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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丛书前言

中国石化炼油销售有限公司是中国石化下属子公司,负责中国石化所属生

产企业液化石油气、石油蜡、沥青、石油焦、硫磺等炼油特殊产品的经营服务,专

注国内外两个市场及其用户,负责产品开发及其销售,承担产品售前售中和售

后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本公司已成为一家集产品开发、运输、销售、服务为

一体的专业化销售公司。

为使广大用户更深入地了解液化石油气、石油蜡、沥青、石油焦、硫磺的关

键指标、应用领域等信息性能,我们成立了专门的编委会。在广泛调研,收集相

关资料,征询用户对产品标准、性能指标、表征分析及用途等技术信息的需求和

意见的基础上,我们组织编写液化石油气、石油蜡、沥青、石油焦、硫磺产品及其

评价手册和沥青路面养维护技术手册,以满足各产品相关应用行业及从业人员

更便捷和系统地掌握产品相关技术信息的要求。

鉴于液化石油气、石油蜡、沥青、石油焦、硫磺产品其组成、性能、指标的差

异性,用途广泛,所涉及应用领域及行业面众多,为便于各行业相关从业人员更

有针对性地学习、参考,编委会对《炼油特殊产品及其评价手册丛书》进行分类

编著,包括《液化石油气产品及其评价手册》《石油蜡产品及其评价手册》《沥青

产品及其评价手册》《石油焦产品及其评价手册》《硫磺产品及其评价手册》和

《沥青路面养维护技术手册》。其中,前面5本分别介绍了五种产品的生产工艺

和产品质量标准,详细阐述了指标和技术要求、性能表征及检测方法,研讨了产

品应用领域及安全技术说明等内容;最后一本,介绍了沥青路面结构及混合料

设计、沥青混合料的组成及其材料,详细阐述了沥青路面病害及其评定、沥青路

面维护和施工规范,研讨了沥青路面生命周期成本及养维护方法的选择等

内容。

编委会分别组织多年从事科研、生产、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员编写,由石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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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领域专家担任技术顾问,多次对丛书进行专业讨论和审查,最后完成上述六

本分册的编写工作。我们期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使读者了解炼油特殊产品

的基本概念和生产加工工艺,掌握各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标准,了解产品性质

与应用的关联性、产品性能表征方法和分析仪器设备、产品安全技术,也希望为

用户正确选择使用原料和品种提供帮助。

编委会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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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前  言

沥青是石油炼制过程中的产品之一,具有良好的黏结性、防水性、绝缘性和

化学稳定性等多种工程应用材料特性,广泛应用于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养

护、建筑、水利工程、防水防腐等多个领域。

长期以来,中国石化作为国内主要的沥青供应生产企业,针对国内外原油

特性,积极开展沥青的研发、生产、应用技术研究及其差异化市场开发,开拓新

的应用领域,沥青产品生产及其应用技术不断进步。2004年9月,中国石化按

“统一产品品牌、统一对外合作、统一市场销售、统一对外投标、统一售后服务、

统一开拓市场”要求,对沥青产品实施专业化营销和服务,依托资源、技术、人

才、规模、品牌优势,建立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质量保障体系,形成减压深

拔、溶剂脱沥青及调和的沥青生产技术,加工能力达到千万吨/年以上,提供的

各类沥青产品,满足交通和建筑等领域的需求,特别为我国高速公路、铁路、机

场、跨海大桥等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提供大量优质沥青产品和服务。以近年来

沥青生产和应用技术为基础,中国石化组织《沥青产品及其评价手册》的编写工

作,旨在进一步提高沥青产品生产经营的技术服务能力,提升中国石化沥青产

品的行业影响力,实现销售产品向销售服务、提供解决方案转变。

全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沥青产品的种类及生产工艺;第二章介绍

了国内外沥青产品的质量标准,对沥青主要的质量指标进行解析,从产品标准

和质量指标的角度让读者了解各类产品特点,加深辨别和理解;第三章介绍了

沥青产品指标、性能分级及表征方法,从专业的角度阐述产品标准中各项性能

指标的含义及试验检测方法原理;第四章阐述了沥青应用,分析了沥青主要性

能指标的影响因素,介绍了沥青主要应用领域的产品特点、技术要求及不同产

品在不同典型工程的应用案例;第五章汇编了国内沥青产品及其混合料的质量

标准和性能指标检测方法、沥青产品安全技术参数,便于读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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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编者基于多年从事沥青产品研发、生产及质量管理、应用技术服务、工

程实践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积累,以通俗明了,浅显易懂的语言对沥青生产、质

量和应用方面的内容进行介绍。本书面向应用、内容丰富,比较适合沥青研发、

市场销售和产品应用的读者,也适用于沥青生产加工、施工人员技术培训和

辅导。

在编委会的全程指导下本书得以出版,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石化抚顺石

油化工研究院、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专家的大力指导和帮助,

此外本书参阅引用了许多书籍、文章、专利等资料,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由韩青英、裴玉同任主编,黄婉利、罗望群任副主编,并由杨闯、柴志

杰、张敬义、高冰梅、梁亚军等共同编写并审校完成。由于编者水平的限制,书

中难免会存在不足和缺漏之处,希望能得到同行专家及广大读者的帮助和赐

教,编者对此非常感谢。

编 者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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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IRSTCHAPTER

第一章

石油沥青产品概述

石油沥青的品种多,应用广。根据沥青产品的生产和性能特点,将其分为石油

沥青、改性沥青、乳化沥青、特种类型沥青四大类产品。对中国石化上述四大类产

品从原油、生产工艺及沥青产品质量等方面进行阐述。

1.1 石油沥青 

石油沥青是通过原油加工所得的产品,在常温下是黑色或黑褐色的黏稠液体、

半固体或固体,主要含有可溶于三氯乙烯的烃类及非烃类衍生物,其性质和组成随

原油来源和生产工艺的不同而变化。

1.1.1 原油与沥青

不同性质的原油,对由其生产的沥青产品质量有直接的影响。环烷基原油是

生产高品质沥青最好的原料;中间基原油通过筛选也可以生产高品质沥青;石蜡基

原油生产高品质沥青的难度非常大。从沥青质量指标分析,石蜡基原油生产高品

质石油沥青最关键的制约因素是沥青的蜡含量。沥青的蜡含量偏高,对沥青的软

化点、沥青延度和沥青的高温性能等质量指标均有负面影响。

中国石化大部分沥青生产企业加工的是中东原油,如科威特原油、沙特原油、

伊朗原油、伊拉克原油、阿曼原油等。这些原油均属于中间基原油,适合生产高品

质石油沥青。

1.1.2 沥青生产工艺

石油沥青的生产工艺主要有减压蒸馏工艺、溶剂脱沥青工艺、沥青调和工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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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工艺四种工艺,现简要介绍如下。

1.减压蒸馏工艺

原油蒸馏技术是利用原油中各馏分挥发度不同而进行的物理分离过程。原油

在初馏塔、常压塔和减压塔中分别分离不同的石油产品,如常压塔分离出汽油、煤

油、柴油等轻质馏分,常压塔塔底的常压渣油经加热炉加热进入减压塔蒸馏,侧线

得到相对较重的减压馏分,减压塔塔底的减压渣油若符合道路沥青质量标准则为

沥青产品,称为直馏沥青。目前国内最常用的直馏沥青技术是减压深拔工艺,如图

1 1所示,原油通过常压蒸馏后的常压渣油,进入加热炉加热,其温度通常控制在

380~395℃,减压塔内真空度通常控制在97~100kPa,在原油合适的情况下就可

以得到直馏的重交通道路沥青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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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1 减压深拔工艺原则流程

利用蒸馏工艺生产石油沥青,其流程较短、经济性好、产品质量相对稳定,但对

原油性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选环烷基原油。

中国石化是国内石油炼制规模最大、炼制企业最多的特大型央企,目前生产沥

青的企业有16家,其中通过减压深拔技术直接生产沥青的企业已达到9家。中国

石化积极开发和利用新技术,单套常减压装置的原油处理能力可达1000万吨/

年。采用减压深拔技术,可得到符合交通部《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要求的90号A级沥青、70号A级沥青、50号A级沥青等高品质石油

沥青产品。

2.溶剂脱沥青工艺

溶剂脱沥青工艺是利用溶剂(如丙烷、丁烷等)对渣油中各组分溶解能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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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从渣油中分离出富含饱和烃和芳香烃的脱沥青油,同时得到含胶质和沥青品质

很高的脱油沥青。

丙烷脱沥青装置主要是为生产润滑产品设计的,丙烷脱油沥青产品具有软化

点较低、蜡含量相对偏高等特点。丁烷脱沥青装置主要用来改善原油二次加工装

置(如催化裂化和加氢裂化等)原料的性质而设计的,丁烷脱油沥青产品具有软化

点高、针入度低、延度低等特点。

无论是丙烷脱沥青还是丁烷脱沥青,所得到的脱油沥青产品一般不符合道路

沥青的标准要求(特别是丁烷脱沥青),通常炼油厂所得脱油沥青有的全部作为焦

化装置原料,有的一部分作为焦化装置的原料,另一部分作为沥青调和硬组分,还

有的全部作为沥青调和硬组分。

中国石化目前有11套溶剂脱沥青装置,其中有5套丁烷脱沥青装置和6套丙

烷脱沥青装置。除一套丙烷脱沥青装置外,其余10套全部生产脱油沥青。丁烷脱

沥青装置流程图如图1 2所示。

�&%���

�
�
�

9!
!�

9!

6!L!

6!L!,
�*�.

6!L!
!�

!L

#��(

#��4

��!
�Q#���#!

6B�#����

�&%

 图1 2 Demex丁烷脱沥青流程

中国石化5套丁烷脱沥青装置均为Demex脱沥青装置。该工艺流程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抽提设备的数量和操作复杂性,操作费用比普通的方法低。

减压渣油与来自超临界分离塔和溶剂储罐的两部分的溶剂混合后进入抽提

器,脱油沥青溶液在抽提器底部抽出,通过加热炉加热后进入汽提塔,塔底得到脱

油沥青。

抽提器顶的馏出物换热升温后进入卧式抽提器,脱沥青油溶液从卧式抽提器

顶部流出,经换热加热炉升温,使脱沥青油溶液的温度高于溶剂的临界温度,从而

达到脱沥青油与大部分溶剂分离,分离了溶剂的脱沥青油经汽提塔以除去剩下的



4    沥青产品 及其评价手册

少量溶剂,塔底得到脱沥青油。

脱油沥青通过沥青调和得到沥青产品,质量提高,可得到高品质的石油沥青

(如重交通道路沥青、A级道路沥青等)。随着市场对低针入度沥青的需求增长及

对低标号沥青产品标准的进一步完善,脱油沥青生产各种低标号硬质沥青产品的

优势越来越明显。

3.沥青调和工艺

沥青调和工艺是将调和软组分和调和硬组分按照一定比例在一定温度下搅拌

混合均匀而制得沥青产品的技术工艺。调和沥青软、硬组分选择必须有互补性,调

和比例要通过试验来确定。

调和沥青的软组分可以是高针入度沥青、糠醛精制的抽出油、拔头的催化油浆、

煤焦油等。调和沥青的硬组分可以是低针入度的沥青、脱油沥青、颗粒状沥青、建筑

沥青、煤沥青等。调和软、硬组分的选择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两种沥青组分的选择,

质量指标上要求不仅有互补性,而且要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具备调和设施等。通过沥

青调和技术可得到高品质的道路石油沥青。沥青调和原则流程如图1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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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3 沥青调和原则流程

沥青调和工艺大大降低了沥青生产对原油的依赖性,随着生产沥青的原油短

缺,对沥青产品质量要求提高,该技术终将凭其适应性、灵活性,成为生产沥青的最

主要工艺。

中国石化部分沥青企业利用沥青调和技术进行沥青生产,沿海的沥青企业把

沥青调和工艺作为减压深拔工艺的有效补充。目前中国石化通过沥青调和工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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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各种高品质的沥青产品。

4.氧化工艺

氧化工艺是将软化点低、针入度高及温度敏感性高的减压渣油、溶剂脱沥青、

针入度不合适的沥青等在一定高温下吹入空气,使其组成发生氧化反应,氧化后的

沥青产品软化点升高、针入度降低、沥青产品温度敏感性降低,以达到沥青规范指

标和使用性能要求,采用此工艺所得产品称为氧化沥青。由于沥青氧化会产生苯

并芘等毒性非常大的物质,对操作人员和周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不符合我国环保

要求,因此氧化沥青生产能力快速下降。

中国石化16家沥青生产企业,积极响应国家环保政策,先后关停了所有氧化

沥青装置,目前已不进行氧化沥青的生产了。

1.1.3 沥青产品质量

目前中国石化主要以中东原油为原料,通过减压深拔工艺、溶剂脱沥青工艺和

沥青调和工艺等生产出符合交通部《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

2004)要求的各种牌号的A级沥青产品,如110号A级沥青、90号A级沥青、70号

A级沥青、50号A级沥青等高品质沥青。生产符合国标《重交通道路石油沥青》

(GB/T15180—2010)要求的各种牌号的重交通沥青产品,如AH 110重交通沥

青、AH 90重交通沥青、AH 70重交通沥青等。

1.2 改性沥青 

改性沥青是指在普通石油沥青中掺加橡胶、树脂、高分子聚合物、磨细的橡胶

粉或其他填料等外掺剂(改性剂),或采取对石油沥青轻度氧化加工等措施,从而使

沥青性能得以改善。改性沥青的机理有两种:一是使改性剂均匀分布于沥青中形

成一定的空间网络结构;二是改变沥青的化学组成。其中加入改性剂是最常用的。

目前制备改性沥青的主要方法可分为现场拌和法及预混合法。现场拌和法即

采用胶体磨或高剪切机等专用设备在铺路现场制备改性沥青。预混合法可分为直

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是将聚合物加入熔融的沥青中,用强力搅拌器拌制成均匀的

改性沥青产品;间接法是先将聚合物制成母液或母粒,然后再与基质沥青调和成改

性沥青产品。

图1 4为直接混溶法聚合物改性沥青生产原则流程图。原料沥青加热至

150~160℃,通过计量进入混合罐,聚合物通过计量提升进入混合罐,混合罐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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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175~185℃,使聚合物进行溶胀,再加入一定量的稳定剂和芳烃油,搅拌均匀,

进入高剪切混炼器(或胶体磨),之后改性沥青进入高温储存罐发育储存,检测分析

合格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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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4 直接混溶法聚合物改性沥青生产原则流程

根据用于改性的聚合物种类的不同,将改性剂分为以下三类。

(1)橡胶改性剂:橡胶是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具有高弹性及伸缩性的高分子材

料,包括天然橡胶和合成橡胶。其代表品种有丁苯橡胶(SBR)、氯丁橡胶(CR)、乙丙

橡胶(EPDM)、废橡胶粉等。橡胶作为沥青改性剂一般能赋予沥青良好的低温性能。

(2)热塑性树脂改性剂:可以反复受热软化(或熔化)和冷却凝固的树脂,一般为

线形高分子聚合物。其代表品种有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物(EVA)、聚乙烯(PE)、无规

聚丙烯(APP)等。热塑性树脂作为沥青改性剂一般能赋予沥青良好的高温性能。

(3)热塑性弹性体改性剂:热塑性弹性体又称为热塑性橡胶,兼具橡胶和热塑

性树脂的特性,在常温下显示橡胶弹性,受热时呈可塑性的高分子材料。该改性剂

按交联性质分为化学交联型和物理交联型,也可按结构特点分为嵌段共聚物和接

枝共聚物等。其代表品种有苯乙烯 丁二烯 苯乙烯嵌段共聚物(SBS)、苯乙烯 异

戊二烯 苯乙烯嵌段共聚物(SIS)等。热塑性弹性体一般能赋予沥青良好的高温和

低温性能。

目前,我国聚合物改性沥青质量通常采用交通部《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F40—2004)规范要求,其改性沥青产品也分为以下三类。

(1)Ⅰ类为SBS类热塑性橡胶类聚合物改性沥青。其中Ⅰ-A型及Ⅰ-B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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