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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围绕“十四五”规划部署，明确了炼油企业

“油转化”“油转特”的转型发展方向，要求各炼油企业持

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增产增供化

工原料，差异化布局发展高端特色产品，提升产品供给

质量，推动炼油迈向高质量发展。

企业实践企业实践：：

近年来，随着国际航运事业的发
展及国内外对环境保护方面认识的
提高，低硫船用燃料油是一种很好的
趋势产品，需求缺口较大，创效前景
看好。中国石化建成船用燃料油生
产线年加工能力达 800 余万吨，产品
多为低硫渣油、原油及加氢后催化柴
油 调 和 而 成 ，已 形 成 一 定 的 规 模 优

势。下一步，主要需在加工生产船用
燃料油流程上进行优化降低成本，根
据原油性质、价格周期等调和组分油
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操
作，在满足产品质量和环保要求的前
提下，达到降耗创效的目的。同时，
要多方协调，在物流方面做好安全、
创效文章，降低物流成本。

优化操作实现降耗创效
济南炼化发展规划部经理 刘焕章

知识链接：

燃料是石油产品四大类中的一类燃料是石油产品四大类中的一类，，包括汽油包括汽油、、柴油柴油、、航煤及燃料油等航煤及燃料油等。。其中其中，，
按用途来分按用途来分，，燃料油可分为船用燃料油和炉用燃料油两种燃料油可分为船用燃料油和炉用燃料油两种。。船用燃料油一般由直船用燃料油一般由直
馏重油与一定比例的柴油调和而成馏重油与一定比例的柴油调和而成，，用于大型低速船用柴油机用于大型低速船用柴油机。。船用燃料油根据船用燃料油根据
黏度黏度、、硫含量等质量指标又可分为船用轻质燃料油硫含量等质量指标又可分为船用轻质燃料油、、船用重质燃料油或低硫船用船用重质燃料油或低硫船用
燃料油等燃料油等。。船用轻质燃料油油品指标相对较好船用轻质燃料油油品指标相对较好，，多用于高速客轮多用于高速客轮、、内河船舶内河船舶、、机帆机帆
船等小型船舶的主机船等小型船舶的主机，，或大型船舶辅机或大型船舶辅机。。重质船用燃料油油品指标相对劣质重质船用燃料油油品指标相对劣质，，主主
要为油船要为油船、、干散货船干散货船、、集装箱等三大主力远洋船舶及航行于沿海沿江的大型船舶集装箱等三大主力远洋船舶及航行于沿海沿江的大型船舶
的燃料的燃料。。相对而言相对而言，，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更受船运市场欢迎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更受船运市场欢迎。。

专家视角专家视角：：

本报讯 2021年以来，海南炼化积
极调整产品结构，努力做优做强低硫重
质船燃业务，增产市场所需的高附加值
低硫船燃产品，全年生产低硫重质船燃
54.3万吨。催化油浆经脱灰后作为低
硫船燃优良、低成本的调和组分，可调
和出质量合格的低硫船燃，降低船燃生
产成本。为实现脱灰油浆最大限度地
调入低硫船燃，海南炼化制定脱灰油浆
调和低硫船燃操作规程，规范调和全流

程，实现油浆脱灰与产品备货协调推
进，调和比例达到10%以上。

同时，他们积极拓宽出厂渠道，畅
通产品生产后路。2021年 6月，完成
了至洋浦成品油保税库低硫重质船燃
管线建设，较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管线投用后，产品出口效率提高了
50%以上，每月减少燃料油公司短驳
运输 10船次以上，降低物流成本 270
万元左右。 （林鸿冠 马洪波）

海南炼化：
拓宽渠道畅通产品生产后路

企业实践：

近年来，随着我国废钢循环利用和新
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高品质针状焦的
市场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但由于生产难
度大，针状焦在国内外都属于稀缺产品。
国际市场被美国、日本公司把持，价格一路
攀升。由于国内针状焦资源供不应求，导
致国内新建、扩建针状焦厂家迅速增加。
目前，在产、扩建、新建（含规划）针状焦年
产能严重过剩。又因国内针状焦生产技术
水平的发展慢于新装置建设投产的速度，
导致国内针状焦产品质量水平整体偏低。
此外，面临着大规格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及
高端负极材料几乎被进口针状焦垄断的局
面，国产针状焦的质量亟待提升。

国产针状焦质量
亟待提升

炼油事业部首席专家 尹彤华

知识链接：

针状焦具有低热膨胀系数针状焦具有低热膨胀系数、、低硫低硫、、低灰分低灰分、、低金属含量及易石墨化等一低金属含量及易石墨化等一
系列优点系列优点，，是国家战略性新材料之一是国家战略性新材料之一。。根据生产原料的不同根据生产原料的不同，，针状焦可分为针状焦可分为
油系针状焦和煤系针状焦两种油系针状焦和煤系针状焦两种。。以石油渣油为原料生产的针状焦为油系针以石油渣油为原料生产的针状焦为油系针
状焦状焦；；以煤焦油沥青及其馏分为原料生产的针状焦为煤系针状焦以煤焦油沥青及其馏分为原料生产的针状焦为煤系针状焦。。它不仅它不仅
是生产超高功率电极等高端碳素制品的原料是生产超高功率电极等高端碳素制品的原料，，而且可用于制作锂离子电池而且可用于制作锂离子电池、、
核石墨等核石墨等，，在国防在国防、、冶金和新能源等行业中都有广泛应用冶金和新能源等行业中都有广泛应用。。

专家视角专家视角：：

本报讯 2021年 12月 8日，
金陵石化高端石墨材料装置，作
为中国石化首套高端石墨装置
投产以来，经过“三度”攻关，采
取了200多条优化措施，质量越
来越好。经国家冶金工业碳素
材料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测定，该
产品质量已达到“大规格超高功
率石墨电极使用标准”。

随着市场对优质油系针状焦
需求的与日俱增，他们实施了新
一轮产品质量转型升级工程建
设。高端石墨项目于2019年8月
20日建设启动，2021年1月7日
完成项目开工任务，3月取得煅前
油系针状焦YFDQ-1产品质量

合格证。
装置投用之初的产品质量

与国外优质针状焦还有一定差
距。面对种种疑惑和多重困难，
该公司通过不断摸索，在大连石
化院等单位的多方配合下，组成
专业技术骨干攻关团队，重点以
改进针状焦产品质量为核心课
题开展技术攻关，就调整原料性
质、反应温度和反应压力控制范
围等质量核心问题，进行了“三
度”专题攻关，通过采取变温变
压及冷焦措施，最终使针状焦产
品的挥发分降至原来的一半左
右，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

（窦富吉 王元元）

金陵石化：
“三度”攻关产出高端石墨

沥青是由不同分子量的碳氢化沥青是由不同分子量的碳氢化
合物及其非金属衍生物组成的黑褐合物及其非金属衍生物组成的黑褐
色复杂混合物色复杂混合物，，是高黏度有机液体是高黏度有机液体
的一种的一种，，根据提炼程度的不同根据提炼程度的不同，，在常在常
温下成液体温下成液体、、半固体或固体半固体或固体，，表面呈表面呈
黑色黑色。。

沥青是一种防水防潮和防腐的沥青是一种防水防潮和防腐的
有机胶凝材料有机胶凝材料。。主要应用于屋面主要应用于屋面、、地地
面面、、地下结构的防水地下结构的防水，，木材木材、、钢材的防钢材的防
腐及高速公路腐及高速公路、、市政道路市政道路、、桥梁及机桥梁及机
场等场所的铺设场等场所的铺设，，其中公路建设对于其中公路建设对于
沥青的消耗量占到沥青的消耗量占到8080%%以上以上。。

沥青主要可以分为煤焦沥青沥青主要可以分为煤焦沥青、、石石
油沥青和天然沥青油沥青和天然沥青33种种，，我们接触最我们接触最
多的是石油沥青多的是石油沥青，，是原油蒸馏后的残是原油蒸馏后的残
渣渣。。目前炼化企业生产的沥青有目前炼化企业生产的沥青有9090
号号、、7070号两个牌号道路沥青号两个牌号道路沥青，，每一种每一种
牌号都分为牌号都分为AA、、BB、、CC等级等级，，以以AA等级为等级为
最优最优。。

企业实践：

本报讯 2021年，齐鲁石化
加大 70号 A级道路沥青的生
产销售力度，累计生产销售重
交沥青62.67万吨。

他们紧盯市场行情，及时
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工艺操作，
微调各项工艺参数，尽量缩短
加工不同原油时的切换时间，

消除影响因素，使生产出的沥
青指标在第一时间合格。他们
还对第三常减压装置实施材质
升级改造，进一步增加了沥青
产品产量。同时，齐鲁石化积
极与炼油销售有限公司进行沟
通，加快产品出厂节奏，做到全
产全销，确保产品后路畅通。

目前，齐鲁石化生产的70
号A级道路沥青在低温抗裂、防
滑、减噪和抗车辙性能等方面均
达到国际领先水准，先后铺上了
北京长安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高速路、2022年北京冬奥会重
要交通保障工程——兴延高速
公路等。 （刘芳芳）

齐鲁石化：紧盯市场增产沥青

目前沥青价格呈现震荡上
涨趋势，一是原油在降库的支
撑下维持稳健的走势，继续拉
升炼厂的沥青生产成本，在汽
柴油生产利润更好，沥青装置
开工率不高、主营炼厂库存压
力可控的情况下，主营炼厂推

价的积极性较高；二是长江流
域及以南地区的天气较好，季
节性需求逐步改善，对沥青价
格的需求也在增大。虽然业内
客户普遍反映，“十四五”第一
年，项目开工情况一般，沥青整
体需求明显弱于 2020 年，但是

季节性的需求改善可能仍有希
望给沥青市场带来支撑。

制约沥青生产的因素主要
是原油和工艺，原油性质等决
定了沥青质量。目前，中国石
化提升效益的努力方向主要是
降低生产沥青的原油成本。

降低生产沥青的原油成本
茂名石化计划管理部副经理 关立涛

专家视角专家视角：：

知识链接： 丙烯是三大合成材料丙烯是三大合成材料
的基本原料之一的基本原料之一，，为无色为无色、、
无臭无臭、、稍带有甜味的气体稍带有甜味的气体；；
易燃易燃，，燃烧时会产生明亮燃烧时会产生明亮
的火焰的火焰，，在空气中的爆炸在空气中的爆炸
极限是极限是 22%%～～1111%%；；不溶于不溶于
水水，，溶于有机溶剂溶于有机溶剂 。。其最其最
大的用途是通过聚合生产大的用途是通过聚合生产
出聚丙烯出聚丙烯，，聚丙烯广泛应聚丙烯广泛应
用于服装用于服装、、毛毯等纤维制毛毯等纤维制
品品，，以及医疗器械以及医疗器械、、汽车汽车、、
自行车自行车、、零件零件、、输送管道输送管道、、
化工容器等的生产化工容器等的生产，，也用也用
于食品于食品、、药品包装药品包装。。另外另外，，
丙烯可制备丙烯腈丙烯可制备丙烯腈、、环氧环氧
丙烷丙烷、、异丙醇异丙醇、、苯酚苯酚、、丙酮丙酮、、
丁醇丁醇、、辛醇辛醇、、丙烯酸等丙烯酸等。。

丙烯作为重要的基本有机
化工原料，用途广泛。聚丙烯
是丙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超
过 85%的丙烯新增产能与聚丙
烯新增产能有关，2021 年全球
丙烯需求量为 1.2亿吨，预计今
后 10 年丙烯需求量平均增长
率达到 4%。

受原料来源和生产成本的

影响，丙烯生产原料趋于多样
性、多元化。除传统的轻烃、石
脑油、加氢尾油蒸汽裂解技术
之外，丙烷脱氢、甲醇制烯烃等
新型丙烯生产技术正逐步成为
全球丙烯供应的重要来源。国
内炼油企业增产丙烯，主要途
径是在役催化裂化装置使用增
产丙烯助剂或专用催化剂，或

通过汽油降烯烃 MIP 技术改
造等多产丙烯。在成品油需求
趋于饱和、节能降碳的大背景
下，新建或拟建炼厂增产丙烯
多 选 择 催 化 裂 解（如 DCC-
plus、RTC 等）技术，与常规技
术相比，制取等量的丙烯，付出
的能耗、氢气消耗和生产成本
更低。

燕山石化首席专家 宋以常

丙烯需求量平均增长率达4%

专家视角专家视角：：

燕山石化：强化源头管控增产丙烯

企业实践：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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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产品之一乙烯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学产品之一，，乙烯工业是石油化工产业的核心乙烯工业是石油化工产业的核心，，乙烯产品占石化产品的乙烯产品占石化产品的7575%%以上以上，，在国民在国民
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乙烯是一种无色乙烯是一种无色、、带甜香味的气体带甜香味的气体，，密度比空气略小密度比空气略小，，难溶于水难溶于水，，易溶于四氯化碳等有机溶剂易溶于四氯化碳等有机溶剂，，常温常温
下极易被氧化剂氧化下极易被氧化剂氧化。。乙烯作为原料可向下游衍生合成纤维乙烯作为原料可向下游衍生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合成橡胶、、合成塑料合成塑料（（聚乙烯及聚氯乙烯聚乙烯及聚氯乙烯）、）、合成乙醇合成乙醇（（酒精酒精））的的
基本化工原料基本化工原料，，也用于制造氯乙烯也用于制造氯乙烯、、苯乙烯苯乙烯、、环氧乙烷环氧乙烷、、醋酸醋酸、、乙醛和炸药等乙醛和炸药等，，也可用作水果和蔬菜的催熟剂也可用作水果和蔬菜的催熟剂，，是一种已证实的是一种已证实的
植物激素植物激素。。

“十三五”时期，全球人
均 乙 烯 消 费 大 幅 提 高 了
11%，国内乙烯当量自给率从
56%提高到 61%。“十四五”时
期，限塑风潮对消费冲击有
限，但对产品结构和消费行
为影响深远，并将加速产业
链竞争力重排，以及原料和
工艺路线的调整。聚乙烯仍
是拉动乙烯消费的核心领
域，乙烯消费将进一步向其

集中。但因煤制乙二醇对乙
烯法乙二醇消费份额的挤
占，乙二醇作为第二大消费
领域，其消费份额将有所下
降，除环氧乙烷得益于基建
对减水剂消费的拉动之外，
乙二醇、聚氯乙烯等产品消
费份额持平或略有下降。预
计“十四五”时期世界乙烯消
费增速与“十三五”基本持
平。

集团公司高级专家 曹东学

世界乙烯消费增速将与“十三五”持平

专家视角专家视角：：

本报讯 2021 年，镇海
炼化生产乙烯超 110万吨，
高附加值产品收率累计平均
值62.26%，单月高附能耗持
续走低，创下历史最好水
平。2021年以来，镇海炼化
烯烃一部牢牢把握化工龙头
装置的责任担当，以“快、稳、
优”的精准手段消除装置运
行壁垒，不断调整优化、攻坚
创效，大力生产乙烯产品。
运行部“快”字为先，通过早
谋划、早部署，用时 13天时
间，提前完成了裂解气压缩
机 GB201消缺任务，1号乙
烯装置生产能力恢复强劲势
头。该部以“稳”字为重，从

分子管理、数字智能、问题攻
关等方面抓起，抓实装置安
全风险管控，消除影响装置
平稳生产的隐藏因素，持续
做好全流程优化控制，在集
团公司开展的乙烯装置运行
等多项竞赛中始终稳居首
位。他们以“优”字为实，遵
循市场导向，抓源头、调结
构，打通裂解柴油原料流程
并投入生产，有效缓解周边
市场柴油供大于求的情况，
充分发挥了“日平衡、周优
化、旬决策、月分析”生产运
营机制效能，为装置提质增
效高质量运行夯实了坚实基
础。 （王 娜）

镇海炼化：
“快稳优”为乙烯生产提质增效

企业实践：

知识链接：

混合二甲苯为乙苯混合二甲苯为乙苯、、对二甲苯对二甲苯、、间二甲苯及邻二甲苯的混合物间二甲苯及邻二甲苯的混合物，，
为清澈透明的液体为清澈透明的液体，，不溶于水不溶于水，，沸点为沸点为137137～～140140摄氏度摄氏度，，气味芳香气味芳香。。
混合二甲苯作为炼油终端产品混合二甲苯作为炼油终端产品，，又作化工原料又作化工原料，，是连接炼油与化工的是连接炼油与化工的
桥梁之一桥梁之一。。产品中的对二甲苯用于合成对苯二甲酸产品中的对二甲苯用于合成对苯二甲酸，，是聚酯纤维和是聚酯纤维和
工程塑料工程塑料（（PBTPBT））的原料的原料。。聚酯纤维是普遍的纺织材料聚酯纤维是普遍的纺织材料，，工程塑料工程塑料
（（PBTPBT））在电子电器在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及汽车工业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机械设备及汽车工业等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十三五”时期，全球 PX 快速扩张，产能年
均增长 7.2%，高出需求 1.7 个百分点，开工率由
初期的 82%降至期末的 76%。“十四五”时期，中
国 PX 进入新一轮扩张周期，产业链进入完善成
熟、全面过剩、利润较薄时期。国内二甲苯下游
PX 行业目前需求稳定，2021 年海南炼化两套芳
烃装置运行，月度需求 8万~10万吨，华南二甲苯
市场出现供不应求情况。但二甲苯下游调和汽
油行业受国家环保政策等影响需求大幅萎缩，同
时二甲苯下游涂料、油漆、农药等行业在“绿色、
环保、有机”等环保意识倡导下，对于二甲苯的需
求正逐年减少。“十四五”期间，终端纺织服装产
业加速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但聚酯原料仍
需要从国内出口。要准确研判市场形势，按效益
最大化的原则组织生产二甲苯。

中科炼化副总工程师、计划经营部部长 汪晓明

按效益最大化原则
生产二甲苯

专家视角专家视角：：

本报讯 自2019年，塔
河炼化采用大连研究院液
相选择性加氢技术，建成
52 万吨/年二甲苯分离装
置后，他们以重整生产油作
为原料，生产出化工产品二
甲苯和高辛烷值汽油调和
组分，不断巩固公司的效益
增长点。

面对疆内炼油行业产
能过剩、销售市场空间受限
等突出问题，该公司积极探
索由“燃料型”向“化工型”
转型升级，不断在强化混二
甲苯产品质量管控上下功
夫，夯实生产基础。他们认
真执行装置工艺操作条件

不稳、产品外观不合格、未
经化验分析、经化验分析质
量不合格、未经生产调度允
许不进罐的“五不进罐”原
则。内操人员严控关键参
数指标，确保馏出口任何时
间采样质量均合格；装置在
改变产品生产方案或者调
整关键参数时，必须有试生
产方案；外操人员每3小时
采样观察一次进料和产品
颜色，如发生变化，立即改
循环处理。

通过一系列措施，该
产品近两年来未发生一次
质量事故。

（吴业巍）

塔河炼化：
夯实生产基础保产品质量

知识链接：

企业实践：

优化炼油产品结构优化炼油产品结构 向高端产业链发力向高端产业链发力

纺织品纺织品

汽车工业汽车工业

电子器械电子器械

农用化学品农用化学品

酒酒 精精

油油 漆漆

道路沥青道路沥青

屋面防水屋面防水

大型船舶大型船舶

锂电池锂电池

冶金行业冶金行业

碳石墨制品碳石墨制品

本报讯 2021年，燕山石化
多措并举稳产高附加值丙烯产
品，共生产丙烯 16.28万吨，比
2020年增长35.67%。

燕山石化丙烯原料主要源
于催化裂化装置所生产的液化
气。为进一步确保原料供应充
足，该公司将优化两套催化裂化
装置运行作为增产丙烯的重要

抓手。其中，二催化装置于
2020年底通过技术改造增上一
条跨线流程，进一步增强干气的
分离效果，可每月增产液化气
200余吨。同时，二催化装置利
用2021年检修时机进行技术改
造，进一步提高液化气收率和丙
烯收率。三催化装置通过积极
调整催化剂配方，加注增产丙烯

助剂，有效提高液化气中丙烯含
量，达到增收液化气的目的。

在此基础上，丙烯生产装
置即气分装置持续优化操作，
重点加强对丙烯塔双塔串联运
行监控，确保塔分离效果，最大
限度降低丙烷中丙烯含量，从
而实现增产丙烯的目标。

（赵书萱 韩承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