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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压蒸馏装置常顶设备腐蚀泄漏分析及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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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石化公司600万t/a常压蒸馏装置2020年经历了停工检修。2021年3月发现常顶油气换热器油
气侧阀门砂眼泄漏,简要阐述了常压蒸馏装置常顶工艺流程,介绍了常顶流程设备泄漏情况,对设备泄漏
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露点腐蚀以及热交换器偏流是造成设备腐蚀的根本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
措施,改进后设备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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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of Corrosion Leakage of Normal Top Equipment in Atmospheric
Distillation Unit
Kai Wang Tiehua Lang Honglu Li
Dalian Petrochemical Company, CNPC
[Abstract] A 6 million t/a atmospheric distillation unit of a petrochemical company experienced shutdown
maintenance in 2020. In March 2021, it was found that the trachhole of the valve at the oil and gas side of the
constant top oil and gas heat exchanger was leaking. The process flow of the constant top distillation unit was
briefly described, the leakage situation of the equipment in the constant top process was introduced, and the
causes of the equipment leakage were analyzed.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dew point corrosion and heat exchanger
bias we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the corrosion of the equipment.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equipment runs smoothly after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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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也存在着原油劣质化的问题,并
且该问题的严重度日益上升,随着炼油

原油-常顶油气换热器 E102A-D 管程出口测温情况

企业加工高硫、高酸及高盐原油的比重
日益加大,加速了对蒸馏装置的腐蚀,令
装置的防护面临巨大的困难。上述问题
需要炼油企业做出必要改进。

1 常压蒸馏常顶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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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经常顶油冷却器(E120A/B)、常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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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原油换热器出口阀阀体发现砂眼泄
漏,腐蚀泄漏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
解决。

2 故障原因分析
2.1换热器偏流
常压蒸馏装置原油-常顶油气换热器
壳程原油与管程常顶油气均为一分二、二
分四的平均分布结构,但根据实际运行情
况来看,这种理想化的平均分布设计仍会
出现偏流问题。测温数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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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顶油气换热器 E102A-D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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