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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原油适应性改造项目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原油适应性改造项目实施后常减压

装置设计加工能力不变，均为 800 万吨/年，1#催化裂化装置扩能至 180 万吨/年，

2#催化裂化装置扩能至 165 万吨/年。均与环评一致。 

根据环办环评[2015]52 号中的《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试行）》：“一次炼油加工能力增大 30%及以上，催化裂化生产装置或其规模

增大 50%及以上；生产装置工艺调整或原辅材料、燃料调整，导致新增污染因子

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属于重大变更”，本项目实际建设阶段改造内容不属于重大

变更。所以，本项目可以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本项目实际建设阶段改造内容与原环评相比的变化情况如下： 

实际建设阶段主要改造内容与环评一致，部分有所变化。实际建设阶段经过

实地调查、设计核算等方式，少量原利旧设施改为全部更新或更换配件以保证改

造后的生产要求；另外少量设施经核算后仍可利旧，则由改造调整为利旧以降低

项目投资。改造后总体产能和生产工艺与环评一致。 

具体变化情况见下表。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号 项目组成 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1 常减压装置    

1.1 电脱盐部分 利用现有 与环评一致 / 

1.2 
常压蒸馏 

部分 

①常压塔更换塔盘，顶部

五层塔盘采用 S22053 复

合板，6～40 层采用

S11306 复合板，41～56 层

采用 S30403 复合板。 

②常压汽提塔更换壳体材

质，上一段壳体材质采用

与环评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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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组成 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Q345R，下两段壳体材质

升级为 Q345R+S11306。 

1.3 
减压蒸馏 

部分 
利用现有 

减压塔所有内构件更

新，较环评优化。 

设计要求，以提高分离

效果。 

1.4 换热部分 

更换原油-初顶油气换热

器（E1001A-D）、原油-

减渣Ⅲ换热器（E1019A，

B）、原油-常二中Ⅰ换热器

（E1024A，B）。 

更换原油-常二中Ⅰ换热

器（E1024A，B），更

换原油-减渣Ⅲ换热器

（E1019A，B）， 

与环评比少更换一组

换热器。可满足生产要

求。 

实际建设阶段调查，原

油-初顶油气换热器

（E1001A-D）仍能满

足生产要求，未更换，

降低项目投资。 

1.5 加热部分 
升级减压炉辐射室出口炉

管材质 

①减压炉辐射室出口

炉管材质未升级； 

②原有的常压炉、减压

炉共 36 台燃烧器更换

成低 NOx 燃气燃烧器。 

可满足生产要求。 

实际建设阶段调查，减

压炉辐射室出口炉管

仍能满足生产要求，未

更换，降低项目投资。 

另外根据现行环保要

求对加热炉进行低氮

改造，降低环境影响。 

1.6 
辅助设施 

部分 

①对常四线油泵、常压渣

油泵、减二线及减二中油

泵、减三线及减三中油泵、

减四线油泵、初常顶注水

泵、减顶污水泵进行改造，

更换泵轴和叶轮。 

②更换升级部分工艺管道

和仪表。 

与环评一致 / 

2 
1#催化裂化 

装置 
   

2.1 
反应再生 

部分 
进行 MIP 工艺技术改造 与环评一致 / 

2.2 
分馏及吸收

稳定部分 

①在油浆泵、回炼油泵等

机泵入口阀与容器（或塔）

之间新增紧急隔离阀； 

②更换塔盘，部分机泵、

冷换、仪表、调节阀及管

道； 

③余热锅炉原蒸发段改为

过热器，用于加热中压饱

和蒸汽，同时新增一级低

温省煤器。 

吸收塔与稳定塔整体

更换，其余与环评一

致。较环评优化。 

经设计核算，吸收塔与

稳定塔仅更换塔盘不

能满足生产要求，对吸

收塔与稳定塔整体更

换。 

2.3 再生部分 

改造为采用富氧再生方

案。 

①更新再生器一、二级旋

与环评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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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组成 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风分离器； 

②更换主风分布管、外提

升管反应器，增加二反，

并更换进料喷嘴； 

③更换汽提段、沉降器旋

风分离器、再生斜管及再

生滑阀，增加待生分配器。 

2.4 
气压机组 

部分 
更换 与环评一致 / 

2.5 
主风机组 

部分 

将原有3#主风机组的烟气

轮机拆除，原有3#主风机

作为备机使用。新建主风

机三级组。更换三旋、四

旋、临界流速喷嘴。 

未更换三旋、四旋、临

界流速喷嘴。其余与环

评一致。可满足生产要

求。 

实际建设阶段调查，三

旋、四旋、临界流速喷

嘴仍能满足生产要求，

未更换，降低项目投

资。 

2.6 
产汽系统 

部分 

恢复原有全部内取热，新

增1台外取热器而停用现

有外取热器。 

与环评一致 / 

2.7 
气体脱硫 

部分 

增加液化气进料泵1台，增

加液化气脱硫抽提塔1台。 

a）液态烃脱硫部分 

更换液态烃脱硫塔内

件；新增或改造部分管

道、阀门、仪表。 

b）干气脱硫部分 

更换催化干气脱硫塔

内件；更换催化净化干

气旋风分离器，更名为

胺液回收器 I；新增或

改造部分管道、阀门、

仪表。 

c）加氢气体脱硫部分 

更换加氢净化气体旋

风分离器，更名为胺液

回收器 II；新增或改造

部分管道、阀门、仪表。 

与环评不一致。可满足

生产要求。 

经设计核算，液态烃脱

硫部分、干气脱硫部分

及加氢气体脱硫部分

通过部分改造即可满

足生产要求，因此未增

加液化气脱硫抽提塔

及液化气进料泵，降低

项目投资。 

2.8 
烟气脱硫脱

硝部分 

①脱硝单元增加一套

50kg/h臭氧发生系统；②

脱硫单元增加一层喷淋系

统；③新增1台浆液循环

泵，更换滤清模块及喷淋

组件；更换两台碱液泵及

计量控制系统。 

①未增加臭氧发生系

统，添加使用脱硝助

剂； 

②浆液循环泵未新增，

更换电机以满足使用

要求； 

③急冷吸收塔塔底抽

出口由 DN600 扩径至

经实际调查，通过添加

使用脱硝助剂可有效

降低烟气中 NOx 排放

量，因此实际建设阶段

为了满足烟气处理量

增大的要求，通过添加

使用脱硝助剂、增大脱

硫单元喷淋系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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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组成 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DN750，澄清池整体更

新，以满足烟气处理量

增大要求；新增或更换

部分管道、阀门、仪表。 

其余与环评一致。可满

足烟气处理要求。 

脱硫循环水用量，澄清

池容积增大等配套设

施改造等方式来对改

造后的烟气进行处理，

根据监测结果，经处理

后烟气可满足环评及

排放标准要求，污染物

排放量与原环评相比

环境影响未增加。 

2.9 制氧站 
新增2套5000Nm3/h VPSA

真空变压吸附制氧装置。 
与环评一致 / 

3 
2#催化裂化 

装置 
   

3.1 
反应再生 

部分 

利用FDFCC装置灵活多效

的特点，在不影响催化裂

化装置新鲜原料油裂化的

情况下，将加氢柴油引入

FDFCC副提升管反应器进

行裂化反应，将加氢柴油

部分转化为高辛烷值汽

油，优化产品结构。 

与环评一致 / 

3.2 
分馏及吸收

稳定部分 

①在油浆泵等机泵入口阀

与容器（或塔）之间新增

紧急隔离阀； 

②副分馏塔塔盘堵孔处

理； 

③分馏塔底部油浆洗涤段

格栅改造为人字挡板； 

④稳定塔顶湿空冷更换。 

解析塔增加中间重沸

器，其余与环评一致。 

经设计核算，解析塔不

能满足生产要求，因此

对解析塔采取增加中

间重沸器的改造。 

3.3 再生部分 

仍采用单段逆流完全再

生。 

①更换副提升管； 

②副提升管出口粗旋风分

离器和副单级旋风分器封

堵1组； 

③恢复副提升管再生催化

剂淹流斗和待生催化分配

器； 

④改造主风分布管； 

⑤优化改进外取热器，增

设脱气线；恢复所有内取

热器，提高取热能力。 

②副提升管出口粗旋

风分离器和副单级旋

风分器整体设计并更

新为2组； 

⑤外取热器未增设脱

气线。 

其余与环评一致。可满

足生产要求。 

经设计核算，副提升管

出口粗旋风分离器和

副单级旋风分器仅封

堵1组不能满足生产要

求，因此进行整体设计

并更新为2组；另外外

取热器不增设脱气线

仍可满足生产要求，未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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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组成 主要工程内容 实际建设 变动环境影响分析 

3.4 
气压机组 

部分 
利用现有 

更新为新机组，较环评

优化。 

实际建设阶段调查，气

压机组部分不能满足

生产要求，因此全部更

新为新机组。 

3.5 
主风机组 

部分 

利用现有，不足部分采用

工厂风。 
与环评一致 / 

3.6 
产汽系统 

部分 
恢复原有全部内取热。 与环评一致 / 

3.7 
气体脱硫 

部分 
更换干气脱硫抽提塔1台。 

干气脱硫塔塔内件更

换。 

经设计核算，干气脱硫

塔通过更换塔内件即

可满足生产要求，因此

未更换干气脱硫抽提

塔，降低项目投资。 

3.8 
烟气脱硫脱

硝部分 
利用现有 与环评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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