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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废润滑油加氢处理工艺，具体涉

及一种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

油的工艺。第一沸腾床反应器装入球形预加氢处

理催化剂，第二沸腾床反应器装入球形主加氢处

理催化剂；预处理后的废润滑油经增压后，从第

一沸腾床反应器底部进入第一沸腾床反应器，在

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的作用下，加氢脱除金属

离子和胶质、沥青质、残碳；加氢预处理后的润滑

油和氢气从第一沸腾床反应器上部出口流出，从

第二沸腾床反应器的底部进入第二沸腾床反应

器，在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深度

的加氢精制，脱除氧、硫、氮及杂环芳烃；加氢精

制后的润滑油经过后续的分馏处理，可获得优良

的石脑油、柴油馏分和基础润滑油馏分及少量的

沥青重组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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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废润滑油预处理

对废润滑油脱水，并脱除≥25μm的固体颗粒；

2)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

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的第一沸腾床反应器装入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第二沸腾床

反应器装入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预处理后的废润滑油经增压后，从第一沸腾床反应器

底部进入第一沸腾床反应器，在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加氢脱除废润滑油

中含有的金属离子和胶质、沥青质、残碳；加氢预处理后的润滑油和氢气从第一沸腾床反应

器上部出口流出，从第二沸腾床反应器的底部进入第二沸腾床反应器，在第二沸腾床反应

器中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深度的加氢精制，脱除废润滑油中所含的氧、硫、

氮及杂环芳烃；

3)后分馏

自第二沸腾床反应器出来的反应产物，经过气液分离、冷却后，气相分离出氢气进入循

环氢系统与新鲜氢气混合后循环使用；液相进行常压蒸馏，分馏出精制石脑油，剩余馏分油

进行减压蒸馏，分馏出精制柴油和基础油馏分，减压蒸馏后的剩余油为沥青馏分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对废润滑油脱水，并脱除≥25μm的固体颗粒具体为：在氮气保护下，将废润滑油加热至

40-80℃后，加入到正常转动的离心机离心室内，离心机正常转动，20-50分钟后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的工艺条件为：系统总压力为12.0-18.0MPa，反应温度

为230-390℃，液空速为0.3-1.0h-1，氢油比为500-1000/1，氢气纯度大于95.0v％。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的工艺条件为：系统总压力为14.0-16.0MPa，氢油比为

600/1-800/1，反应温度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230-300℃，b)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

340-390℃；液空速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0.3-0.8h-1，b)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0.6-

1.0h-1；氢气纯度为95.0-99.0v％。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反应温度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250-280℃，b)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360-380

℃；液空速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0.4-0.6h-1，b)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0.7-0.9h-1。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常压蒸馏条件：蒸馏温度为300-348℃，蒸馏时间为1.0-4.0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常压蒸馏条件：蒸馏温度为320-340℃，蒸馏时间为2.0-3.0小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减压蒸馏条件：蒸馏压力0.01-0.07kPa，蒸馏温度为300-345℃，蒸馏时间为1.0-

4.0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减压蒸馏条件：蒸馏压力0.03-0 .05kPa，，蒸馏温度为320-340℃，蒸馏时间为

2.0-3.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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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润滑油加氢处理工艺，具体涉及一种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

理废润滑油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废润滑油来源于内燃机润滑油、齿轮润滑油、液压润滑油、全损耗系统润滑油、压

缩机润滑油、汽轮机润滑油等，其组成相当复杂。其中含有少量的汽油、柴油，含有水分、胶

质、沥青质、残碳、金属杂末、固体颗粒，含有氧、硫、氮、钙、硅、铜、钼、铅、锑、氯、磷、硼等元

素的各种润滑油添加剂，是处理难度极大的一种废油。

[0003] 目前，对废润滑油回收处理大致采取的技术路线有：1、硫酸-白土精制工艺；2、薄

膜蒸馏-白土精制工艺；3、溶剂抽提-常规蒸馏-白土精制工艺；4、常规蒸馏-固定床加氢精

制-常规分馏工艺。上述工艺技术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或短板，均不能实现较大规模

连续化工业生产，有的工艺技术还存在二次污染的问题。

[0004] 硫酸-白土精制工艺、薄膜蒸馏-白土精制工艺和溶剂抽提-常规蒸馏-白土精制工

艺本质上都是对废润滑油的物理净化过程，对废润滑油中所含的胶质、沥青质、残炭及生成

的有机酸等有一定的脱除作用，对废润滑油的外观色泽有一定的改观，但对废润滑油中所

含的硫、氮化合物和多种含金属离子的润滑油添加剂脱除效果很差。经上述工艺处理后得

到的润滑油质量较差，并且处理过程会产生较多的油渣，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0005] 采用常规蒸馏-固定床加氢精制-常规分馏工艺加氢处理废润滑油能得到产品质

量较好的石脑油、柴油馏分和基础润滑油馏分。该工艺可对废润滑油中所含的胶质、沥青

质、残炭及生成的有机酸，所含的硫、氮化合物和多种金属离子均有很好的脱除效果。获得

的基础润滑油的外观无色无味透明。

[0006] 采用常规蒸馏-固定床加氢精制-常规分馏工艺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最大弊端是

装置运行时间短，装置频繁地开、停工，固定床催化剂过频繁地撇头。这是因为在固定床加

氢精制处理废润滑油工艺流程中，预处理后的废润滑油和氢气是从反应器的上部进入反应

器的，废润滑油和氢气自上而下通过固定不动的催化剂床层，废润滑油中含有的多种金属

离子添加剂在加氢工艺条件下加氢分解，分离出的多种金属离子自然沉积到催化剂床层

中，堵塞了催化剂颗粒之间的缝隙，短期内把催化剂颗粒粘合在一起形成板结层，引起固定

床加氢反应器短期内压降升高，导致装置不得不停工进行催化剂撇头处理，装置开、停工频

繁，难以为业主带来经济效益。国内已建成的几套采用常规蒸馏-固定床加氢精制-常规分

馏工艺技术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业装置，均因解决不了上述技术问题而处于长期停工状

态。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

废润滑油的工艺，彻底解决了常规蒸馏-固定床加氢精制-常规分馏工艺技术路线存在的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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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能够实现废润滑油加氢处理工业装置长周期连续化工业生产。

[0008] 本发明所述的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工艺，主要包括原料预

处理部分、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部分及产品分馏部分。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废润滑油预处理

[0010] 对废润滑油脱水，并脱除≥25μm的固体颗粒；

[0011] 2)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

[0012] 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的第一沸腾床反应器装入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第二沸

腾床反应器装入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预处理后的废润滑油经增压后，从第一沸腾床反

应器底部进入第一沸腾床反应器，在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加氢脱除废润

滑油中含有的金属离子和胶质、沥青质、残碳；加氢预处理后的润滑油和氢气从第一沸腾床

反应器上部出口流出，从第二沸腾床反应器的底部进入第二沸腾床反应器，在第二沸腾床

反应器中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的作用下进行深度的加氢精制，脱除废润滑油中所含的

氧、硫、氮及杂环芳烃；

[0013] 3)后分馏

[0014] 自第二沸腾床反应器出来的反应产物，经过气液分离、冷却后，气相分离出氢气进

入循环氢系统与新鲜氢气混合后循环使用；液相进行常压蒸馏，分馏出精制石脑油，剩余馏

分油进行减压蒸馏，分馏出精制柴油和基础油馏分，减压蒸馏后的剩余油为沥青馏分油。

[0015] 其中：

[0016] 对废润滑油脱水，并脱除≥25μm的固体颗粒具体为：在氮气保护下，将废润滑油加

热至40-80℃后，加入到正常转动的离心机离心室内，离心机正常转动，20-50分钟后完成。

[0017] 废润滑油的密度一般小于0.86t/m3，小于水和固体颗粒的密度，因此，可通过常规

的重度离心分离的方式把废润滑油中的水和≥25μm固体颗粒分离。离心分离出来的废润滑

油作为沸腾床加氢精制部分的进料。

[0018] 本发明中采用的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和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为常规市售催

化剂，催化剂的物化性质及其更详细的描述见专利201710240112.8中的记载。

[0019] 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的工艺条件为：系统总压力为12.0-18.0MPa，反

应温度为230-390℃，液空速为0.3-1.0h-1，氢油比为500-1000/1，氢气纯度大于95v％。

[0020] 优选地，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精制的工艺条件为：系统总压力为14 .0-

16.0MPa，氢油比为600/1-800/1，反应温度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230-300℃，b)球形

主加氢处理催化剂340-390℃；液空速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0.3-0.8h-1，b)球形主加

氢处理催化剂0.6-1.0h-1；氢气纯度为95.0-99.0v％。

[0021] 更优选地，反应温度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250-280℃，b)球形主加氢处理

催化剂360-380℃；液空速为：a)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0.4-0.6h-1，b)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

剂0.7-0.9h-1。

[0022] 所述的常压蒸馏条件：蒸馏温度为300-348℃，蒸馏时间为1.0-4.0小时。

[0023] 优选地，所述的常压蒸馏条件：蒸馏温度为320-340℃，蒸馏时间为2.0-3.0小时。

[0024] 所述的减压蒸馏条件：蒸馏压力0.01-0.07kPa，蒸馏温度为300-345℃，蒸馏时间

为1.0-4.0小时。

[0025] 优选地，所述的减压蒸馏条件：蒸馏压力0.03-0.05kPa，蒸馏温度为320-340℃，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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馏时间为2.0-3.0小时。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7] 1、本发明彻底解决了常规蒸馏-固定床加氢精制-常规分馏工艺技术路线存在的

弊端，可实现废润滑油加氢处理工业装置长周期连续化工业生产。这是因为在沸腾床加氢

处理工艺条件下，微球形催化剂在沸腾床反应器内始终处于沸腾运动状态，废润滑油和氢

气从反应器底部进入反应器，废润滑油中含有的多种金属离子添加剂在加氢工艺条件下分

离出的多种金属离子，虽然也能自然沉积或吸附到催化剂表面，但难以再把相近位置的微

球形催化剂颗粒黏连在一起，这从根本上解决了反应器产生压降的问题。

[0028] 2、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整套工艺技术与常规蒸馏-固定床

加氢精制-常规分馏工艺相比，其工艺流程短、装置布局紧凑；装置能耗低、运行费用少，是

最先进的废润滑油回收处理工艺技术。采用该工艺技术加氢处理废润滑油可产出优质的汽

油、柴油调和组分油和优质的基础润滑油，可为企业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加氢处理废润滑油的流程示意图(评价装置示

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并不限制本发明。

[0031] 实施例中用到的所有原料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市购。

[0032] 实施例中采用的催化剂为专利201710240112.8中所述的催化剂。

[0033] 实施例1

[0034] 1)取50公斤回收的废润滑油加入到夹套蒸汽加热的反应釜中，向装有废润滑油的

反应釜中通入N2，排出反应釜内的空气。密封好反应釜加料口，向反应釜夹套内通入蒸汽加

热废润滑油，把废润滑油加热到65±5℃后，慢慢均匀的加入到正常转动的离心机离心室

内，进行废润滑油离心分离水分和≥25μm固体颗粒。离心机正常转动30分钟后，停止离心机

转动，从离心室的上部取出废润滑油，离心室下部的水分和固体颗粒倒入废油池中。

[0035] 预处理后的废机油的分析数据列入表1中。

[0036] 表1预处理后废机油的性质指标

[0037]

分析指标 预处理后的废润滑油

密度(20℃)g/mL 0.8478

馏程，℃IBP 145

10％/30％/50％ 390/412/425

70％/90％/EBP 435/458/477

凝点，℃ -17

硫，ppm 1025

氮，ppm 740

闪点，℃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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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运动粘度，mm2/s 20.75

100℃运动粘度，mm2/s 3.98

水分，m％ 0.12

机械杂质，m％ 0.05

胶质，m％ 2.45

残碳，m％ 0.12

酸值，mgKOH/G 0.57

[0038] 2)将硫化态的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装入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评价装置(见图

1)的第一反应器内；把硫化态的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装入第二反应器内。废润滑油在串

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评价装置上的评价工艺条件列入表2中。

[0039] 表2对废润滑油沸腾床加氢处理的工艺条件

[0040]

[0041]

[0042] 将预处理后的废润滑油(见表1)泵入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评价装置，按照表2所

列的工艺条件控制双沸腾床反应器的工作状态。连续进油100小时后开始连续留取第二反

应器流出的混合油样，流出混合油样累计留取48小时后，停止向评价装置泵入预处理后的

废机油，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评价装置按正常步骤停止评价工作。

[0043] 3)收集的混合油样装入常压蒸馏釜中，蒸馏釜按照20℃/时的加热速度，均匀升温

到340℃并维持2小时，分馏出精制石脑油产品。

[0044] 4)分馏出石脑油馏分后，剩余馏分油装入减压蒸馏釜中，在0.03kPa的减压条件

下，按照10℃/时的加热速度，均匀升温到330℃并维持2小时，分馏出精制柴油和基础润滑

油馏分。减压蒸馏后的剩余油为沥青馏分油。

[0045] 分馏后的石脑油、柴油和基础润滑油馏分的分析数据分别列入表3、表4、表5中。

[0046] 表3石脑油馏分性质

[0047]

分析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国六汽油标准

密度(20℃)g/mL 0.7487 0.7512 0.7459 0.72-0.775

馏程，℃IBP 56 59 54  

10％/30％ 67/95 69/96 64/93 10％不高于70

50％/70％ 104/119 108/121 101/115 50％不高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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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5％ 132/153 135/156 128/151 90％不高于190

EBP 168 170 165 EBP不高于205

硫，mg/kg 0.5 0.7 0.2 不大于10

烯烃，v％ 1.5 1.6 1.1 不大于15

芳烃，v％ 2.3 2.5 1.8 不大于35

研究法辛烷值(RON) 65 66 62 不小于89

[0048] 表4柴油馏分性质

[0049]

[0050]

[0051] 表5基础润滑油馏分性质

[0052]

分析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通用基础润滑油

密度(20℃)g/mL 0.8476 0.8485 0.8452 报告

硫，m％ 2.4 4.8 1.3 报告

氮，m％ 12.3 17.5 8.6 报告

残碳，m％ 0.01 0.01 0.01 -

馏程，℃IBP 275 279 272  

10％/30％ 288/412 292/414 285/410  

50％/70％ 425/431 429/434 421/427  

90％/EPB 456/482 459/484 452/478  

凝点，℃ -19 -17 -22  

倾点，℃ -17 -15 -19 MVI150不高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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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点(开口)，℃ 196 198 193 MVI150不低于170

氧化安定性 300 300 300 MVI150不小于200

运动粘度(40℃)mm2/s 31.04 31.95 30.56 MVI150在28.0-34.0之间

运动粘度(100℃)mm2/s 4.35 4.68 4.13 报告

粘度指数 122 125 119 MVI150不小于80

[0053] 可以看出，废润滑油经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和球形主加

氢处理催化剂共同作用下，产出的石脑油馏分可作为良好的汽油调和组分；产出的柴油馏

分是良好的柴油调和组分，产出的润滑油馏分可直接作为基础润滑油产品销售。

[0054] 实施例2

[0055] 1)废润滑油的预处理过程除了废润滑油加热温度为45±5℃，离心机正常转动50

分钟外，其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完全相同。

[0056] 2)废润滑油在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评价装置上的评价工艺条件列入表6中，其

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步骤2)完全相同。

[0057] 表6对废润滑油沸腾床加氢处理的工艺条件

[0058]

工艺条件 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 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

系统总压力，MPa 12 12

反应温度，℃ 230 340

液空速，h-1 0.3 1.0

氢油比(v) 500/1 500/1

氢气纯度，m％ ＞95 ＞95

[0059] 3)除在345℃恒温维持3.0小时外，其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步骤3)完全相同。

[0060] 4)除在0.03kPa的减压条件下，340℃恒温维持3.0小时外，其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

1步骤4)完全相同。

[0061] 实施例2的加氢混合油分馏出的石脑油、柴油和基础润滑油馏分的分析数据分别

列入表3、表4、表5中。

[0062] 实施例3

[0063] 1)废润滑油的预处理过程除了废润滑油加热温度为75±5℃，离心机正常转动20

分钟外，其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完全相同。

[0064] 2)废润滑油在串联式双沸腾床反应器评价装置上的评价工艺条件列入表7中，其

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步骤2)完全相同。

[0065] 表7对废润滑油沸腾床加氢处理的工艺条件

[0066]

工艺条件 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 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

系统总压力，MPa 18 18

反应温度，℃ 230 340

液空速，h-1 0.8 0.6

氢油比(v) 1000/1 1000/1

氢气纯度，m％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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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3)除在330℃恒温维持4.0小时外，其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1步骤3)完全相同。

[0068] 4)除在0.06kPa的减压条件下，320℃恒温维持4.0小时外，其它操作步骤与实施例

1步骤4)完全相同。

[0069] 实施例3的加氢混合油分馏出的石脑油、柴油和基础润滑油馏分的分析数据分别

列入表3、表4、表5中。

[0070] 可以看出，在实施例2、实施例3的工艺操作条件下，废润滑油经串联式双沸腾床反

应器球形预加氢处理催化剂和球形主加氢处理催化剂共同作用，产出的石脑油馏分均可作

为良好的汽油调和组分；产出的柴油馏分是良好的柴油调和组分，产出的润滑油馏分可直

接作为基础润滑油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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