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准技术白皮书

技术信息

作者：空气化工产品公司 WIN HOGLEN 高准公司 JULIE VALENTINE

WWW.micromotion.com

科里奥利仪表提高制氢工艺效率
引言

背景

成本效率高的制氢已成为炼油行业关注的重点。对加深氢化
处理和加工更重以及更高的硫原油板岩的需要，推动了对可
靠的制氢和蒸汽可用性的需求。

甲烷蒸汽重整 (SMR) 技术是高纯度制氢的初步过程。该过
程包括引导预先加热的天然气（或另一种碳氢化合物流，如
炼厂干气）和蒸汽通过催化剂，生成主要成分为氢和一氧化
碳、浓度为 75-80% 的氢流，然后用一个 MEA 涤气器或
PSA 装置净化流出物，产生浓度 99% 以上的氢。参见图
1。

制氢工艺中对蒸汽和碳的摩尔比 (S/C) 的精确控制可对设
备的效率产生重大影响。使 S/C 比接近目标值，并使设备
始终运行，可以大幅降低操作成本，其潜在的回收期小于一
周。用高准替换现有的碳氢化合物测量技术可能带来以下结
果：
·减少对新装置的资本投入

SMR 中发生了两个反映：
• 首先，烃原料转变为氧化碳和氢的重整反应
CnHm + nH2O + heat ——> n CO + (n/2 +n) H2

·减少维护成本

• 第二，发生转换反应，将重整反应中生成的一氧化碳转变
为二氧化碳和额外的氢

·减少能源成本

CO + H2O ——> CO2 + H2 + heat

·增强安全
·提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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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MR 而言，S/C 比是最重要的过程评估领域之一。
最小的 S/C 取决于反馈的情况，但通常必须高于 3:1 以防
碳在催化剂上形成沉积物。为保险起见，大多数氢制造商将
S/C 控制在 3.2:1 与 3.7:1 之间。原料成分的所有变化都
要求蒸汽量有相应的变化，这就是困难所在。
在大多数 SMR 装置中，使用差压测量器控制 S/C 比，校
正温度和压力，加上一台分析器（通常是一个气体色谱仪或
一个质量分光计）计算分子量 (MW) 并决定进料流的碳含
量。这种方法非常昂贵，不仅体现在在仪表和分析器的的初
始资本成本上，也体现在分析装置的操作和维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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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奥利技术的精度
该领域中的新技术是高准的科里奥利质量流量仪表，该项技
术已获得在此应用中的专利，美国专利号为：US 6,758,101
B2，标题“碳氢化合物蒸汽重整中对蒸汽和碳的摩尔比的控
制”
。

这项技术还有其他的缺点：

科里奥利仪表直接测量质量：其测量结果不受密度或成分变
化影响，并且标定在整个过程流体中保持一致 — 液体或气
体。高准 ELITE 科里奥利仪表在气体应用中额定流量精度
为 0.35%。因为通常烃串是每 2 个氢、1 个碳一起变化，
所以 ELITE 仪表的质量测量可以为任何烃流非常精确地估
算碳量。

·因为差压仪表的标定高度取决于流体属性，所以进料流的
成分变化是主要的误差来源。

ELITE 仪表的精度已在现场经过检测，在检测期间天然气流
成分变化巨大：

·如果进料流成分快速变化，则可能发生反应时间问题。

·甲烷范围：77.5% 至 89%

因此，许多操作员运行 SMR 装置时，使 S/C 比大大高于
目标值，保证补偿成分变化时的安全。

·乙烷范围：6.8% 至 15.23%

一个可替换体积流量计和分析装置的选择是使用高准科里
奥利流量计直接测量质量流量并表示相应的蒸汽比率。

孔板/差压技术的精度
孔板差压技术众所周知，通常在贸易交接应用中，如果测量
补偿温度和压力，其预期误差为 1-2%（孔板本身有起点为
0.5% 的固有误差）
。通常，如果安装孔板用于过程质量测量，
则会产生更大的误差，因为这些系统一般不会补偿温度或压
力。因为标定强烈依赖于流体属性，所以测量的流体成分发
生变化会引起进一步的误差。
如果烃流的 MW 相当稳定，则质量流量可以估算，此时需
假定 MV 或密度固定，并对孔板/差压变送器装置补偿温度
和压力。
如果烃流的 MW 不稳定，则需使用分析器决定烃流成分和
MV。在过程流体成分变化的情况下，体积仪表的最小误差
为 2%。需要的 S/C 比必须由分析器中提取的碳摩尔的权
值计算得出。质量分光计也许能够每几秒就更新一下这个
值，而气相色谱仪可要求最长每 15 分钟更新一次。

·惰性气体：
·氮气在 +/- 0.185% 范围内波动
·二氧化碳在 +/- 0.567% 范围内波动
ELITE 仪表有一个气相色谱仪，假定该色谱仪可提供最精确
的数据，因此该技术被用作两个检测技术的参照：一个带有
气相色谱仪的孔板，和一个有固定 MW 值的 ELITE 仪表。
设置气相色谱仪寻找最多的烃，从甲烷到 C6+，加上 CO2 和
N2。目的是为了将 S/C 比控制在 +/- 0.1 以内。
在两个月的检测期内：
·与参照的技术相比，MW 值固定的 ELITE 仪表的最大误
差是 0.02。
·与参照技术相比，孔板/差压系统的最大误差是 0.2 — 是
有固定 MW 值的 ELITE 仪表的 10 倍。
在这些检测中，没有尝试补偿惰性气体的变化。在生产装置
中，必须执行建议的用检测决定是否补偿惰性气体。例如，
研究中进行的计算表明，如果氮浓度变化 3%，相应的甲烷
浓度也会变化，过程的 S/C 比会变化 0.1 个点，并且可能
建议一个氮分析器。

科里奥利仪表提高制氢工艺效率
优势
加强控制 S/C 比的经济效益是巨大的，不仅体现在降低燃
料消耗上，也体现在提高输出蒸汽声誉上。降低 0.2 个点
的 S/C 比变化可以提高工厂效率，生产出多达 8 BTU/SCF
的氢。当每 MMBTU 天然气价格为 $5.50 时，一个产量为
80 MMSCFD 的氢工厂每年可实现减少成本近
$1,300,000。
用高准仪表替换传统的测量技术额外的经济效益包括了降
低新装置设计的资本成本：
·气相色谱分析仪和孔板技术：$50,000
·质量分光仪和孔板技术：$130,000
·科里奥利仪表：低于 $20,000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维护气相色谱仪和质量分光仪耗费昂贵。
另外，当分析器在维护时，装置必须以保守、低效的模式运
行。

结论
在甲烷蒸汽重整装置中加强对蒸汽和碳的摩尔比的控制，可
以导致装置效率大幅提高。科里奥利直接测量质量流量技术
运行使用者更精确地控制该比值，尤其是在烃进料流发生变
化的条件下。这大大降低了燃料成本、设备成本和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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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里奥利仪表提高制氢工艺效率
总结
科里奥利是一种“不为人知的流体分析器”。科里奥利的全
系统在线实时设计具有世界一流的性能（达 +/-0.0005
g/cc），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工艺生产率，和以多种方式降
低资金成本和操作成本，最终提高收益。根据高准的记录，
在化工和制药应用中安装科里奥利仪表后，每年节约的成本
包括从 100,000 美元至 1,000,000 美元以上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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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尽力确保内容准确，但本出版物也只作信息之用。对于此处介绍的产品或服务或其适
用性不作为公开或暗含的保证或担保。我们保留对产品设计或规格随时更改或改进的权利。如
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高准支持 PlantWeb 的现场结构，一种使用具备互通性的
开放式装置和系统建立未来过程管理方案的可升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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