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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炼厂大型化和原油的劣质化，炼厂脱硫系统日益复杂，能耗和剂耗增加，采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

流程模拟软件对某炼厂气ＭＤＥＡ脱硫系统进行模拟计算并对系统进行优化，物性方法采用ＥＬＥＣＴ—ＮＲＴＬ模型。
对气液比、吸收温度、压力等影响脱硫效果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同时对胺液中烃类物质含量、胺液浓度等影响
因素进行了条件考察和结果分析，并提出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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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厂气中往往含有酸性气体杂质，这些酸性气

反应历程：ＭＤＥＡ和ＨｚＳ的反应见式（１），此反应

体杂质的主要成分是Ｈ：ｓ气体和ＣＯ：气体，会造成

为瞬间可逆反应，低温（＜４５ ｏＣ）时向右进行，高

大气污染和设备的腐蚀，去除其中的酸性气体一直

温（＞１０５ ｃＣ）时向左进行。为气膜扩散控制，反

是技术人员关注的课题。随着原油的劣质化、重质

应速率无穷大。

化加剧，炼厂气中的Ｈ：Ｓ气体含量逐年上升，致使
炼厂（尤其是大型炼厂）胺液脱硫系统复杂化，胺
液循环量剧增，能耗和剂耗增加¨引。在石油炼化领

Ｈ２Ｓ＋Ｒ２ＮＣＨ３＝ＨＳ一＋ＲｚＮＣＨ３Ｈ＋

（１）

而ＣＯ：和Ｒ２ＮＣＨ，不能直接发生作用，但可按下
述过程进行反应：

域，常常采用醇胺法脱硫，目前常采用的脱硫剂为

Ｃ０２＋Ｈ２０＝Ｈ＋＋ＨＣ０３＋

（２）

Ｎ一甲基二乙醇胺（ＭＤＥＡ），其具有绿色，可再生，

Ｈ＋＋Ｒ２ＮＣＨ３＝Ｒ２ＮＣＨ３Ｈ＋

（３）

清洁等特点，并可以在酸性气体中选择性脱除硫化

Ｃ０２＋Ｈ２０＋Ｒ２ＮＣＨ３＝Ｒ２ＮＣＨ３Ｈ＋＋ＨＣ０３＋（４）

氢。采用ＭＤＥＡ作为脱硫溶剂并进行工业化探索始

式（２）中ＣＯ：的水合反应受液膜控制，为可逆

于上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美国福陆公司¨。，国内对炼

反应，反应较慢。式（３）中的反应为质子反应。反
应可以归纳为式（４），因此式（２）中ＣＯ：的水合反

厂气进行选择性脱硫的技术也在７０—８０年代开始发
展¨１。目前这一技术已经在炼油化工行业取得主导
地位，获得极大的发展。本文针对国内某大型炼厂
存在的问题，采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流程模拟软件对该
炼厂胺液脱硫系统进行模拟计算，找到制约系统的
影响因素，并提出优化解决方案。

１数学计算模型
１．１

反应原理

ＭＤＥＡ化学吸收剂对Ｈ：Ｓ、ＣＯ：的吸收有不同的

应为控制步骤，ＣＯ：与ＭＤＥＡ的反应要比ＨｚＳ与
ＭＤＥＡ的反应慢，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能达到选择
性吸收的目的∞’６。。
１。２传质模型
从反应原理可以看出，ＭＤＥＡ溶液脱硫过程包
含了气液两相传质过程和化学反应过程。因此，脱
硫过程中必然涉及气液平衡问题和反应动力学问
题。目前，大量科研工作者对同时吸收Ｈｚｓ和ＣＯ：
的醇胺溶液吸收传质动力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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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脱硫系统模拟

究。目前建立的热力学传质模型主要有三类＂１：半
经验模型、ＥＯＳ状态方程模型和活度系数模型。半

工艺流程

２．１

经验模型主要是利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乌拉尔定

典型醇胺脱硫系统工艺流程见图１。酸性气首

律和亨利定律，优点是简单，可以粗略进行定量估

先进入气液分离罐，去除气相中携带的水分，脱水

算，但是精度低，在真实体系中应用较差。ＥＯＳ状

后气体进入脱硫塔，即吸收塔，气相和液相在塔内

态方程模型中常见的方法有ＰＲ状态方程理论、ＳＲＫ
状态方程理论和ＰＣ—ＳＡＦＴ统计缔合流体理论¨１等，

逆流气液接触。脱硫后净化气体从塔顶离开。脱硫
富液和再生液进行换热后进入再生塔，换热后温度

这类模型不需要借助大量的实验数据，还能模拟出

为８５～９５℃。再生塔顶酸性气气液分离后作为后续

接近临界区域的气液平衡数据。活度系数模型包括
ＵＮＩＱＵＡ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Ｑｕａｓ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模型，

克劳斯装置原料回收硫磺。

ＵＮＩＦＡ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Ｑｕａｓ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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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模型、Ｗｉｌｓｏｎ模型和ＮＲＴＬ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 ｔｗｏ—ｌｉｑｕｉｄ）模型等旧。。这类模型的应

用范围非常广，并且具有很好的精度。Ｃｈｅｎ等¨０’…，
在ＮＲＴＬ的基础上考虑了电解质的水合作用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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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ｏ—ｌｉｑｕｉｄ）模型，更准确预测非理想状
态下电解质水溶液体系¨２。。根据以往研究。１３－１６］，在
ｎｏｎｒａｎｄｏｍ

胺液电解质体系中，采用ＥＬＥＣＴ—ＮＲＴＬ模型可以较

好地计算酸｜生气的脱硫脱碳过程。因此，本文采用
ＥＬＥＣＴ—ＮＲＴＬ传质模型计算炼厂气脱硫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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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该厂酸｜生气来源有：加氢低分气、催化干气、
加氢循环氢等。脱硫系统建模如图２和表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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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某炼厂ＭＤＥＡ脱硫系统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建模示意图
ＭＤＥＡ 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ｉｇ．２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ａｒｔ ｏｆ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ｏｄｅｌ

ａ

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ＭＤＥＡ脱硫系统设备与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建模示意图对应关系
ＭＤＥＡ 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ｓｐｅｎ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２．２操作条件

表２中列出了实际运行的控制参数和模拟需要
控制指标的参数范围。
２．３炼厂气组成分析
表３中列出了炼厂气的组成情况，催化干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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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硫化氢气体含量较大，约占２０％左右。
表２循环氢、低分气及干气脱硫主要操作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ｏｍｅ 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表３炼厂气组分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ｇａｓ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高吸收剂温度还是入口气体温度，都直接影响尾气
中硫化氢含量，吸收剂温度变化对吸收效果的影响
更为显著。分析原因是由于脱硫系统中气液比较小
（气液比＜０．１），因此温度主体为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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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结果分析

ＭＤＥＡ温度，℃

图４吸收剂温度对硫化氢吸收效果的影响

３．１脱硫效果影响因素
３．１．１气液比对脱硫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ｂｓｏｒｂ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以干气脱硫为例，气液比指塔底脱硫前干气气
体流量和入口吸收剂ＭＤＥＡ流量之比，控制吸收剂
温度为４５—５０℃，操作压力为８００—９００ ｋＰａ（Ｇ），通
过控制干气气体流量或者吸收剂流量不变，改变对
应的吸收剂流量或干气气体流量来改变气液比，考
察不同气液比下ＭＤＥＡ对硫化氢的吸收效果。

人口气体温度／℃

图５炼厂干气温度对硫化氢吸收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ｆｍｅｒｙ ｄｒｙ ｇａ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３．１．３压力对脱硫效果的影响

一． §．∞ｇ一、捌啦骊芒器

控制气体流量和吸收剂流量不变，控制吸收剂
气液比

图３气液比对干气脱硫效果影响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 ｌｉｑｕｉｄ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ｄｒｙ ｇａｓ ｄｅｓｕｌｆｕ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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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为４５—５０℃，气液比Ｏ．０９～０．１，改变吸收塔的
操作压力，考察不同操作压力下硫化氢的吸收效
果。图６中可以看出，增大操作压力有利用提高硫

分气和循环氢则分别为６％和２．５％。气相中硫化氢
含量约高对ＭＤＥＡ浓度的敏感性越强。
●

表５胺液浓度和吸收剂用量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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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操作压力对硫化氢吸收效果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

３．４富液进再生塔温度的影响
现有脱硫系统中，富液和再生后贫液进行进出

３．２压力对富液中轻烃含量的影响
对于现有炼厂胺液脱硫系统而言，轻烃含量增

料换热，富液换热终温为８４℃，此时胺液再生塔

加会导致液相的粘度发生变化。胺液是极易发泡的

塔底热负荷为１４．３５１ ＭＷ。富液换热终温和再生塔

体系，烃类物质增多则使胺液更易发泡。因此下面

热负荷之间关系如表６所示。

以干气脱硫为例讨论了压力对富胺液中烃类物质

表６换热终温和再生塔热负荷之间关系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ｍｉｎ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ｅｒ ｈｅａｔ ｄｕｔｙ

的影响（表４）。

Ｔａｂｌｅ 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表４压力对干气富胺液中烃类物质的影响

富液换热终温，℃

再生塔热负荷／ＭＷ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ｄｒｙ ｇａｓ ｒｉｃｈ ａｍｉｎｅ

８０

１５．７５３

８４

１４＿３５ｌ

８８

１２．８７

９２

１１．９５

通过对该厂贫富液换热器考察发现，现有换热
器并不存在腐蚀、泄漏、污垢等影响换热效果的因
素。对现有贫富液流量进行换热器核算后发现，现
从表４中可以看出，在同一个脱硫吸收再生循

有胺液浓度为２６．７％，贫富液流量为２２０ ｔ／ｈ左右，

环系统中，在不同吸收塔压力条件下，液相中烃类

理论上需要换热面积为９８．４ ｍ２，实际换热器的换热

物质浓度随压力升高逐渐增多。由于在ＡＳＰＥＮ流

面积为９２．３ ｍ２。因此，该厂贫富液换热器存在换热

程模拟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是亨利定律进行溶解计

面积较小导致富液换热终温较低，进而导致再生塔

算，液相体系近似为理想状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能耗较高的情况。

富胺液中的轻烃含量比计算结果显示的数据要大，
因此需要严格控制胺液系统的操作压力，防止烃类
物质在胺液中的过度累积，进而导致胺液系统发泡

４脱硫系统优化措施
通过对该炼厂脱硫系统的模拟计算，经过分析

现象产生。

认为该厂脱硫系统存在两个问题：（１）胺液浓度较

３．３胺液浓度和循环量之间关系

低（现有胺液浓度约为２５％。２７％），致使胺液循环

对该炼厂脱硫系统胺液浓度进行了计算，不同

量较大，再生塔能耗增加，贫富液换热器换热负荷

胺液浓度所需要的吸收剂流量不同。从表５可以看

不够，富液出口温度低（约８４℃）。（２）富液带烃

出，胺液浓度越大，各个吸收塔所需要的贫胺液量

较多，且富液闪蒸罐位置实际不合理，致使闪蒸汽

越小，即胺液循环量降低。但各个脱硫吸收塔吸收

中烃类物质夹带部分硫化氢气体，影响后续处理装

剂降低幅度不一，对于气脱硫系统而言，胺液浓度

置。针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措施：一是在循

从２０％增加到４０％，吸收剂用量减少约１７．５ ｔ／｝ｌ，而

环氢脱硫塔后新增一个富液闪蒸罐，控制闪蒸罐的
温度和压力，将富液中所夹带的轻烃以及部分硫化

循环氢脱硫则减少７．５ ｔ／Ｉｌ，低分气脱硫减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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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相对较近，可以将循环氢后富液闪蒸气送人干
气脱硫塔，轻烃随干气进入后续动力系统作为燃料
气。经过实践验证，新增一台闪蒸罐后，富液中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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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物质急剧减少，避免后续混合闪蒸气需要增加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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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吸收温度在胺液脱硫过程中对吸收效果具有较
大的影响；吸收压力对脱硫过程影响较大，压力越
高脱硫吸收效果越好；但压力越高胺液中的轻烃含
量也越高，导致胺液发泡可能性增大。胺液浓度决
定了脱硫系统的循环胺液流量以及整个脱硫系统
的能耗。对于大型脱硫系统，胺液浓度大于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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