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子石化

“三条主线”打造结构调整优质工程
扬子石化炼油结构调整项目是中国

石化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总投资为 51.7
亿元，占地面积约25.5万平方米，共建设
8套主要装置和相关辅助设施。项目建
成后，将实现在不改变原油一次加工能
力、不增加污染物排放量的基础上，适当
增产高品质清洁油品，压减柴油、石油焦
等低附加值产品，同时可满足最新最高
的安全环保标准，对优化产业结构、带动
周边产业链提档升级，助力区域转型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设计源头实现项目建设“加速跑”

依托优势打造一体化低硫船燃基地

□张 欢 何云凤 吴金梅
1月 6日，6台船用燃料油储罐

全部达到封罐条件，罐区管线处于
投用前的气密和氮气置换阶段。
该项目投产后，中科炼化将具备
100万吨/年低硫船用燃料油产能。

2021 年以来，中科炼化牢固
树立战略意识，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加快推进低硫船用燃料油项
目建设进度。该项目将新建 4 台
2万立方米、两台 1万立方米船用
燃料油罐，配套建设 3台流量 750
立方米/小时船用燃料油装船泵、

两台流量 200立方米/小时船用燃
料油调和泵及装船管道，集低硫
船用燃料油仓储、调和、储运于一
体，建成百万吨低硫船用燃料油
生产基地。

“生产低硫重质船用燃料油，
既是为了满足环保要求，又是针对
目前国内炼油产能过剩的情况，有
计划地进行炼油结构调整的方向
之一。”中科炼化生产技术部生产
管理主管黄美华介绍，该公司以茂
湛炼化一体化基地为依托，在原
料、销售、技术等方面极具优势。

中科炼化现有的渣油加氢脱

硫装置、催化裂化装置为生产低硫
船燃调和组分提供了充足的原料
保障，同时，结合石科院提供的低
硫船燃调和配方，可有效降低生产
成本，拓宽产品业务渠道，提高炼
油整体效益。

自2021年 3月项目开工，该公
司项目部紧紧围绕储罐安装、变电
所、泡沫站、消防水池、系统管网等
关键施工路线，合理组织人力物
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建设
期间，他们克服了高温、暴雨、台风
等影响，累计完成工艺配管 3万多
米、管道焊接4万多寸径，安装电仪

电缆近 70 千米、电仪设备近 400
台，用时8个月，实现了工程顺利交
接。

为增强低硫船燃业务竞争力、
优化仓储物流，中科炼化还在抓紧
实施“两仓合一”措施。“两仓合
一”，即油品储罐兼有保税油仓和
出口监管仓的双重功能，使储罐既
能发挥保税油仓的作用，又能接收
储存出口监管油，实现“保税油品
与出口监管油品混存”。这样不仅
能大幅提高码头和库区的运营效
率、降低成本，而且有助于打通企
业低硫船燃“产转存销供”链条。

中科炼化新建船用燃料油仓储设施
项目规划产能为100万吨/年，包括新建
6台船用燃料油罐及配套设施，将建成集
低硫船用燃料油仓储、调和、储运于一体
的低硫船用燃料油生产基地。该项目建
成投产后，可有效优化中科炼化炼油产
品结构调整，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对抢
占国内外船用燃料油市场具有积极战略
意义。

中科炼化

□□李建永李建永

为进一步调整炼油产品结构为进一步调整炼油产品结构、、
满足国满足国66产品质量升级需要产品质量升级需要，，20192019
年年，，北海炼化启动结构调整改造项北海炼化启动结构调整改造项
目目，，由炼化工程集团广州由炼化工程集团广州（（洛阳洛阳））工工
程程 EPCEPC总承包总承包。。该项目采用该项目采用 MIPMIP
（（多 产 异 构 烷 烃 的 催 化 裂 化多 产 异 构 烷 烃 的 催 化 裂 化）、）、
LTAGLTAG（（将催化裂化劣质柴油转化将催化裂化劣质柴油转化
为高辛烷值汽油或轻质芳烃为高辛烷值汽油或轻质芳烃）、）、单单
段逆流高效再生段逆流高效再生、、密闭除焦等多项密闭除焦等多项
先进技术先进技术，，可有效解决北海炼化高可有效解决北海炼化高
标号汽油占比低标号汽油占比低、、柴汽比偏高柴汽比偏高、、石石
脑油资源过剩等问题脑油资源过剩等问题，，进一步优化进一步优化
产品结构产品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增强企业竞争力。。

结合项目设计周期短结合项目设计周期短、、装置多装置多
次改造扩能次改造扩能，，以及占地面积未增以及占地面积未增
加加、、平面布置难度大等特点平面布置难度大等特点，，广州广州
（（洛阳洛阳））工程从设计源头开始反复工程从设计源头开始反复
优化方案优化方案，，以求最大程度发挥设计以求最大程度发挥设计
技术的支撑作用技术的支撑作用。。项目部加班加项目部加班加
点赶工点赶工，，提前开展基础设计和详细提前开展基础设计和详细
设计设计，，仅用仅用 33个多月就实现了气分个多月就实现了气分
改造改造、、密闭除焦等单元详细设计存密闭除焦等单元详细设计存
档档，，为长周期为长周期、、次长周期设备采购次长周期设备采购
赢得先机赢得先机，，并将采购纳入设计环并将采购纳入设计环
节节，，按照采购先导理念按照采购先导理念，，创造条件创造条件
锁定供应商资源锁定供应商资源，，尽量减少管理界尽量减少管理界
面面，，实现了设计与采购进度的双促实现了设计与采购进度的双促
进进。。项目建设开始后项目建设开始后，，他们派出设他们派出设

计代表把办公现场搬到施工一线计代表把办公现场搬到施工一线，，
认真进行设计技术交底认真进行设计技术交底，，因地制宜因地制宜
优化技术方案优化技术方案，，有效推动施工顺利有效推动施工顺利
进行进行。。

面对工程单元分散面对工程单元分散、、场地狭小场地狭小
及疫情防控等困难及疫情防控等困难，，广州广州（（洛阳洛阳））工工
程与四建公司程与四建公司、、五建公司组成项目五建公司组成项目
总承包联合体总承包联合体，，采用远程视频采用远程视频、、工工
程云平台等模式程云平台等模式，，及时提交设计文及时提交设计文
件件，，确保物资采购确保物资采购、、设备制造和现设备制造和现
场施工的连续性场施工的连续性。。同时同时，，他们还借他们还借
助易派客助易派客、、远程信息化一体化招标远程信息化一体化招标
等平台等平台，，促进设计与供应商技术协促进设计与供应商技术协
同同、、深度融合深度融合，，保证保证590590台台（（套套））主要主要
工艺设备工艺设备、、80008000 吨钢材吨钢材、、300300 公里公里

管道及电气仪表设施等主要设备管道及电气仪表设施等主要设备
材料按时运抵项目现场材料按时运抵项目现场。。

在多方配合下在多方配合下，，项目项目1616个单元个单元
的施工安装任务仅用的施工安装任务仅用 1212个月就全个月就全
部完成部完成，，创造了催化再生器创造了催化再生器2323天封天封
顶的新纪录顶的新纪录。。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北海炼化汽油收北海炼化汽油收
率 达率 达 3737..2121%% 、、柴 油 收 率 降 至柴 油 收 率 降 至
3232..2626%%，，柴汽比首次降到柴汽比首次降到00..99以下以下，，
预计每年可增产高辛烷值汽油预计每年可增产高辛烷值汽油 5555
万吨万吨、、聚丙烯聚丙烯 66万吨万吨、、液化气液化气 2020万万
吨吨，，结构调整改造项目成效初显结构调整改造项目成效初显，，
为企业向化工转型为企业向化工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实现高质量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广州广州（（洛阳洛阳））
工程北海项目经理介绍工程北海项目经理介绍。。

北海炼化

北海炼化结构调整改造项目总投资
9.8亿元，于 2019年 9月开工建设，2021
年 4月建成中交，8月全面投产，目前各
装置整体运行平稳。项目投产后，可将
催化裂化的劣质柴油转化为高标准的高
辛烷值汽油或轻质芳烃，实现高价值利
用，同时降低生产能耗，进一步优化产品
结构、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助力北海加
快打造绿色石化产业集群。

□王朝辉
2021 年 12 月 9 日，好消息传

来：燕山石化45万吨/年润滑油加氢
装置11月产出工业白油2533吨、润
滑油基础油9676.4吨，创复产后月
出厂量新高。“接下来，我们将继续
挖掘装置潜力，试生产三类及以上
润滑油基础油，争取为企业创造更
大的效益。”燕山石化炼油厂总工程
师邱利民说。

燕山石化润滑油加氢装置于
2013年5月30日建成，受总体物料
平衡和市场供需影响，仅有加氢处
理单元间断运行处理催化柴油，累
计运行26个月，异构化单元一直未
打通全流程。

近年来，随着国内汽车工业、
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快速发展，特种
油需求量持续增长，我国已成为全
球第二大润滑油市场。同时，国内
汽柴油销量受限，炼油业务亟待转
型发展。燕山石化抓住契机，决定
恢复润滑油加氢装置生产，通过

“油转特”措施盘活存量资产，实现
提质增效。

在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下，自
2020年 4月开始，燕山石化就积极
做好润滑油加氢装置安全环保合
规性完善工作，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转入开车阶段。

实际上，燕山石化润滑油加氢
装置要实现全流程开车，难度不
小。大庆原油停供后，四蒸馏装置

以加工进口高含硫原油为主，导致
提供的原料油硫含量超过润滑油
加氢装置工艺设计值近 1 个百分
点，对装置工艺稳定性造成了很大
压力。此外，润滑油加氢装置采用
埃克森美孚异构降凝专有技术和
与之相配套的催化剂，国内缺乏相
应操控经验。面对难题，燕山石化
因地制宜进行产品和工艺调整，结
合效益预测情况，不断完善工艺流
程和产品存储、输送方案，确保装
置可同时生产工业白油和润滑油
基础油。

经过一个月艰苦奋战，2021年
9月 13日 6时，燕山石化 45万吨/
年润滑油加氢装置首次打通全流
程，主要产品重质润滑油同时满足

Ⅱ类 32 号工业白油和Ⅱ类+6cst
（厘斯）润滑油基础油标准，产量和
质量均达到预期。9月 15日，第一
批重质润滑油基础油送达润滑油
公司。

润滑油加氢装置的成功复产，
标志着燕山石化恢复了在中国石
化五大润滑油生产基地的地位，有
效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保
证产品质量稳定和生产装置长周
期安稳运行的前提下，我们将紧盯
市场需求，优化工艺操作参数，生
产适销对路、附加值更高的产品。
同时，我们还会对装置进行相应技
术改造，使白油产品达到食品级、
化妆品级，进一步提升产品创效能
力。”该公司首席专家宋以常介绍。

老装置复产为转型增添新动力

燕山石化

□田元武
2021年 9月 9日，扬子石化炼

油结构调整项目开工。炼化工程
集团十建公司承担了该项目 280
万吨/年催化裂化、70万吨/年气体
分馏、150 万吨/年催化汽油吸附
脱硫等装置及公用工程的建设任
务。

施工周期仅有15个月，如何打
好这场时间紧、任务重的“硬仗”？
十建公司以“创新驱动、工效提升，
八分策划、二分实施”为项目建设
导向，通过地面硬化无土化施工、
优化完善模块化施工方案、工厂化

管道预制等“三条主线”，着力打造
扬子石化炼油结构调整项目优质
工程、绿色工程。

“根据古雷炼化乙烯项目的施
工经验，我们经过测算，扬子石化
炼油结构调整项目如果提前采取
地面硬化无土化施工，因起重吊
装、临时用电等产生的安全风险隐
患发生频率可降低60%，施工工效
将提升两倍左右。”十建公司扬子
石化工程项目部总工程师张瑞介
绍。

面对主装置约6.3万平方米的
地面硬化总量，项目部不断完善优
化土建、地下管网两大专业施工方

案，持续加快地面硬化速度，为设
备、钢结构、工艺管道、电气仪表等
专业营造良好的施工作业环境。

因 3套主装置布局紧凑，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大型设备、钢结构
模块化施工遇到了场地狭窄、大型
吊装设备施展不开等困难。为此，
项目部在优化完善模块化施工方
案中狠下功夫。在项目开工前两
个月，张瑞就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开
始编制设备模块化施工方案，并组
织设备安装专业工程师全面分析
模块化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
题。他们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
理念，通过合理规划大型塔器设

备、钢结构预留区域，为设备模块
化组焊、吊装扫清场地障碍。

“最大限度实现机械代替人
工”，这是十建公司项目部工艺管
道施工的核心工作导向。面对约
55万寸径的工艺管道施工量，他们
大力推广管道自动焊接技术，并提
前建成大型管道加工厂，实现管道
流水化作业、工厂化预制。据初步
测算，在工艺管道施工高峰期间，
每台自动焊机每天可完成150寸径
管道焊接量。若 20套自动焊接系
统全部开启，每天管道焊接量将达
到3000寸径，为炼油结构调整项目
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燕山石化润滑油加氢装置于 2021
年 9月13日首次打通全流程，主要产品
重质润滑油同时满足Ⅱ类 32号工业白
油和Ⅱ类+6cst润滑油基础油标准。该
装置的成功复产是燕山石化盘活存量资
产、实施“油转特”的重大举措，标志着该
公司恢复了在中国石化五大润滑油生产
基地的地位，有效增强了企业市场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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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献礼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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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转化”工程建设

安庆石化炼油转化工结构调整项目以
新建国内最大规模的300万吨/年重油催化
裂解装置为核心，实现重油向低碳烯烃和
芳烃的高效转化，使企业总工艺流程具有
“宜油则油、宜烯则烯、宜芳则芳”的灵活
性，既能根据市场需求生产汽油和煤油，又
能多产化工原料，延伸了产业链，增强了企
业市场竞争力，带动了地方化工产业的发
展。

自项目可研报告获得总部批复后，安
庆石化立即成立项目管理部，高效推进各阶
段设计、现场施工、物资采购等工作。2021
年 6月25日，项目主体工程建设按节点顺利
启动，目前总体进度受控、进展顺利，正向1
月 20日实现“土建全面交安”的目标全力冲
刺。

——安庆石化副总经理 张业金

作为企业优质基因的设计者和转型发
展的引路者，工程建设公司（SEI）要立足炼
油企业需求，发挥炼化一体化优势，做好顶
层设计，优化全厂总加工流程和能量集成设
计，创新技术开发和工艺耦合，推广绿色先
进技术应用，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助力炼
化企业“减油增化”、节能减排。以服务安庆
石化的项目为例，SEI创新开发了多产烯烃
和芳烃的炼化耦合绿色新工艺，可提高乙烯
和丙烯收率 6%、轻质芳烃（BTX）收率 7%，
降低汽柴油收率20%，为炼油企业产品结构
转型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和示范性的解决
方案，目前已在多个企业推广应用。

——工程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 刘 洁

为打破针状焦市场进口垄断局面，茂名
石化抢抓发展机遇，利用华南地区丰富的催
化油浆资源，依托中国石化自有技术，开工
建设10万吨/年高端碳材料项目，并于2021
年 8月4日成功投产。这是中国石化首批油
系针状焦工业化生产装置，以高硫劣质的催
化油浆为原料，生产出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的针状焦产品，对提高我国针状焦生产技
术水平、扩大生产量，推动国内新能源电池
原材料加工和转型发展具有示范性意义。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茂名石化与十建公司等
施工建设单位通力协作，强化施工统筹、推
行模块化施工、创新施工技术，亮点颇多，也
为今后的项目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

——茂名石化炼油工艺技术高级专家 龙 有

天津石化炼油产品结构调整及油品质
量升级改造项目采用“固定床渣油加氢+重
油催化裂化”工艺路线，建成投产后，使公司
原油加工能力从 1250 万吨/年提高为 1500
万吨/年，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柴汽比
从1.9降为0.62、汽油年产量从140万吨提高
到 290万吨；重油转化能力大幅提高，在增
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全厂石油焦收率降
低了 3%，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和盈利能力。

——天津石化炼油部常务副经理 王云强

考虑到成品油市场日趋饱和，且柴汽比
较高，镇海基地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项
目新建 400万吨/年蜡柴油加氢裂化装置，
在满足新建乙烯装置原料供应的同时，可有
效将现阶段镇海炼化成品油产量、柴汽比降
至合理水平。以此为借鉴，今后，规划建设
新的炼油装置应按照“渣油加氢+催化裂
解”的化工型炼厂设计，依靠科技创新完善
全厂柴油转化及加氢裂化技术应用，大力推
进实施“油转化”，尽可能不产或少产成品
油，多产乙烯和下游化工原料，并积极向下
游高端合成新材料领域延伸，进一步拓展炼
化行业发展空间，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
展。

——镇海炼化发展部副经理 郭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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