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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是开采活动的终端产品之一。采出的原油一旦转换为成品

油，其价值将得到大大提升。和上游活动一样，石油炼制也涉及极

端条件下的作业，同时也需要采用先进技术。

石油炼制历史回顾－炼厂作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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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和开采只是石油工业的开始，

要将开采出的原油转换成人类社会所需

要的能源产品，还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

石油炼制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要在极

端的温度和压力下进行。从价值数十亿

美元的深水作业平台到用于将油砂从永

冻层中开采出来的挖掘机，石油开采的

每一环节都备受公众关注。开采出来的

原油被送往位于全球658个地区的石油

>  全球液态烃类资源供需状况。全球液态烃类资源需求量（运输、工业、民用、商业和发电用）预
计会从目前的 1350万米 3/日（8500万桶 /日）增长到 2030年的 1830万米 3/日（1.15亿桶 /日）（左）。这
些需求中的大部分将由原油和凝析液来满足。由于常规原油储量不足，稠油将在液态烃类资源供应体

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目前，可采稠油储量（22˚API或更低）（右）约是常规石油储量的 50%。
在这段时期内，油砂的原油产量会不断增长，从目前的 32万米 3/ 日（200 万桶 /日）增长到 2030年的
约 110 万米 3/ 日（700 万桶 / 日）。（全球液态烃类资源需求量数据改编自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能源展望，

2006 年，参考文献 2。可采资源数据根据 Meyer 和 Attanasi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2。）

炼厂进行精炼。这些精炼厂规模各异，

大到日加工量达14.9万米3（94万桶）的

委内瑞拉炼厂，小到日加工量不足 160
米 3（1000桶）的工厂[1]。

虽然在规模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但这些炼厂有着共同的目标，即将原

油转换成有价值的、可资利用的成品

油。正因为如此，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

从技术角度来讲，石油精炼业务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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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另外，石油精炼

的历史同时也是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完

善的历史。

石油炼制工业是世界经济的重要

一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人口

数量的增长，由石油加工制成的运输燃

料和化学制品的供应压力越来越大（前

一页图）[2]。除了要不断增加燃料和化

学制品供应，今天的石油炼制工业还要

面对全球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为了达

到这些目标，炼厂在竭尽全力不浪费一

滴原油。另外由于常规原油供给不足，

这些炼厂开始加工更多的稠油。

本文对石油炼制工业进行了介绍，

对该行业的整个发展历史（从使用简单

批量设备的行业发展初期到采用 24 小
时连续运转的高效自动化设备的今天）

进行了回顾，并就稠油在炼厂原料结构

中比例增长的原因以及实现运输燃料零

污染的趋势进行了分析。

从行业起步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工业

尽管史学家指出古代就已有石油

和焦油的使用记录，但有案可查的第

一家炼厂则创立于1860年，位于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的 Titusville，该炼厂耗资

15000美元[3]。和现在一样，当时该炼厂

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如何将高沸点的粘

稠原油转变成低沸点的石油产品的问

题。早期的炼厂采用批量设备而非连

续装置进行加工，转化过程为热裂化

工艺（请参见“石油炼制术语表”，下

一页）。在这种裂化过程中，大原油分

子在热力作用下分解成低沸点物质的

分子。稳定的低沸点物质在煤油 -柴油

的沸程内，以裂化气、汽油和蒸馏液的

形式离开系统，而其他弱稳定成分则

经过聚合形成比原始原油还要粘稠的

产品。

热裂化是 20 世纪上半叶生产车用

汽油最主要的转化工艺。热裂化工艺

的应用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顶峰，随

后由于二战期间流化床催化裂化方法

的引入而逐渐减少。尽管目前许多小炼

厂仍使用轻度热裂解工艺，但催化裂化

已经取代热裂化成为目前最主要的转化

工艺。催化裂化的优点是能用更少的重

质燃料油产出更多的高辛烷值汽油而并

不产生焦炭副产品。二战过后，随着先

进的催化剂和自动化流程控制技术的采

用，石油炼制行业继续发展壮大，炼制

转化水平和目标产品的选择性得到了进

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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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百多年前一样，现今的炼厂面

临着同样的挑战－精炼产品必须满足市

场需求。当前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是沸点

低于345˚C（650˚F）且含硫量几乎为零的

运输燃料，然而却很少有原油能够符合

这些要求。由于像布伦特原油和西得克

萨斯中质原油这样的硫含量低于 1.0%
（以重量计）的轻质低硫原油已变得非

常稀有和珍贵，市场的注意力已向硫含

量为1.0%到3.0%（以重量计）的稠油资

源转移。随着硫含量高于3.0%（以重量

计）的稠油使用的增加，对炼厂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4]。轻油和稠油间的品质差

别体现在炼厂购买该原料时的市场价格

差上。轻油（＞40˚API）和稠油（＜20˚API）
间的价格差异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每桶相差9.00美元[5]。由于市场对轻

质运输燃料有着巨大的需求，现今 70%
至 90% 的燃料产品的沸点低于 345˚C[6]。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炼厂安装了更

多的转化和生产设施。本文将介绍炼厂

是如何获取原油并将其转化成市场所需

的成品的。

分离是第一步

所有炼厂的作业都由三个基本环节

构成：分离、转化和精制[7]。在加工之

4. 稠油也给油气公司的生产作业增加了难度。
稠油独特的物理性质使得大多数稠油都很难
用常规的方式运输到炼厂。油气公司需要决

定是在井场将稠油稀释还是部分或全部改质
之后再进行运输。

5. Davis NC: “Overview of Domestic Petroleum Ref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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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ia.doe.gov/emeu/finance/uis&to/downstream/
update/indx.html（2007 年 2 月 13 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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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mond：雪弗龙理工大学，2005 年。

7. “产品加工”和“精制”这两个词经常当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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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72007 年夏季刊

> 分离、转化和精制环节以及终端产品的典型炼厂工艺流程图（左）。多数炼厂能够生产数百种产品，而如果一个综合型转化炼厂还生产润滑油、石蜡和

润滑脂的话，那么它的产品种类可以达到数千种。有些炼厂将炼厂气和石脑油输送到石化装置进行深加工，这样最后能够生产出数以万计的产品（右）。
（经 Speight 许可改编，参考文献 8。）

前，炼厂需要将原油以物理的方式分离

成具有不同分子量范围的原料。这样可

以使定制和选择的转化步骤更加高效地

运转。

随后要对完成转化的产品进行几步

精制处理，然后才能投入市场。所有这

些步骤共同促成了原油向数以千计的产

品的转化（下图）[8]。

任何炼厂开始作业的第一步都是在

蒸馏装置中将原油分离成组分液。原油

中含有数以千计的单个组分，在大气压

力下，这些组分的沸点介于 0˚C（32˚F）
至 540˚C（1000˚F）之间或更高。蒸馏是

将原油分离成具有不同沸点的馏分，以

实现高效转化和便于下游清洁。现代综

合型转化炼厂一般有两个连续的蒸馏塔

－一个在近大气压下运转而另一个为减

压塔[9]。这些大型蒸馏塔的进料速度在

炼厂所有装置中一般是最高的。一个大

型蒸馏塔每天能处理 32000 立方米（20
万桶）或更多的原油。蒸馏塔中包含有

用于气 - 液接触的塔板或规整填料装

置，一般塔高为 45 米（150 英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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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馏流程。原油蒸馏是通过热力、物理方法将原油分离成具有不同沸程的
组分的过程。常压原油蒸馏塔中的给料要在热交换器和加热炉中加热至370˚C
（700˚F）左右（上）。在此温度下，一大部分原油会蒸发到蒸馏塔的上部，而残
留下的液体则下降到塔底。升至塔顶的蒸汽冷凝成液体，一部分液体会返回到
塔中形成回流。在蒸馏塔内的各个角落，气体和液体都是相互接触的－塔中的

内部元件，如塔板或填料助推器，能够促进气液接触（下）。塔内会形成与各
产品馏分沸程相匹配的热层。这些馏分将作为侧线馏分抽出。原油中氮的含量
会影响馏分液的颜色。从塔顶到塔底，这些馏分液的颜色逐渐加深。如果具备

减压蒸馏塔，常压原油蒸馏塔底部的馏分会被输送到该塔中。（根据Davis等人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6。）

常压塔和减压塔的流程图简单明

了。原油在经过脱水和脱盐处理后被送

往常压塔（左图）。在常压塔中，它被

分离成多个组分－气体、石脑油、蒸馏

液和渣油。常压渣油要被输往减压蒸馏

塔中，以在更高的沸程内获得更多的液

体。这些液体将用作重要转化装置的给

料。减压蒸馏塔利用水蒸气喷射形成一

个50至100毫米的水银柱真空。这样能

够保持低温，从而避免塔内部部件出现

结垢。虽然蒸馏是所有炼厂最基本的分

离流程，但一些炼厂除此之外还采用其

他一些分离工艺，如脱沥青和其他抽提

步骤[11]。

蒸馏塔的下游装置将分离出来的馏

分转变成产品。这一步骤是精炼作业的

核心所在。在这些下游装置中，有些使

用复杂的催化剂，而另一些则采用强力

热力法。这些装置的温度介于4˚C（40˚F）
（如烷化反应器）至 700˚C（1300˚F）（如

催化裂解再生器）之间，而压力则既可

高至 20.7 MPa（3000 psi）（如加氢裂化

装置）也可低至近大气压水平（如延迟

焦化装置）。

炼厂核心设备－转化装置

炼厂的结构十分独特。在所有炼厂

装置中，最重要的是用于催化裂化、加

氢裂化和焦化的转化装置。这些装置将

分离出来的高分子量石油馏分转化为生

产成品油的组分。这些转化装置所采用

的最主要的工艺是流化床催化裂化

（FCC）。催化裂化技术诞生于20世纪20
年代，当时使用活化白土作为催化剂。

1942年，埃克森公司在其路易斯安那州

Baton Rouge 精炼厂投产了世界上第一

套商业化流化床装置[12]。自那时起，催

化裂化便成为在将高沸点馏分转化成汽

油和其他产品时使用最广泛的工艺[13]。

催化裂化工艺适用于多种给料。常

见的给料是一种来自减压蒸馏塔的额定

沸点为 340－540˚C（650－ 1000˚F）的馏

分。流化床催化裂化（FCC）给料要在反

应器入口处的再生器中预热，然后注入

到流动的流化催化剂中（下一页图）[14]。

催化剂的温度约为700˚C（1300˚F），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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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弗龙公司某炼厂的流化床催化裂化装置（左）。这一装置使用平均粒径约为70微米的催化剂（同
面粉或滑石粉颗粒大小相似）。该催化剂的颗粒非常细小，当与气体接触时，其性状类似流体。此装
置的典型工艺流程如右侧图所示。在将给料注入到再生器所产生的流化催化剂流中之后，形成的合成

物将通过反应器。在经过快速反应之后，生成的产品、用过的催化剂和未转化的给料来到分离管，烃
和催化剂在这里被分离。接着对产品和未转化的给料进行分馏。用过的催化剂被输送到再生器中。再
生后的热催化剂要经过一个大滑阀来到给料注入点，重新参与反应。（根据Davis等人的资料修改，参

考文献 6。）

反应迅速发生。碳 -碳键断开的动力学

机理十分复杂，可能需要经过多路径和

多次二次反应来完成。经过一系列反应

之后，由于碳的沉积，脱离反应器的催

化剂会失去活性。

反应器出口顶部的温度一般介于

480－ 550˚C（900－ 1020˚F）之间[15]。工

作人员需要仔细地控制该温度，因为它

会对产品的分布产生重要的影响－较低

的温度有利于馏出物的生成，而较高的

温度则有利于汽油和轻质烯烃的形成。

虽然可以在反应器顶部通过淬火的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二次反应，但碳沉积

作用会使脱离反应器的催化剂失去活

性。

脱离后，减活了的催化剂被转到再

生器中。在那里，沉积下来的碳借助空

气或富氧空气实现可控流化燃烧。之后

再生催化剂从再生器转到反应器中，再

次参与反应。

裂解再生器内的温度可接近 730˚C
（1350˚F），因此需用耐热材料覆盖器壁，

以保护钢制炉体。大直径容器使气体得

以低速流动，从而能够尽量减少废气中

带走的粉末催化剂颗粒的数量。再生器

废气中存在具有很高利用价值的能量，

因此不能直接排放到空气中。通常将其

输往一氧化碳锅炉来生产蒸汽。

催化裂化装置能够实现热量的平衡

－对用过的催化剂表面上的碳进行燃烧

可为给料预热和吸热反应提供所需的能

量。通常，燃烧所产生能量的70%用于

给料预热和吸热反应，而其余30%的能

量则在热损失、再生器空气预热和产生

蒸汽的过程中被消耗掉。大型催化裂化

装置所使用的催化剂的数量可达545公
吨（600 吨），循环速度可达数吨每秒。

实现数量同步和能量平衡是确保作业成

功的关键。

尽管催化裂化工艺在过去的 75 年
里得到了不断的改进，但对催化剂本身

改进的效果则更明显。裂化催化剂的特

性主要来自其固体表面上的活性酸性

点。早期的FCC催化剂是合成硅-铝。这

些催化剂带有杂乱分布的催化剂孔，孔

直径要比分子大得多。

20世纪 60年代，随着沸石在硅 -铝
催化剂中的应用，裂化催化技术有了突

破性的发现。利用沸石可以制备具有可

控三维结构、微孔尺寸只有分子大小的

催化剂[16]。控制孔的大小可排除高分子

量的芳烃化合物，从而减少其与碳之间

副反应的发生。这一改进显著提高了催

化剂的活性，并增加了产品的选择性。

直到今天，对裂化催化剂活性和选择性

的改进工作还一直在进行中。

11. 一些炼厂在溶剂萃取过程中采用轻烃（如丙
烷）使沥青质沉淀。合成的脱沥青油可用在

转化过程中，或用于生产润滑油。

12. 最先采用活化白土作为催化剂催化裂化石油
馏分生产汽油的是 Eugene Houdry。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商业生产中所采用的颗粒催化

剂要在反应器和再生器间来回移动（移动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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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弗龙公司某炼厂的延迟焦化装置（上）。渣油给料连同循环原料一起在给
料预热熔炉中被加热到 480˚C（900˚F）以上（下）。只要温度足够高，并且给料

在加热炉中的滞留时间足够长，当排料进入焦炭塔时就会发生热裂化。约70%
的热裂化产物会发生汽化：气体从焦炭塔进入到产品分馏塔中。其余 30% 的
裂化产物经过缩合反应转变成固态富碳焦炭，最终用于塔中。在焦化生产中

要使用一对焦炭塔，当其中一个塔接近生产负荷时需将两者交换并以物理的
方式去除焦炭。首先，通过汽提来去除塔内额外的碳氢化合物，然后用水进
行冷却。当塔冷却后，移开顶盖和底盖，然后使用高压水注将焦炭清理干净。

延迟焦化装置的工作周期通常为 18－24小时。固态焦炭被排入一个坑内，经
研磨机处理之后通过传送装置输往装运地点。（根据Davis等人的资料修改，参
考文献 6。）

炼厂的另一个重要转化过程是加氢

裂化。该过程是将碳 -碳键分解与加氢

相结合。此工艺最初由 I.G. Farben 于

1927 年开发，用来将煤转化为汽油[17]。

基于应用目的的不同，加氢裂化可分多

种形式，从在5.5－10.4 MPa（800－1500
psi）氢分压下对减压重瓦斯油进行的

轻度加氢裂化到在 20.7 MPa（3000 psi）
下对渣油进行的强加氢裂化。

加氢裂化是一个灵活的工艺过程，

可用于提高汽油或煤油的产量，也可用

于预处理催化裂化给料或为润滑油生产

提供基础油。无论应用目的如何，加氢

裂化反应器通常都采用一种填充在下流

式固定床中的成型催化剂[18]。几乎所有

加氢裂化催化剂都是添加了一种金属成

分（如铂或钯）的硅 -铝基催化剂。一

段时间后，由于沉积下来的碳不断增加

并覆盖了活性点，加氢裂化催化剂逐渐

失去活性。为了维持转化过程的进行，

就必须逐渐增加温度。两三年后，当加

氢裂化催化剂的活性降至一定程度时，

就必须关闭设备并再生或更换催化剂。

催化剂的再生通过在原位燃烧沉积下来

的碳即可实现。更换一次加氢裂化催化

剂及贵重金属可以完成多次反应循环。

尽管加氢裂化装置的建造费用十分

高昂，但由于轻质发动机燃料需求的高

涨以及加氢裂化装置能够生产像润滑油

基础油这样的特种产品，近来人们还是

对此类装置表现出了极大的投资热情。

另外，人们对炼厂产品所带来的环境污

染问题的关注也促进了加氢裂化工艺的

发展。

炼厂的最后一个重要转化过程是焦

化。焦化过程处理的是原油中最重质的

组分－沸点高于540˚C（1000˚F）的组分，

即所谓的减压渣油。催化裂化可以用掉

部分减压渣油，而直接销售燃料油和沥

青也是一个出路。然而，由于对轻质产

品需求的增长以及对重油依赖程度的提

高，减压渣油经常供过于求。因此炼厂

需要采用像延迟焦化这样的工艺将多余

的减压渣油转化成有用的产品（右上

图）。

与大多数其他精炼加工过程不同，

焦化过程不使用任何催化剂。它通过两

个反应途径－热裂化和冷凝，并通过控

制时间和温度来转化减压渣油。延迟焦

化装置生产的液体产品覆盖了从石脑油

到重柴油的整个产品线。由于含有大量

烯烃和其他杂质，液体焦化产品须经过

加氢裂化之后才能被掺混到成品中。根

据给料品质和焦炭塔温度的不同，可生

产出几种不同种类的固化焦产品。

重质高硫原油在加工后往往会生成

一种可与煤炭相掺混的低值固体燃料－

燃料级焦炭。利用低硫原油可生产高值

阳极焦炭。该产品用来制造在铝生产中

所使用的阳极。尽管延迟焦化是最为常

见的焦化工艺，但其他一些生产工艺

（如流化焦化－同流化催化裂化相似，

但不使用催化剂）有时也会为人们所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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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油中硫含量目标值。降低车用汽油中硫的含量是一个重要的环保目标。汽油中的硫会转化成汽车

尾气中的二氧化硫，而二氧化硫会对三元触媒转换器起抑制作用。降低汽油中的硫含量能够提高废气
转换器的效率，从而减少有毒气体的排放。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都将车用汽油作为
大规模减少硫含量实验的目标。例如，日本将汽油硫含量从2004年的100 ppm降到了2006年的10 ppm，

而德国在 2004年实现了 10 ppm硫含量的目标。低硫汽油的理念正逐渐成为一种广为采用的规范而非
特例。柴油的硫含量问题也正越来越受到重视。（根据 Hsu 和 Robinson 的资料修改，参考文献 10。）

最后步骤：精制

精制和转化过程同样重要。在整

个石油炼制过程中，只有完成了精制

才算完产。原油中的大分子组分被转

化成一系列小分子组分后，需要经过

一次或多次精制过程。在精制过程中

使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是加氢处理。这

一工艺是对一系列加氢处理过程的统

称。采用加氢处理方法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对炼厂液脱硫。此外，加氢处理还

能去除其他一些含有金属和氮的化合

物，并且有时会使烯烃和芳烃得到氢

化。

加氢处理装置的作业条件范围十

分广泛。简单的煤油装置在 1.7 MPa
（250 psi）的氢分压条件下运转，而有

些装置能够在 10.4 MPa（1500 psi）下

处理 340 － 540˚C（650 － 1000˚F）高温

的原料。加氢处理方法可单独用来生

产可直接用于销售的成品，也可用来

为分子重排进行预处理。

人们对高品质车用汽油需求的不断

增加，使人们的关注焦点开始转向分子

重排过程－重整、烃化和异构化。这一

重排过程是必要的，因为从转化和加氢

处理过程得到的汽油沸程馏分富含低辛

烷值的直链烷烃和环烷。重排过程能够

将这些低辛烷值组分转变为高辛烷值的

支链烷烃和芳烃。所有这些过程都使用

催化剂。重整和异构化在气相状态完成，

通过在矾土上使用贵重金属（重整）或

在矾土上使用沸石（异构化）作为催化

剂来实现。烃化作用则是在液相状态完

成，采用硫磺酸或氢氟酸作为催化剂。

所有转化和精制过程产生的产品几

乎都可以直接用于销售。然而直馏产品

则可能需要额外的干燥和脱硫处理，并

且许多产品为了符合最终的销售规定，

要加入部分配料和添加剂。根据各地要

求的不同，汽油中通常需要加入氧化添

加剂、金属以及用于抑制腐蚀和防冻的

添加剂。由炼厂结构和对产品的需求所

决定，一些炼厂还生产沥青、蜡、润滑

油和润滑脂。

石油炼制现状及未来的发展

炼厂现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那些从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

初利润率暴跌和产能过剩的状况中幸存

下来的炼厂现如今已得以扩大产能。自

1976年以来，尽管美国的汽油消费增长

了 45%，却没有新建任何炼厂[19]。炼厂

为了突破产能的限制，开展了大量的消

除“瓶颈”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有的

是在现有炼厂基础上新建一些装置，而

有的则只是添加新的催化剂或改善控制

流程。

除了产能限制所带来的挑战，由于

常规低硫原油越来越少，世界各地的炼

厂必须加工更多的稠油。为了满足一系

列产品要求，对稠油的炼制需要在比传

统炼制过程严格得多的条件下进行。这

将进一步提高炼厂成本。

炼厂成功与否取决于其加工每桶原

油所实现的利润率。然而，公众渴望获

得低价燃料，而原油供应商则希望能以

最高的价格卖出原油。这使炼厂夹在中

间，左右为难。原油供应商和公众都认

为是炼厂制定了价格，并从中获得了很

高的利润。事实上，既不是原油供应商

也非炼厂制定了价格，而世界平均石油

炼制利润率普遍比较微薄[20]。石油产品

的价格事实上是由全球从事原油和石油

炼制产品交易的金融交易中心所决定

的。这些价格是对投资者针对能源和石

油产品未来需求所做的预测的实时反

映。所有各方都受这些预测的影响。

同原油供应商一样，炼厂也需要应

对由环境法规所带来的挑战。从1970年
开始，环境法规变得严格起来，而近些

年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加强。在此期间，

炼厂已在直接和间接排放物的净化方面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通过废气净

化、系统控制、优化加热炉和增加监控

来降低阀门和装置的烃排放，最终减少

了直排物的数量[21]。与此同时，这些炼

厂还提高了它们的能源利用效率，从而

减少了二氧化碳的产生。在各项环保事

业当中，人们在清洁运输燃料开发上的

努力是最大的。这一趋势已迅速遍及世

界的每一个角落（左上图）。

炼厂在将原油转化成可资利用的产

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稠油

和高硫原油在炼厂所使用原料中的比例

的增加，炼厂将不得不继续开发新技

术，以满足世界对价格低廉的清洁产品

的需求。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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