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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

采用低含汞气体在气提塔内将凝析油中汞气提

出来，在气提塔底部设置重沸器使凝析油稳定和

脱汞过程在同一塔内完成，采用增压冷却方法回

收气提塔后气体中部分液烃降低烃损失率，20％

～40％气提气脱汞后重新进入气提塔循环使用

减少了气提气量。所述方法脱汞效率高，满足凝

析油安全储存运输中汞含量要求，简化了工艺流

程，降低了烃损失率及脱汞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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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原料凝析油从气提塔上部进入，低含汞气提气从气提塔下部进入，在气提塔内

凝析油与气提气逆向接触，凝析油中汞转移至气提气中，达到凝析油脱汞的目的；

步骤二：气提塔后的含汞气体经压缩机增压至400～800kPa，然后进入空冷器冷却至40

～55℃，回收气液分离器分离的部分液烃；

步骤三：气液分离器分离的气相进入气液聚结器，气液分离器分离的液相和气液聚结

器分离的液相与原料凝析油汇合后一起进入气提塔上部，减小烃损失率；

步骤四：气液聚结器后的气相进入气相脱汞塔脱汞后，60％～80％低含汞气体去燃料

气系统，20％～40％低含汞气体与补充气提气汇合后一起进入气提塔下部，减少气提气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所述的气提

塔底部设置重沸器，使凝析油稳定和气提脱汞过程在同一塔内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所述的气提

气为天然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所述的含汞

气体经压缩机增压后压力为500～700k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所述的含汞

气体经空冷器冷却后温度为45～5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所述的气液

聚结器的技术指标为处理后气相中的液相含量低于10μg/m3，直径0.3μm以上固体颗粒的脱

除效率达99.9％，气液聚结器后的气相温度高于其水露点5℃以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所述的气相

脱汞塔后的65％气体重新进入气提塔循环使用，减小了气体使用量，另一部分35％气体进

入燃料气系统燃烧利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355089 A

2



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凝析油脱汞工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汞是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扩大作用的有毒污染物。石油与天然气中普

遍存在汞，其中凝析油中汞含量一般为10～3000μg/L。汞存在于凝析油开采、加工、储存和

运输过程中，富集在设备及管线中从而腐蚀设备(尤其是低温铝制换热设备)及管线，危害

操作人员身体健康。因此，脱除凝析油中汞含量对含汞气田安全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0003] 目前，凝析油脱汞主要有化学吸附、化学沉淀、气提和膜分离等工艺，以化学吸附

和气提脱汞工艺为主。化学吸附工艺流程简单，但游离水、固体颗粒及其它未知成分易使脱

汞剂饱和失效，脱汞塔前需设置高精度的过滤设备，处理成本高。气提工艺将液相脱汞转化

为气相脱汞，利用了气体脱汞的优势，但轻质组分(丙烷、丁烷等)易随气提气流出，烃损失

率大，同时气体使用量大。

[0004] 凝析油脱汞装置的设计目标是在降低凝析油中汞含量以保证凝析油安全储存运

输的前提下，尽量降低脱汞运行成本。为了克服上述脱汞方法的不足，将凝析油稳定和气提

脱汞工艺相结合，本发明开发了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在气提塔内将凝析油中汞转

移至气体中，将液相脱汞转化为气相脱汞，气提塔后的气提气增压冷却后回收部分液烃，脱

汞后的一部分气体重新进入气提塔循环使用，降低了烃损失率，减小了气提气需求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在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所述

方法在保证脱汞效率的前提下，简化了工艺流程，降低了脱汞成本，减小了烃损失率，减小

了气提气需求量。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

其特征在于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一：原料凝析油从气提塔上部进入，低含汞气提气从气提塔下部进入，在气提

塔内凝析油与气提气逆向接触，凝析油中汞转移至气提气中，达到凝析油脱汞的目的；

[0008] 步骤二：气提塔后的含汞气体经压缩机增压至400～800kPa，然后进入空冷器冷却

至40～55℃，回收气液分离器分离的部分液烃；

[0009] 步骤三：气液分离器分离的气相进入气液聚结器，气液分离器分离的液相和气液

聚结器分离的液相与原料凝析油汇合后一起进入气提塔上部，减小烃损失率；

[0010] 步骤四：气液聚结器后的气相进入气相脱汞塔脱汞后，60％～80％低含汞气体去

燃料气系统，20％～40％低含汞气体与补充气提气汇合后一起进入气提塔下部，减少气提

气量。

[0011]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一所述的气提塔底部设置重沸器，使凝析油稳定和气

提脱汞过程在同一塔内完成。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355089 A

3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一所述的气提气为天然气，天然气在处理厂容易获得，

脱汞后可进入燃料气系统燃烧使用。

[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二所述的含汞气体经压缩机增压后压力为500～

700kPa。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二所述的含汞气体经空冷器冷却后温度为45～50℃。

[001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三所述的气液聚结器的技术指标为处理后气相中的液

相含量低于10μg/m3，直径0.3μm以上固体颗粒的脱除效率达99.9％，气液聚结器后的气相

温度高于其水露点5℃以上。

[001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步骤四所述的气相脱汞塔后的65％气体重新进入气提塔循

环使用，减小了气体使用量，35％气体进入燃料气系统燃烧利用。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8] 本发明是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技术效

果：

[0019] 1、在气提塔底部设置重沸器使凝析油稳定和脱汞过程在同一塔内完成，简化了工

艺流程，设备占地面积少，基建投资成本低；

[0020] 2、气提塔后的气提气采用增压冷却后回收部分液烃，减小了烃损失率；

[0021] 3、气相脱汞塔后的一部分气体重新进入气提塔循环使用，减小了气体使用量，另

一部分气体进入燃料气系统燃烧利用。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3] 图1中：T11-气提塔、E11-重沸器、K11-压缩机、A11-空冷器、V11-气液分离器、V12-

气液聚结器、T12-气相脱汞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如图1所示，原料凝析油和天然气组分和工况如下：

[0027] 凝析油处理规模：2m3/h

[0028] 原料凝析油压力：150kPa

[0029] 原料凝析油温度：45℃

[0030] 原料凝析油汞含量：1500μg/L

[0031] 天然气总流量：144m3/h(标况)

[0032] 天然气进料温度：30℃

[0033] 气提塔理论塔板数：5块

[0034] 气提塔操作压力：140kPa

[0035] 原料凝析油及气提气组成：见表1和表2

[0036] 表1原料凝析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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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组成 N2 CO2 C1 C2 C3 iC4 nC4 iC5 nC5 C6

mol％ 0.01 0.08 2.76 2.11 2.00 1.19 2.67 2.38 2.20 7.13

组成 C7 C8 C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mol％ 17.71 20.81 11.22 7.43 5.21 4.30 3.45 3.12 2.58 1.65

[0038] 表2天然气组成

[0039]

组成 N2 CO2 C1 C2 C3 iC4 nC4 C7 C8

mol％ 0.58 0.69 98.09 0.53 0.04 0.01 0.01 0.02 0.01

[0040] 如图1所示，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原料凝析油(150kPa，45

℃)从气提塔T11上部进入，天然气(150kPa，30℃)从气提塔T11下部进入，凝析油与天然气

在气提塔T11内逆向接触，凝析油中的一部分汞转移至天然气中并随之流出，达到脱除凝析

油中汞的目的，调节重沸器温度保证凝析油饱和蒸气压满足要求，稳定后的低含汞凝析油

(120kPa，78.53℃)去凝析油储存装置。气提塔T11后的含汞天然气(110kPa，42.12℃)先经

过压缩机K11增压，增压后的含汞天然气(400kPa，119.5℃)进入空冷器A11空冷，空冷后的

天然气(390kPa，40℃)进入气液分离器V11分离部分液烃。气液分离器V11的气相(390kPa，

40℃)进入气液聚结器V12深度脱除液相，使含汞天然气中的液相含量低于10μg/m3，气液聚

结器V12的液相和气液分离器V11的液相(390kPa，40℃)与原料凝析油(150kPa，45℃)汇合

后一起进入气提塔T11上部。气液聚结器V12的含汞天然气(390kPa，40℃)进入气相脱汞塔

T12以降低天然气中汞含量，气相脱汞塔T12后的一部分低含汞天然气(48m3/h，390kPa，40

℃)去燃料气系统，另一部分低含汞天然气(96m3/h，390kPa，40℃)与补充天然气(48m3/h，

150kPa，30℃)汇合后一起进入气提塔T11下部。

[0041]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高含汞凝析油脱汞方法与现有凝析油脱汞工艺相比，将稳定和

气提脱汞流程相结合，工艺流程更简单，能将凝析油中汞含量从1500μg/L降低至89.09μg/

L，脱汞效率达94.06％，烃损失率为2.48％(降低了5.98％)，气体使用量仅为48m3/h(凝析

油处理量为2m3/h)。

[004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及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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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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