质量含量*产物质量流率)/(产物质量流率+生焦率)。

[0057] 图1为本申请含有石脑油的原料转化为低碳烯烃和芳烃的方法采用的装置，该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包括石脑油的原料进入提升管反应器2与催化剂接触，生成的产物和催化

剂物流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14分离，产物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催化剂进入流化床反

应器反应段15，包括石脑油或/和甲醇的原料通过流化床反应器进料口4进入流化床反应器

反应段与催化剂反应，生成的产物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催化剂下行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汽

提段16，经过汽提后，通过待生斜管13、提升管20，进入再生器9，经过再生的催化剂通过再

生器汽提段19、再生斜管12进入提升管反应器2；产品气经过产品气出口管线进入分离系

统，得到不同产物。，

[0058] 实施例1

[0059] 如图1所示的装置中，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剂，催化剂中

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3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包括石脑油的原料进入提升管反应器

与催化剂接触，生成的产物和催化剂物流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扩大段分离，产物进入产品气

出口管线，催化剂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包括石脑油或/和甲醇的原料通过流化床反应

器进料口进入流化床反应器反应段与催化剂反应，生成的产物进入产品气出口管线，催化

剂下行进入流化床反应器汽提段，经过汽提后，通过待生斜管、提升管，进入再生器，经过再

生的催化剂通过再生器汽提段、再生斜管进入提升管反应器。产品气经过产品气出口管线

进入分离系统，得到不同产物。催化剂循环量通过塞阀或滑阀控制。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

分数低于0.1％。石脑油的组成见表1。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700℃，反应压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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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690℃，反应压力以表压

计为0.01MPa，气相线速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2。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

进料量的质量比为1:1。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器质量空速为1h-1。产品气通过

在线色谱分析，烯烃质量收率54％，BTX质量收率为23％，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15％。

[0060] 表1石脑油组成

[0061]

组成(wt％) 石脑油(IBP-150℃) 石脑油(IBP-180℃)

正构烷烃 41 35

异构烷烃 24 29

环烷烃 15 28

芳烃 14 7

[0062] 实施例2

[0063]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

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3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分

数低于0.5％。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68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

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67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

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10。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9:

1。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器质量空速为0.5h-1。产品气通过在线色谱分析，烯

烃质量收率45％，BTX质量收率为18％，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13％。

[0064] 实施例3

[0065]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

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3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分

数低于0.5％。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68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

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67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

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0.5。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1:

9。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器质量空速为1.5h-1。产品气通过在线色谱分析，烯

烃质量收率72％，BTX质量收率为16％，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6％。

[0066] 实施例4

[0067]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

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3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分

数低于0.5％。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72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

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70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

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50。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1:

1。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器质量空速为1.0h-1。产品气通过在线色谱分析，烯

烃质量收率42％，BTX质量收率为24％，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21％。

[0068] 实施例5

[0069]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

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3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分

数低于0.5％。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应温度为72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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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温度70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

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1。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石脑油进料量的质量比

为1:1。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器总质量空速为1.0h-1。产品气通过在线色谱分

析，烯烃质量收率61％，BTX质量收率为19％，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9％。

[0070] 实施例6

[0071]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

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1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分

数低于0.5％。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的催化剂床层高径比为0.3。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

应温度为68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

温度67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10。

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9:1。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

器质量空速为0.5h-1。产品气通过在线色谱分析，烯烃质量收率42％，BTX质量收率为17％，

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15％。

[0072] 实施例7

[0073] 按照实施例1所述的条件和步骤，催化剂为含有石脑油催化裂解活性的微球，催化

剂中分子筛的重量含量为50％，粒径范围为50～150微米。所述的再生催化剂碳含量质量分

数低于0.5％。流化床反应器的反应段的催化剂床层高径比为0.3。提升管反应器的条件：反

应温度为68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为3m/s；流化床反应器条件：反应

温度670℃，反应压力以表压计为0.01MPa，气相线速为1m/s，石脑油和甲醇的质量比为10。

提升管反应器和流化床反应器进料量的质量比为9:1。保持催化剂循环量稳定，流化床反应

器质量空速为0.5h-1。产品气通过在线色谱分析，烯烃质量收率78％，BTX质量收率为22％，

高品质汽油质量收率为11％。

[0074]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几个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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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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