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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行业透视
【发改委发布《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明确实施煤基化纤原料示
范工程】
2017 年 3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
展布局方案》
（发改产业〔2017〕553 号）。
《现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提出，重点开展煤制烯烃、煤制油升级示范，提
升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水平；有序开展煤制天然气、煤制乙二醇产业化示范，逐步完善工艺
技术装备及系统配置；稳步开展煤制芳烃工程化示范，加快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其中，煤制芳烃产业技术升级示范重点包括：甲醇制芳烃、煤分质利用联产制芳烃等；
煤制乙二醇产业技术升级示范重点包括：合成气制草酸酯、草酸酯加氢、合成气一步法制乙
二醇等。
在产业融合发展重点中提出，发展煤制芳烃和煤制乙二醇，推动化纤原料多元化，实施
煤基化纤原料示范工程。
文件要求，新建现代煤化工项目选址及污染控制措施应满足《现代煤化工建设项目环境
准入条件（试行）》的相关要求。单系列制烯烃装置年生产能力在 50 万吨及以上，整体能
效高于 44%，单位烯烃产品综合能耗低于 2.8 吨标煤（按《煤制烯烃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GB30180）方法计算）、耗新鲜水小于 16 吨。煤制乙二醇装置年生产能力在 20 万吨
及以上，单位乙二醇产品综合能耗低于 2.4 吨标煤、耗新鲜水小于 10 吨。煤制油、煤制气
等煤制燃料项目建设要求参照《煤炭深加工产业示范“十三五”规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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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华宁煤规划二期 400 万吨/年煤制油，2018 年申报国家核准】
2017 年 3 月 7 日，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齐同生委员提交提案，建议国家支持神华宁煤
400 万吨煤制油二期项目建设。
“宁夏多制一吨油，北京减少一片霾。”这是神华宁煤 400 万吨煤制油项目的建设口号。
这个项目一期工程已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建成并试车产出合格油品，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
来贺信。
目前，神华宁煤集团已委托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开展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目
前正在开展厂址比选、工艺方案优化等工作。国家能源局已将该项目纳入国家煤炭深加工“十
三五”规划，计划 2018 年 6 月前上报国家申请核准。

齐同生介绍说，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地发挥神华宁煤在煤炭加工转化领域的技术和

亚化咨询 - 能源化工专家

中国煤化网 http://www.chinacoalchem.com

5

3、大型化乙二醇反应器优势
20×104tEG/a 生产规模，与其配套的草酸二甲酯（DMO）的生产规模为 40×104tDMO/a，
我们按照羰化、酯化、硝酸还原、加氢等单元为单系列静止设备均为单台进行设计，并
与现在运行的 20×104tEG/a 生产装置，羰化、酯化、硝酸还原为两个系列（单系列 DMO
生产规模为 20×104tDMO/a，列管式羰化反应器为两台φ 4600 并联），加氢装置为两个
系列（单系列 EG 生产规模为 10×104tEG/a，列管式加氢反应器为两台φ 4400 并联）对
比，采用全径向蛇管式羰化反应器、径向球腔联箱蛇管式加氢反应器取代现有列管式羰
化反应器及列管式加氢反应后，则具有以下优势：
（1）羰化部分采用传统列管式反应器需要 4 台，设备总吨位高达 700 吨左右，如果
采用南京敦先大型化径向蛇管式羰化反应器，设备总吨位仅为传统总吨位的 40%左右；
加氢部分采用传统列管式反应器需要 4 台，设备总吨位高达 1000 吨左右，如果采用南
京敦先大型化径向球腔联箱蛇管式加氢反应器，设备总吨位仅为传统总吨位的 30%左右。
仅羰化及加氢反应器就可以节省 1120t 钢材，反应器投资节省 6720 万元；
（2）羰化、酯化、硝酸还原、加氢等单元为单系列、静止设备均为单台进行设计时，
与传统乙二醇技术相比，工程总投资至少节省 32000 万元；
（3）采用南京敦先大型化径向蛇管式羰化反应器及径向球腔联箱蛇管式加氢反应器
后，因反应器阻力降低、从源头控制副反应物减少达到降低精馏装置蒸汽消耗，仅此两
项节能可以使乙二醇循环机能耗降低了 443.58KW.h/tEG、精馏装置节省 1t/tEG 蒸汽，
折费用可以降低 426.07 元/tEG，全年可以节省运行费用 20×426.07=8521.40 万元；
（4）节省 32000 万元工程总投资的财务费用及减少 45%管理人员费用，则企业此两
项全年可节省～3160 万元。采用单系列大型化乙二醇装置与传统双系列乙二醇技术相
比，企业全年可节省～11681.4 万元的运行费用；
4、结论
大型化径向蛇管式羰化反应器及径向球腔联箱蛇管式加氢反应器取代现有传统列
管式羰化及加氢反应器，对于一套 20×104tEG/a 生产规模而言，反应器不仅可以降低节
省 1120t 钢材、节省 6720 万元投资，而且催化剂床层阻力低，床层为等温床层，气体
流经羰化反应器催化剂床层为内进外出、气体流经加氢反应器催化剂床层为外进内出等
设计方式，从羰化反应及加氢反应的源头控制副反应物生成，进一步降低原料气消耗、
降低精馏装置蒸汽消耗，可以为企业带来 8521.40 万元/年经济效益。
大型化径向蛇管式羰化反应器及径向球腔联箱蛇管式加氢反应器开放成功，解决了
乙二醇装置大型难题，如同硝酸还原技术及乙二醇精制技术一样，必定会为我国乙二醇
装置在装置大型化、降低工程投资、降低运行能耗、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做出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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