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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芳构化生产高品质汽油技术 

负责人：朱向学，徐龙伢        联络人：陈福存，朱向学  

电话：0411-84379279            Email：fuch92@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我国面临石油资源紧缺、资源环保压力日益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近年来持

续不断的雾霾天气，使对高品质清洁油品生产技术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同时我

国也加快了车用汽油标准的升级步伐。 

本成果围绕国家和行业关键技术需求，提出了液化气低温芳构化生产高辛

烷值汽油等新反应过程：发明了液化气芳构化生产高品质清洁汽油高效催化剂，

解决了其可控合成、性能调变及工业放大等诸多技术关键；通过新型反应器设计，

解决了反应过程传质传热关键技术，控制床层温升低于 40 ℃，并实现了反应热

综合利用，确保了催化剂性能的高效发挥和长周期稳定运行，催化剂使用寿命超

过 2 年。 

所开发的液化气芳构化催化剂及技术成功应用于 20 万吨/年液化气综合利

用生产高品质清洁汽油工业装置，指标优于同类技术，为低碳烃资源高效利用、

以及清洁油品生产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获 2013 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一等奖。 

 投资与收益 

以年产 20 万吨/年装置计，产值超过 15 亿元/年。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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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烷烃转化制乙苯技术 

负责人：朱向学，徐龙伢        联络人：陈福存，朱向学  

电话：0411-84379279           Email：fuch92@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1. 原料 

苯和低碳烷烃(任意比例的 C2～C6 烷烃)。 

2. 产品市场需求 

乙苯，优级品。乙苯是生产苯乙苯，进而生产塑料、橡胶、树脂的重要原

料，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建材、包装、医药等行业。目前我国乙苯-苯

乙烯需求量～900 万吨/年，近 40 %依赖进口。 

3. 技术原理和特点 

低碳烷烃在第一反应单元转化为富乙烯气，经分离后的富乙烯气与苯在烷

基化催化剂作用下生成乙苯，同时副产少量多乙苯(烷基化过程)；副产的

多乙苯与苯，在另一个反应器中在烷基转移催化剂上进一步生成乙苯产品；

烷基化和烷基转移单元生成的产物经各分离塔分离得到高纯度乙苯产品

(达国家优级品标准)。该技术同时副产丙烯及少量其它副产品。 

4. 技术特点和应用   

（1）原料来源广泛，突破原料制约瓶颈；   

（2）产品规模灵活，适于几万吨/年～几十万吨/年装置规模；  

（3）成本低，产品成本比纯乙烯法低 600～900 元/吨；  

（4）产品纯度高，远优于国家优等品标准；   

（5）技术成熟，各反应单元均已有多套成熟的工业应用案例 

富乙烯气生产乙苯过程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首届辽宁省科技成果转化一等奖等十余项国

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获得了政府、行业、企业和合作单位的高度认可。 

 投资与收益 

以 30 万吨/年低碳烷烃转化制乙苯装置计，以目前市场价格计，年产值～

30 亿元/年，投资回收期 1～2 年(不含建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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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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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超深度脱硫用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化剂 

负责人：李灿        联络人：刘铁峰  

电话：0411-84379771   传真：0411-84694447   Email：tfli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柴油超深度脱硫的关键在于脱除烷基取代的多环芳香噻吩类含硫化合物，

例如 4,6-二甲基二苯并噻吩及其衍生物，此类含硫化合物使用传统的负载型加

氢脱硫催化剂较难脱除。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化剂是用于超低硫柴油生产的新型

催化剂， 具有特殊的层状结构及复合金属活性相，从而表现出超高的加氢脱硫

活性：在相同的操作条件下，该催化剂的本征活性是传统加氢脱硫催化剂的 5

倍以上。适用于常压柴油、催化柴油以及 FCC 柴油的超深度加氢脱硫过程，可

用于硫含量小于 10 ppm 柴油产品的生产，能够满足国 V 以及未来国 VI 柴油标

准的硫含量指标要求。该催化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目前申请发明专利 12 件，

已授权 5 件，其中 4 件获得 PCT 国际专利。该催化剂在国内已成功应用于老装

置的脱瓶颈，使装置在不需要任何改造的情况下，通过部分使用层状多金属硫化

物催化剂，即可处理难处理的原料，生产高质量的产品。2016 年初在延长石油(集

团)永坪炼油厂 20 万吨/年柴油加氢装置上进行了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化剂的级

配装填，完成了工业试验运行验证。自开工以来装置运行平稳，脱硫性能优异：

原料催化柴油(芳烃含量大于 65 wt %)硫含量由 1200 ppm 降至 10 ppm 以下，

精制柴油产品收率≥99.4%，十六烷值和多环芳烃指标均优于国 V 柴油质量标准

要求。2016 年 5 月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化剂及柴油超深度脱硫工业化应用成果

在北京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成果鉴定。专家鉴定委员会一致

认为：层状多金属硫化物催化剂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属国际领先水平，其性能能

够推动符合国 V 标准柴油的工业生产，适合我国柴油的超深度脱硫需求，推广

应用前景广阔。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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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干气制乙苯成套技术 

负责人：朱向学，徐龙伢        联络人：陈福存，朱向学  

电话：0411-84379279            Email：fuch92@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1. 原料 

苯和富乙烯气。其中，富乙烯气：催化裂化(FCC)干气、催化裂解(DCC、

渣油裂解、C4+烃类裂解等)干气、MTP 副产乙烯气、聚乙烯装置尾气、甲

苯甲醇烷基化联产低碳烯烃过程尾气等，要求乙烯含量> 10 %。  

2. 产品市场需求  

乙苯，优级品。乙苯是生产苯乙苯，进而生产塑料、橡胶、树脂的重

要原料，广泛应用于汽车、家电、建材、包装、医药等行业。目前我国乙

苯-苯乙烯需求量～900 万吨/年，近 40 %依赖进口。 

3. 技术原理和特点  

富乙烯气中的乙烯原料与苯在烷基化催化剂作用下生成乙苯，同时副

产少量多乙苯(烷基化过程)；副产的多乙苯与苯，在另一个反应器中在烷

基转移催化剂上进一步生成乙苯产品；上述两个反应器生成的产物经各分

离塔分离得到高纯度乙苯产品(达国家优级品标准)。 

4. 技术特点和应用  

（1）原料适应性强，催化剂耐 H2S、COx、H2O 等杂质，干气无须精制；  

（2） 实现能量综合利用，有效降低过程能耗；  

（3）工艺简单，能耗低，投资省，原料成本比纯乙烯法低 15～20 %；  

（4） 产品纯度高，远优于国家优等品标准；  

（5） 烷基转移催化剂寿命> 6 年，新一代烷基化催化剂寿命> 3 年，均是

国内外最优水平  

目前已应用至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化工集团和地方炼企共计 20

余家单位，总产能超过 200 万吨/年。  

5. 科技奖励  

催化干气制乙苯系列技术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首届辽宁省科技

成果转化一等奖等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获得了政府、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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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合作单位的高度认可。 

 投资与收益 

以 10 万吨/年催化干气制乙苯装置计，以目前市场价格计，年产值～10 亿

元/年，年新增利润税收 1.5～2 亿元/年。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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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固定床超深度催化吸附脱硫组合技术（YD-CADS 工艺） 

负责人：李灿        联络人：刘铁峰  

电话：0411-84379771   传真：0411-84694447   Email：tfli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为了提高空气质量，我国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在全国范围实行国 V 汽油质量

标准，要求硫含量低于 10 ppm。我国 FCC 汽油占汽油池组成的 70～80 %，现有

的 FCC 汽油脱硫技术在应对汽油产品从国 IV 到国 V 标准升级的过程时，都需

要进一步提高对 FCC 汽油加氢处理的比例和深度，这将无疑带来汽油产品辛烷

值损失的增加。 

汽油固定床超深度催化吸附脱硫组合技术(YD-CADS 工艺)是由选择性加

氢脱二烯烃与催化吸附超深度脱硫工艺串联组合而成，在世界上属首次采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该工艺以全馏分 FCC 汽油和氢气为原料，首先经过脱二烯烃

反应器选择性脱除 FCC 汽油原料中的二烯烃至要求值后，再进入超深度催化吸

附脱硫反应器中，通过吸附剂选择性地吸附含硫化合物中的硫原子，在辛烷值损

失较小的情况下使汽油产品的硫含量降至 10 ppm 以下。 

YD-CADS 工艺用于全馏分催化裂化汽油超深度脱硫处理，生产满足国 V

汽油硫指标的清洁汽油，特别适用于硫含量低于 100 ppm 的 FCC 汽油的超深度

脱硫，具有脱硫深度高、选择性好、辛烷值损失低、吸附剂硫容量高、可多次再

生、操作条件缓和、氢耗量低、操作费用低等优点，且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有害气

体。该技术还可与其他技术灵活组合，与现有的选择加氢脱硫技术具有很好的兼

容性，其组合可用于处理硫含量更高的 FCC 汽油原料，即在现有选择加氢脱硫

的装置后加一套吸附脱硫装置，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国 V 汽油的生产，而且可以

保证辛烷值损失最小化，避免现有固定床选择加氢脱硫装置的大量闲置浪费。 

YD-CADS 工艺于 2013 年在延长石油集团永坪炼油厂 120 万吨/年催化裂

化装置上成功进行了万吨级工业中试，通过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

连续运行考核和成果鉴定，并荣获 2013 年科技部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团体

第二名。2016 年初，YD-CADS 工艺在山东恒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0 万吨

/年重汽油深度脱硫装置上开车成功，标志着 YD-CADS 工艺正式进入工业化应

用阶段。2017 年应用于牡丹江首控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催化汽油固定

床催化吸附脱硫油品升级改造项目。工业应用结果表明：装置运行平稳，技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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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汽油产品硫含量<10 ppm，辛烷值损失<0.5，精制汽油液体收率≥99.8 %，

各项指标均满足国 V 汽油质量标准。目前该项技术正在加快市场的推广应用，

已与国内多家企业洽谈并签署技术许可协议。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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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丁烯与醋酸直接加成生产醋酸仲丁酯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朱书魁  

电话：0411-84379338         Email：skzh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醋酸仲丁酯主要用途：对许多物质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工业上可用作制造

硝基纤维素漆，丙烯酸漆，聚氨酯漆等的溶剂，这些漆类可用作飞机机翼涂料，

人造皮革涂料，汽车涂料等。也可用于赛璐珞制品，橡胶，安全玻璃，铜版纸，

漆皮等产品的制造过程。还可以作印刷油墨中的挥发溶剂，用于胶印等应用中；

此外还可用作感光材料的快干剂。醋酸仲丁酯可用作青霉素的精制；由于其挥发

度适中，具有良好的皮肤渗透性，也可用作药物吸收促进组分。醋酸仲丁酯具有

溶解性能强、挥发速度适中、萃取收率高、毒性小，残留少等优点。醋酸仲丁酯

的各项性能、指标与醋酸正丁酯基本相似，但生产成本低，是理想的醋酸正丁酯

替代品。 

传统的醋酸仲丁酯由醋酸和仲丁醇反应合成，存在原料成本高，设备腐蚀

严重，废水处理麻烦等问题。采用正丁烯法合成醋酸仲丁酯与丁醇酯化法相比较，

分离流程简短、生产成本低。由于采用连续酯化反应工艺,醇酯化法和正丁烯法

的投资规模相近。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开发的正丁烯与醋酸直接酯化合成醋酸仲

丁酯新技术，具有原料转化率高、选择性好、催化剂寿命长等优点。新技术大大

降低了原料成本和设备腐蚀，，开辟了醋酸仲丁酯新路线。  

新技术采用新型固体酸催化剂，混合正丁烯纯度要求低≥35w %，正丁烯—2

转化率高，反应温度 70～80 ℃、反应压力 1.6 MPa，在固定床反应器中，正丁

烯转化率≥90 %，醋酸仲丁酯选择性≥99.0w %。技术指标和能耗指标处于国内、

外领先水平。南京百润化工有限公司采用该技术建设年产 5 万吨醋酸仲丁脂装置。

2012 年 1 月装置开车成功，达到验收指标。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年产五万吨醋酸仲丁酯装置界区内投资 6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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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石脑油耦合裂解制低碳烯烃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叶茂  

电话：0411-84379618         Email：maoye@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化实验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世界低碳烯烃的主要来源是由石脑油热裂解制取，发展石脑油催化裂解

制低碳烯烃是一个国际性的发展新趋势。相比于石脑油管式炉热裂解，催化裂解

由于反应温度相对较低，一方面能够大大降低反应的能耗，另一方面反应产物中

甲烷和焦碳产率也大大降低。同时能够通过调整催化剂的活性组分，产物中的丙

烯收率可以提高，满足日益增长的丙烯需求。 

在成功开发甲醇制烯烃（DMTO）技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甲醇与石脑油耦合制取低碳烯烃，实现甲醇和石脑油共进料生产低碳烯烃，

使从煤基生产的甲醇和从石油基生产的石脑油两种原料在同一装置上进行处理

成为可能。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裂解原料油品的价格波动所带来成本上涨，

规避行业风险，实现煤化工和石油化工的协调发展，对我国烯烃工业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甲醇与石脑油耦合制取低碳烯烃反应的主要特点有：首先甲醇在裂解

催化剂上的反应是一个放热反应，而石脑油裂解反应是吸热反应，二者共进料可

以实现能量优化利用；其次，从已经进行甲醇耦合烃类裂化的基础研究看，甲醇

的引入可以降低裂解反应的活化能；第三，甲醇参与的反应可以带来较高的芳烃

产物，进一步增加产品价值。 

已经完成实验室小试和催化剂开发和定型。在实验室固定流化床上进行的试

验验证这一新的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在较低反应温度下，甲醇耦合的石脑油裂解

反应中烯烃收率优于单纯的石脑油热裂解。如果考虑将 C4 产物和反应原料进行

循环，可以获得更高收率。此外，新技术可以比传统的石脑油热裂解节省能耗

1/3 以上，同时原料利用率提高 10 %（产物中甲烷比例由 14 %降低至 4 %）。初

步结果表明流化床反应工艺是较好的选择。利用流化床工艺的反应－再生过程，

解决催化剂结焦失活问题，使催化剂在反应过程中能够一直保持高活性和高的烯

烃生成选择性。 

 合作方式 

合作形式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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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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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酸催化中压丙烯水合制异丙醇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朱书魁  

 电话：0411-84379338          Email：skzh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异丙醇是重要的基本有机化工原料和性能优良的溶剂。针对国内现有异丙醇

生产技术落后、存在丙烯转化率低、能耗高等问题，我所开发出一种采用高活性

催化剂，并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丙烯直接水合生产异丙醇新技术。 

通过采用先进的催化剂合成流程和技术，开发出适用于丙烯直接水合过程、

具有优良的耐水性能、耐温性能、高抗碎性能和高催化活性的催化剂。开发的丙

烯水合新工艺，具有低温、中压、丙烯转化率高等特点，采用了新型丙烯水合工

业反应器，采用了分段进料、冷激控温、物料再分配等新技术，利用多段进料方

式调节各催化剂床层的丙烯转化率，从而控制各段床层反应深度和放热量，解决

了丙烯水合工业反应器存在的温度超高及催化剂烧结问题，使水合催化剂床层温

度均衡分布。 

本技术具有丙烯转化率高、单耗低、原料适应性强、环境友好的特点，能耗

仅为国内同类生产技术的 40％。 

本技术已完成技术实施许可，大连化物所提供异丙醇工业装置工艺软件包和

工业催化剂，山东东营海科新源化工有限公司建成年产 3 万吨异丙醇工业生产装

置，并于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一次开车成功，产品质量达到国标优级品。采用本

技术的工业装置投产后，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07 年中压丙烯直接

水合生产异丙醇技术获得了大连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在第一代技术的基础上，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研发的固体酸中压丙烯

直接水合生产异丙醇新技术（Ⅱ），具有高效、低耗、丙烯转化率高、副产品价

值高等特点。直接水合催化剂具有优良的耐水性能、耐温性能、高抗碎性能和高

催化活性等特点；新型丙烯水合工业反应器采用了分段进料、冷激控温、物料再

分配等创新技术。该技术还首次将膜分离技术引入到水合分离过程，大大降低了

异丙醇能量消耗（仅为国内同类技术的 25～50％）。 

浙江新化化工公司采用此技术的建设年产五万吨异丙醇工业装置，2012 年 7

月装置建成开车。 

该技术的实施是异丙醇生产技术的一项创新，取得了 30 多年来首次重大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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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和封锁，提高了我国异丙醇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

竞争力。技术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年产五万吨异丙醇装置界区内投资约 8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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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二甲醚工业生产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朱书魁  

  电话：0411-84379338          Email：skzh@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随着我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迅速增加，发展石油替代品，开发清洁能

源成为能源战略的重要选择。二甲醚作为替代能源渐显优势，得到了世界各国的

广泛重视。开发二甲醚生产技术，建立清洁能源基地，减少环境污染，是综合解

决能源问题的新途径。 

在系统研究和多次工业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甲醇脱水反应的特点，通过对

新型催化材料进行改性和调变，开发出新型甲醇脱水生产二甲醚催化剂，具有起

始反应温度低、温度范围宽、催化剂选择性好等特点。针对甲醇脱水制二甲醚的

反应是放热过程，易发生深度反应，导致催化剂床层飞温，开发出新型工业反应

器，采用液态甲醇多段冷激式固定床反应器，克服了现有工业反应器的不足，具

有床层温度分布合理，能调控反应器的温度分布，易于工业实际操作，特别适合

大型化工业生产装置。 

充分利用二甲醚生产过程的热量是本技术节能的特点之一。通过运用窄点

技术对换热流程进行优化，缩短换热流程，并将换热后的低温位物料直接送入二

甲醚塔内，提高了热物料能量利用效率，大大降低了生产二甲醚的能量消耗。 

我所已申请了多项该技术的发明专利，在催化剂和工艺关键技术均申请国

家专利，形成了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 

2006 年 5 月河北中捷石化集团采用我所提供的催化剂和工艺技术建设的年

产十万吨二甲醚工业装置开车成功。2013 年 3 月，潮州市华新能源有限公司采

用本技术建设年产 20 万吨二甲醚工业装置开车成功。甲醇制二甲醚生产技术具

有能耗低、投资省、产品质量好、无污染等特点，催化剂与工艺技术处于国内、

外先进水平。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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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规模 

1000～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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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第二代（DMTO-II）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沈江汉  

电话：0411-86649777-6617      Email：shenjh@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DMTO-II技术是在DMTO技术基础上将甲醇制烯烃产物中的C4+组分回炼，

实现多产烯烃的新一代甲醇制烯烃工艺技术。 

DMTO-II 技术的主要特点有： 

（1）C4+转化反应和甲醇转化反应使用同一催化剂； 

（2）甲醇转化和 C4+转化系统均采用流化床工艺； 

（3）甲醇转化和 C4+转化系统相互耦合。 

DMTO-II 技术工业化试验项目于 2008 年 5 月开工建设，2009 年 6 月试验装

置正式建成。DMTO-II 工业化试验装置进料量约为 50 吨／天，采用工业制造

DMTO 催化剂。2010 年 5 月完成工业化试验并接受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组织专家组现场对试验装置进行的 72 小时连续运行考核和标定。结果表明试

验中甲醇转化率接近 100 %，乙烯+丙烯选择性 86 %，吨烯烃甲醇消耗为 2.67

吨，催化剂消耗为 0.25 kg/吨甲醇。2010 年 6 月 26 日 DMTO-II 技术通过了中

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组织的专家鉴定，专家组认为各项数据达到预期指标，技术

先进可行，是在 DMTO 技术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 

2010 年 10 月 26 日，“新一代甲醇制取低碳烯烃（DMTO-II）工业化技术

成果新闻发布会暨工业化示范项目技术许可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大连化物所

等技术许可方与蒲城清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首套 67 万吨/年 DMTO-II 烯烃项目

技术许可协议。2015 年 2 月 6 日，世界首套采用 DMTO-Ⅱ技术建设的蒲城清洁

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DMTO-Ⅱ工业装置成功开车。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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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丙烯新技术（DMTP）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叶茂  

电话：0411-84379618          Email：maoye@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丙烯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基础原料，目前其生产方式主要是对石油或其衍生品

进行热裂解或者催化裂解。但是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原油需求量已远远大于国内生产量，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煤

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条可行的途径是利用我国相对优势的煤资源，通过合成甲

醇进一步制备丙烯等大宗化学品。这不仅实现了石油化工和煤化工的协调发展，

而且可为国家节约原油资源，符合国家能源安全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

我国煤炭资源综合利用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成功开发了具有原始创新性的甲醇制丙烯

流化床工艺技术。研制了性能优异的 DMTP 专用催化剂，成功耦合了甲醇转化、

乙烯烷基化和 C4+转化三个反应，工艺技术和指标先进。完成了百吨级 DMTP

放大试验，验证并优化了 DMTP 流化床工艺技术，获取了设计工艺包的基础数

据。    

2017 年 5 月该科技成果在大连通过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

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创新性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总体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技术优势明显、应用前景广阔”，建议“加快工业

化进度，早日建成工业示范装置”。72 小时标定结果表明：丙烯选择性 75.0%，

乙烯选择性 10.4%，吨丙烯甲醇消耗 3.01 吨。改变乙烯/甲醇比例，丙烯选择性

可进一步提高。 

DMTP 技术的工业化推广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1）用于新建甲醇制丙烯或煤制丙烯项目； 

（2）用于 DMTO 工业装置的改造和技术升级换代； 

（3）与现有的石脑油制烯烃装置联合，用于增产扩能和降低能耗。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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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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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甲苯制取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叶茂  

   电话：0411-84379618         Email：maoye@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芳烃（苯、甲苯、二甲苯，合称 BTX）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其产量和

规模仅次于乙烯和丙烯，而对二甲苯 （PX） 则是芳烃产品中最受关注、产量

增长最快的产品。对二甲苯是生产聚酯的主要原料，目前主要采用石脑油重整得

到的甲苯、C9 芳烃及混合二甲苯为原料通过歧化、异构化并通过吸附分离或深

冷分离而制取，设备投资大，操作费用高。要避免对二甲苯分离使用的昂贵吸附

分离技术，需要发展对二甲苯选择性接近 100 %的新工艺技术，这也是从根本上

改变对二甲苯生产方法的关键技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成功研制出性能优异的甲醇甲苯制对二甲

苯联产烯烃流化床专用催化剂，并完成了工业放大制备。完成了千吨级中试，验

证并优化了甲醇甲苯制对二甲苯联产烯烃流化床工艺技术，获取了编制工艺包所

需的基础数据。该技术具有原始创新性，对二甲苯和低碳烯烃的比例灵活调节。 

2017 年 5 月该科技成果在大连通过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组织的

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该成果创新性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总

体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建议“加快工业化进度，早日建成工业示范装置”。72

小时标定结果表明：甲苯转化率 24.4%，“乙烯+丙烯+丁烯+对二甲苯”选择性

79.2 wt%，二甲苯中对二甲苯选择性 93.2 wt%。 

甲醇甲苯制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技术的工业化推广应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1）用于新建甲醇甲苯制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或煤制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

项目； 

（2）与现有的芳烃联合装置联合，对芳烃联合装置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换代，

用于增产扩能和降低能耗。甲醇、甲苯（或苯）原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产品

低碳烯烃、对二甲苯都是大宗化学品，市场前景广阔，且自给率低，因此经济效

益显著。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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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规模 

20 万吨/年对二甲苯工业装置，界区内投资< 20 亿（PX 与低碳烯烃产品的

比例不同，投资规模有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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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取低碳烯烃（DMTO）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沈江汉  

电话：0411-86649777-6617      Email：shenjh@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乙烯丙烯等低碳烯烃是现代化学工业的基础，目前烯烃生产原料主要来源

于石油炼制的石脑油。我国石油资源相对匮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石油及石

化产品的需求迅速增长，石油需求量已远远大于国内生产量，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我国的资源状况是石油、天然气资源短缺，煤炭资源相对丰富，发展以煤为原料

制取石油类产品的煤化工技术，实施石油替代战略，是关系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

课题。 

煤或/和天然气经由甲醇制取低碳烯烃的路线中，煤或天然气经合成气生产

甲醇的技术日臻成熟，而关系到这条路线是否能畅通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甲醇

制取低碳烯烃（MTO）过程。2004 年，大连化物所与陕西省投资集团、洛阳石

油化工工程公司签订了甲醇制取低碳烯烃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经过三方一年同心

协力的合作，在陕西华县建成了世界上首套万吨级甲醇制取低碳烯烃（DMTO）

工业性试验装置，在 2005 年底完成了试验设备的调试工作，继而投入 DMTO 技

术的工业化示范运转。2006 年 6 月，工业化试验圆满完成了预定的阶段目标，

取得了建设大型化工业装置的设计基础数据。2006 年 8 月 23 日，甲醇制取低碳

烯烃(DMTO)工业性试验技术成果通过了国家级鉴定。鉴定专家组认为，该项技

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装置规模和技术指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06 年 8 月 24 日，甲醇制取低碳烯烃（DMTO）工业性试验技术成果新闻发布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标志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以煤或天然气为原

料制取低碳烯烃的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性进展。2008 年甲醇制取低碳烯烃

（DMTO）技术获得了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7 年，采用我所 DMTO 技术的神华集团 180 万吨甲醇制取低碳烯烃项目

已经开始建设，2010 年 8 月投产试车一次成功。 2011 年 1 月正式进入商业化运

营，甲醇转化率 100 %，乙烯丙烯选择性 83.3 %。2011 年 3 月通过性能考核，

各项指标均满足合同规定。一条以煤或/和天然气为原料，经由甲醇制取基本有

机化工原料——低碳烯烃的非石油原料路线已成为现实。2011 年由甲醇或/和二

甲醚生产低碳烯烃的方法专利获第十三届中国专利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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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TO 技术第二个工业应用项目是宁波禾元 DMTO 装置，180 万吨甲醇生

产 40 万吨聚丙烯和 50 万吨乙二醇。这也是沿海地区首套以外购甲醇为原料制烯

烃装置。该装置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投料开工，2 月 3 日生产出合格烯烃，投料

试车取得圆满成功，再次证明了 DMTO 技术的可靠性和先进性。2014 年，甲醇

制取低碳烯烃技术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截至目前，共有 12 套煤制烯烃工业装置投产，分别是神华包头（180 万吨

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

/年）、陕西延长能源化工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中煤陕

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宁夏宝丰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山东神达化工有限公司（100

万吨甲醇制 33 万吨烯烃/年）、浙江兴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

内蒙古中煤蒙大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180 万吨甲醇制 60 万吨烯烃/年）、青海

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 万吨甲醇制 33 万吨烯烃/年）、富德（常州）

能源化工发展有限公司（100 万吨甲醇制 33 万吨烯烃/年）。合计烯烃产能近 646

万吨。 

目前此技术已经签订技术许可 24 套装置，烯烃总规模达到 1388 万吨/年，

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实施，一个新兴的烯烃战略产业正在快速形成。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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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制取乙醇技术 

负责人：刘中民        联络人：朱文良  

电话：84379418   传真：84379289   Email：wlzh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乙醇是世界公认的优良汽油添加剂和重要的基础化学品，可以部分替代乙

烯用作化工原料，也可以方便地转化为乙烯。目前，全世界乙醇产量约一亿吨，

主要由美国和巴西利用粮食、甘蔗等生物原料生产，而我国乙醇产量只有 700

万吨，主要利用陈粮进行生产。长期以来，利用化石资源生产乙醇一直是全世界

努力的目标。   

煤经合成气直接制乙醇是一项世界性的挑战，因难以回避贵金属催化剂、

效率较低及设备腐蚀等问题，一直难以实现工业化。大连化物所提出以煤基合成

气为原料，经甲醇、二甲醚羰基化、加氢合成乙醇的工艺路线，采用非贵金属催

化剂，可以直接生产无水乙醇，是一条独特的环境友好型新技术路线。  

2017年 1月 11日，采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连化物所”）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10 万吨/年合成气制乙醇装置成功打通

全流程，产出合格无水乙醇，标志着全球首套煤基乙醇工业示范项目一次试车成

功。此项目被列为中科院“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关键技术与示范”A 类战略

先导专项重大任务，也被列入国家能源局《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

(2016–2030 年)》。2016 年底项目开始试车，2017 年 1 月 11 日产出合格产品，

主要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值。   

该示范项目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将率先拥有设计和建设百万吨级大型煤基

乙醇工厂的能力，对于缓解我国石油供应不足，石油化工原料替代，油品清洁化、

缓解大气污染及煤炭清洁化利用具有战略意义。煤基乙醇的成本（大型化后全成

本约 35000 元/吨）远低于粮食乙醇，颠覆传统生物制乙醇方式，避免粮食乙醇

所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该技术还可以用于将现有大量过剩的甲醇厂改造

成乙醇工厂，调整产业结构，释放产能。另外，乙醇便于运输和储存，可以方便

灵活地生产乙烯，促进下游精细化工行业的发展。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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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规模 

2 亿～3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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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己烷制备己内酰胺技术 

负责人：许磊        联络人：张晓敏  

      电话：84379500          Email：zhangxm@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己内酰胺（CPL）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聚酰胺 6（尼

龙 6）纤维及工程塑料等。目前，己内酰胺工业生产采用的原料主要有环己烷、

苯酚和甲苯，生产方法主要有环己酮-羟胺工艺、环己烷光亚硝化工艺以及甲苯

（SNIA）工艺。以环己烷为原料，通过催化氧化制取环己酮，再经过液相氨肟

化法及贝克曼重排反应可高选择性制备己内酰胺，该技术具有工艺流程短、反应

条件温和、绿色环保等优势。 

开发了以环己烷为原料，经过催化氧化、液相氨肟化以及贝克曼重排反应合

成己内酰胺的绿色新技术。重点开发了环己酮液相氨肟化反应高性能钛硅分子筛

催化剂制备新方法，催化剂指标为环己酮转化率和环己酮肟的选择性均大于

99 %。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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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甲醇制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移动床技术 

负责人：许磊        联络人：许磊  

   电话：84379500         Email：leix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试验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对二甲苯（PX）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精对苯二甲酸

（PTA），PTA 再与二元醇聚合反应生产聚酯产品。目前工业上 PX 主要由连续

重整—芳烃联合装置得到，传统 PX生产工艺过程设备众多，物料循环处理量大，

操作费用高。 

开发了甲苯甲醇制对二甲苯联产低碳烯烃移动床（DMTPX）技术并完成了

万吨级工业试验，技术指标为：在甲苯甲醇进料摩尔比为 1/1 条件下，甲苯单程

转化率大于 30 %，C8芳烃中对二甲苯选择性大于 90 %，C1-C6脂肪烃中乙烯和

丙烯选择性大于 80 %，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该技术一方面可以独立建设甲苯甲醇制 PX 联产低碳烯烃工业化装置，高选

择性 PX 的制备能够省却吸附分离单元，通过一级结晶分离即可获得高纯度 PX

产品，从而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该技术可以应用在现有或新建芳

烃联合装置中，在不改变原料处理量条件下，通过增加一个甲苯甲醇烷基化单元，

可减少甲苯歧化与 C9
+烷基转移单元、异构化单元、吸附分离单元等装置的规模，

在提高 PX 产量的同时，减少装置建设和运行成本。再一方面，可以建设 PX-PTA-

聚酯一体化产业基地，从而可以有效控制生产运营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

力。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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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烃与轻芳烷基化生产高辛烷值汽油调和组分 

负责人：朱向学，徐龙伢        联络人：陈福存，朱向学  

电话：0411-84379279   传真：0411-84379279   Email：fuch92@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本成果发明了低碳烃与轻芳烃烷基化生产高品质汽油调和组分高效催化剂

及成套技术，于 2014 年 8 月成功投产 6 万吨/年低碳烃与轻芳生产高品质清洁汽

油调和组分工业装置，烯烃转化率> 99 %，清洁汽油收率> 99 %，所生产的优质

高辛烷值汽油产品，调和辛烷值高达 120 以上，不含烯烃、不含硫氮，是低碳烃

回收利用率最高的工业过程，为低碳烃的综合利用和高品质清洁汽油的生产提供

了重要科技支撑，作为部分内容获 2013 年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 2015 中科院

科技促进发展一等奖。 

 投资与收益 

以 10 万吨/年装置规模计，年产值超过 8 亿元。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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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甲醇侧链烷基化制备苯乙烯技术 

负责人：许磊        联络人：许磊  

电话：84379500       Email：leixu@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苯乙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可用于生产聚苯乙烯（PS）、发泡聚苯乙烯（EPS）、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树脂（ABS）、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SBS 树脂）、

苯乙烯-丙烯腈树脂（SAN）、苯乙烯-丁二烯橡胶（SBR）、不饱和树脂（UPR）

以及离子交换树脂（IER）等多种化工产品。此外，还可用于涂料、染料、医药

等行业。预计到 2020 年，国内苯乙烯的消费量将超过 1100 万吨，由于国内产能

相对不足，近十年来，国内苯乙烯，每年的进口量一直维持在 300 万吨以上。目

前苯乙烯主要通过乙苯脱氢法生产，该工艺由苯和乙烯烷基化生成乙苯和乙苯高

温脱氢两步反应组成，工艺路线长，设备投资大，且能耗较高。 

本项目采用甲苯甲醇侧链烷基化工艺路线，以甲苯和甲醇为原料一步法制备

苯乙烯。相对于传统的两步法乙苯脱氢工艺，不仅降低了苯乙烯生产的原料成本，

而且省略了脱氢步骤，降低了设备投资和操作运行费用。本项目开发了高性能甲

苯甲醇侧链烷基化催化剂，并完成了实验室中试，吨苯乙烯消耗甲苯约 1.15 吨，

甲醇约 0.65 吨，并副产乙苯约 0.22 吨，综合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经

测算，该技术与乙苯脱氢工艺相比，吨苯乙烯原料成本可降低约 2000 元，能耗

降低约 20 %。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00～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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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基础油加氢异构脱蜡催化剂及成套技术 

负责人：田志坚        联络人：田志坚  

电话：84379151   传真：84379151   Email：tianz@dicp.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工业生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润滑油产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技术密集型支柱产业之一，我国为世界

第二大润滑油消费国，虽然我国也是润滑油生产大国，但由于大部分生产企业仍

沿用传统工艺，技术落后，只能满足中低档油的市场需求，高档润滑油发展受到

制约。润滑油基础油加氢异构脱蜡是高档润滑油基础油生产的最新技术。自 1999

年起，大连化物所瞄准国际炼油技术前沿，开展润滑油基础油加氢异构脱蜡技术

及催化剂的开发研制。项目先后投入科研经费三千多万元，历经小试开发、中试

放大和工业试验，通过一系列创新集成及技术突破，解决了若干工程和技术难题，

研制成功三种新型分子筛，并实现 5 立方米反应釜规模工业生产，分别针对石蜡

基和环烷基原料油开发出不同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异构脱蜡专用催化剂及

配套工艺技术，满足多种原料生产各种黏度级别高档润滑油基础油的需求。2008

和 2012 年，项目开发的两代催化剂分别在中国石油大庆炼化 20 万吨/年高压加

氢装置上实现两次工业应用。催化剂具有活性高、原料适用范围广、产品质量好、

基础油收率高、副产品附加值高，特别是重质基础油收率高等优点，其催化性能

大幅超过国际同类催化剂。工业运行数据显示，与国际同类先进技术相比，处理

200SN 原料油时，Ⅱ类中质基础油收率高 8 个百分点；处理 650SN 原料，Ⅲ类

重质基础油收率高 20 个百分点，应用效能显著。除了产出预期的中、重制高档

润滑油基础油产品外，还开发出了高标号食品级白油等一系列新产品，填补国内

空白。项目获得授权专利 12 项，其中核心专利“一种临氢异构化催化剂及其制

备方法”(ZL200510079739.7)荣获 2011 年第十三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成果入选

2009 年中国石油集团十大科技进展，2012 年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奖。截止 2013

年底，该技术的成功应用已累计实现产值超过 50 亿元，利润逾 19 亿元，税收逾

6 亿元，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该技术正在国内外市场进行进一

步推广。 

 投资与收益 

该技术市场容量大，回报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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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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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合成聚甲氧基二甲醚工业示范技术 

负责人：陈静        联络人：宋河远 

电话：0931-4968068，13893312839            Email：chenj@licp.cas.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技术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聚甲氧基二甲醚(DMMn)具有高十六烷值和含氧量，低冷凝点和冷滤点，良

好的润滑性，能显著改善柴油的燃烧特性，大幅度减少炭烟、NOx等有害气体排

放，排污减少 50%以上，而且无需改动现有的发动机结构，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

环保型柴油调和组分。该类化合物具有优异的溶解及渗透性能，能与许多有机溶

剂互溶，具有良好的挥发性，低毒，可用作清洁溶剂和颜料分散剂等。以我国现

用柴油 1.2 亿吨/年的消费量计，按 15%的调和量，仅清洁燃料领域对 DMMn的

年需求量将超过 1800 万吨/年。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开发了拥有自主产权的清洁催化合成 DMMn 技术，已完

成 5 万吨/年工业示范，打通了工艺全流程，生产出了合格的 DMMn产品。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10~20万吨万吨合成聚甲氧基二甲醚工业装置，界区内投资(10万吨/年<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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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烷烃脱氢技术 

负责人：丑凌军        联络人：丑凌军 

电话：0931-4968066            Email：ljchou@licp.cas.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油田伴生气和液化石油气富含大量低碳烷烃，其脱氢制取低碳烯烃是低碳烯

烃来源的重要补充。 

中科院兰州化物所以流化床脱氢技术为突破，与合作企业（工程公司）完成

了 10 吨异丁烷脱氢和 30 万吨丙烷脱氢工艺包编制，在山东和广西已成功推广示

范了两套异丁烷脱氢工业应用。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10 万吨投资约 5-1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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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催化加氢气化联产甲烷和轻质芳烃技术 

负责人：毕继诚        联络人：曲旋 

电话：13834520603            Email：quxuan123@sxicc.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煤制天然气是解决我国天然气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从煤制甲烷的角度考虑，

碳和氢气反应直接生成甲烷是路线最短、效率最高的方式，由于碳氢反应速率较

慢，导致过程的碳转化率较低。通过添加催化剂不仅可以加快碳氢反应速率，提

高甲烷收率，同时可使重质焦油发生分解，获得轻质芳烃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煤制

天然气路线。 

与现有技术相比，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开发的煤催化加氢气化过

程不仅能实现煤中碳的高转化率，且能使碳高效地转移至甲烷和轻质焦油产品中，

过程中CO2的生成量较少。以次烟煤为原料，在 850oC、3MPa 的条件下使用Co-Ca

催化剂，碳转化率可达 92%，同时催化剂的回收率可达 99.99%。 

由于煤催化加氢气化过程具有较高的碳转化率（碳转化率>92%）、气化炉出

口气中扣除未反应的氢气后甲烷含量>92%，以年产 20 亿 Nm3甲烷规模为例，1

台气化炉（5400t/d）即可满足需求，投资成本大幅降低，初步估算采用该技术生

产甲烷的成本在 1.0 元左右。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5400t/d 工业示范平台的投资约 4 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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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热解油催化加氢制清洁燃料油技术 

负责人：赵亮富        联络人：赵亮富 

电话：13485362851            Email：lfzhao@sxicc.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煤热解油是炼焦工业及煤气化工业的重要副产品，是以芳香烃为主的有机混

合物，可以加工成各种化学品，也可以加工成高品质燃料油。随着我国煤化工产

业的快速发展，煤焦油的产量增长很快，而且具有极高潜在利用价值，但一直以

来被用作劣质燃料简单燃烧，极大的浪费了煤焦油资源，同时产生了严重环境污

染。因此，亟需使用先进的煤焦油深加工技术实现煤焦油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

以提升我国煤焦油清洁加工技术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避免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多年从事煤热解油加氢研究，已开发出煤热

解油加氢制备燃料油的加氢精制、加氢裂化工业化催化剂，并在煤焦油加氢制清

洁燃料油技术上取得突破，开发出了成套工艺技术并自主开发出了煤焦油催化加

氢专用催化剂，自主研发的煤热解油加氢制备燃料油已完全实现工业化应用。开

发的煤焦油加氢技术及催化剂的工业化应用：赤峰博元科技有限公司 15 万吨/

年鲁气炉气化焦油加氢装置上开车成功，装置实现满负荷运转，原材料消耗、能

耗、产品等的各项指标均达到预定的要求。山东潍焦集团枣庄振兴能源有限公司

20 万吨/年煤焦油馏分轻质化项目于 2019 年顺利投产运行，目前装置实现满负荷

运转，成功生产出合格产品。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煤热解油催化加氢制清洁燃料油技术特点：

煤焦油原料可全部转化，产品油平均体积收率大于 106%,分离后获得汽油馏分和

柴油馏分，其中汽油馏分和柴油馏分分别占总体积的 8-25%和 75-92%（该比例

随不同煤焦油来源而不同），无任何尾油残留，产品硫、氮含量均达到国家最新

标准。 

煤热解油催化加氢制清洁燃料油技术工业推广应用领域：煤热解焦油、气化

炉焦油等从炼焦或气化厂中的煤气中冷凝回收得到的焦油；产品方案可调整为市

场需求相关的油品、化学品（酚类、苯、芳烃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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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20 万吨/年煤热解油催化加氢制清洁燃料油，投资约 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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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焦油制备轻质芳烃技术 

负责人：崔海涛        联络人：崔海涛 

电话：18935108956            Email：cuiht@sxicc.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轻质芳烃是有机化工重要基础原料。苯、二甲苯是制造多种合成树脂、合成

橡胶、合成纤维的原料，甲苯可转化为二甲苯和苯。催化重整是生产轻质芳烃的

重要途径，约有 90% 的芳烃来源于芳烃联合装置，一般重整原料为石油基石脑

油。近年来，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 65%，严重影响芳烃产业的发展。在

重整原料供应不足和重整产物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发展其它途径以获取

重整原料。煤焦油有较高的芳潜值，是非常理想的重整制芳烃原料，因此，开发

煤焦油制芳烃工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成功研发出煤焦油制备轻质芳烃系列催化

剂。完成了千吨级中试，验证并优化了煤焦油制备轻质芳烃技术，获取了编制工

艺包的基础数据。该技术属于自主研发成果。 

煤焦油制备轻质芳烃技术的工业化推广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1） 用于现有煤焦油加氢制备清洁燃料项目中； 

2） 用于现有的芳烃联合装置中。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20 万吨/年煤焦油制备轻质芳烃工业装置。总投资大概在 9 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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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阶粉煤热解技术 

负责人：陈松        联络人：周剑伟 

电话：0532-80662796            Email：zhoujw@qibebt.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研发的新型煤热解炉(ZKL)主要移

植成熟工业化焦化炉的经验和借鉴其优点，并吸收高温焦化与兰碳炉成熟工业经

验，将高温焦化炉的高温冶金焦薄层热解和中温焦化兰炭炉直立式连续出焦结合

起来，从而提出适用于廉价粉煤的 ZKL 钢结构新型热解技术构思。其技术原理：

一是 450-600℃温度是最大量获得高品质焦油和高热值煤气的最佳温度区间；二

是发挥低阶煤具有较大焦油含量和挥发分的煤种，通过间接传热的薄层热解工艺，

最大量生产焦油和高有效成分煤气。针对现有技术难以解决的问题，ZKL 技术

原理及创新在于： 

（1）单炉产量和出力问题解决，保证煤层受热均匀； 

（2）利用干燥-热解两段耦合工艺技术，不仅解决传统外热式热解炉产量低

的问题，也在工艺上简化了操作。 

（3）解决煤气含尘较多问题及煤层透气性问题，保证装置的平稳运行。 

（4）解决炭化室温度分布不均问题，根据煤种不同和产品需求不同，既满

足实际生产需求，又能保证炭化室内温度分布均匀。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以 200 万吨/年煤规模小粒煤外热式直立炉热解工业示范装置为例预估总投

资 3.5 亿元，净利润 17680 万元，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34.34%，税后财务内部

收益率为 27.84%，税前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4.56 年，税后投资回收期（含

建设期）为 5.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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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煤制乙二醇技术 

负责人：姚元根        联络人：周张锋 

电话：0591-63173141            Email：zfzhou@fjirsm.ac.cn 

学科领域：能源化工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目前，我国乙二醇（2017 年的进口依存度 67%）大量依赖进口，发展以我

国相对富产的煤炭资源代替石油作为原料生产乙二醇，可逐步替代石油路线生产

乙二醇的生产工艺，为我国节省大量石油资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经过 30 多年的研发，与企业合作率先实现了煤

制乙二醇技术的工业化，已形成 120 万吨产能，引领了世界煤制乙二醇技术的发

展方向。煤制乙二醇技术是一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先进技术，其技术

的不断成熟和大规模工业化应用，将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将对我国的能

源和大化工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2008 年以后，为解决第一代技术工业化应用

中存在的一些技术问题，研发团队进行了新一代煤制乙二醇技术的研发，10 年

来，相关研究共申请了 50 多项中国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专利 15 项，形成了具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新一代煤制乙二醇技术，继续保持我国煤制乙二醇技术的先进性。

新一代技术千吨级工业试验于 2018 年 9 月 3 日通过了中国石油与化工联合会组

织专家进行的现场技术标定，具备了工业化的条件，目前已完成 30 万吨工艺包

设计。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30 万吨/年新一代煤制乙二醇工业装置，界区内投资≤35 亿元（其中主工艺

装置投资 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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