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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催化材料的发展与策略
李印民

（山东海化集团有限公司 石油化工分公司，山东 潍坊 262737）

摘 要 近几年，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都非常的快，现代科技越来越成熟，石油化工催化材料的发展也得到

了人们的重视。对此，在发展中应采取何种策略来加强催化材料，更好地满足石油化工所需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本文主要讲述的就是关于生物催化剂的发展和应用，同时也对相关的催化材料进行概述，并对我国的新

型催化材料提出建议，旨在能为我国化工企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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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催化技术在

现代科学技术以及工业进步的条件下得到迅猛发展。

催化剂作为我国石化工业的核心，在石油的炼制以及

原材料的生产过程中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催化剂

作为催化技术的基础材料不容忽视。正是因为催化剂

非常关键，因此现代工业催化剂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

学科，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催化剂在有关环境友好化

工技术过程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我国石油化工

企业的发展与生物催化以及新兴催化剂密不可分，是

当下研究的重点。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各个领

域都得到了提高，我国的石油化工领域更是将催化材

料应用到其中，催化材料也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催化

材料对于提高石油化工的生产效率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本文将针对茂金属、分子筛及生物催化剂现阶段

的发展及应用情况进行说明。催化技术在石油炼制、

有机化工原料生产、合成材料中的开发使用以及精细

化学品合成工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催化剂

是催化技术中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同时它起

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所以，在现阶段我国对工业催化

剂的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科学研究，在当前有

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也将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发展项

目之一。

石油化工生产的主要核心就是所用的催化材料，

即分子筛、茂金属、生物催化剂，这些材料对进一步

提高石油生产效率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现代的工业催

化剂技术已成为一门很重要的学问，熟练的将之应用

到工业生产中，不仅能提高生产效率，还能促进社会

的发展。相关企业只有注重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员

工的专业技术，未来才能在石油化工催化剂行业的发

展过程中做出贡献。

1 三类重大的催化材料

1.1 分子筛

分子筛是在 20世纪出现的一种可以代替无定型规

律的新型催化剂，它能够给汽油工业带来非常大的帮

助，使该行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地提高。分子筛的出

现可以称为一场炼油工业的技术革命，我国相关的研

究人员在 70年代就将分子筛研制出来了，分子筛的出

现给石化产业带来了非常大的改变，同时也加快了工

业生产的效率。之后研究部门还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工

业技术，比如说二甲苯异构化及滑油催化脱蜡等，这

些都属于先进的新兴工业技术，这些技术的出现开启

了现代石油化工企业的新思路，它能有效地促进我国

石化油工业企业的发展。

在 80年代分子筛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后，更是给我

国的化学工业带来了崭新的生机，有效地促进了我国

石油化工企业的合理发展，同时分子筛的成功研制也

给苯二酚等化工废料的排放带来了希望，是实现零污

染的重要处理手段，是我国整体发展向前迈进的一大

重要步伐。

石油行业是新兴起来的行业，当前社会对该行业

的发展非常的重视。催化剂是石油化工中一种非常重

要的材料，能创造很多的利润，在一定的程度上还能

为社会环保带来新的贡献。在发展过程中，很多的石

油产品都有非常大的进步，促进社会的发展。所以在

之后的发展过程中，相关产业应该更多的重视催化剂

的发展，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为我们国家石油的发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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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多的效益和珍贵的机遇，本文从石油的催化剂方

面入手，探究了很多的发展机遇和未来发展趋势，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能为我们国家石油催化剂的

发展做出贡献。

分子筛目前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并且还在不断

进行有效的研究突破，更是在无机膜污水处理等方面

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我国在同领域也开展了相关问题

的研究，在新型分子筛研制当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对于我国整体的发展都非常有益。我国在不同领域

展开了不同的研究，在新型分子筛研制当中取得的成

果能为后续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分

子筛在我国石油炼制过程当中消耗非常大，然而石化

行业一年所需要的分子筛数也很庞大。随着科学技术

的进步与发展，时常有相关的新型技术被开发出来，

在这些新技术的带领下，分子筛在石油化工和环境保

护领域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但其研制成本的投入有

待提高，基本性能也需要不断的完善。因此，新型分

子筛化剂的研发是目前所关注的重点，不容忽视。[1]

1.2 茂金属

除了分子筛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以外，茂金属也

是属于过渡金属催化体系中的一种，和传统的催化体

系相比，茂金属的催化性能会更高，使其变得更加具

有优势。茂金属具有更好的活化性能，在聚合分子量

的分布和催化过程当中，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而在催

化工业应用的过程当中，茂金属更是成为了新一代的

聚合催化剂，促进了我国的整体发展。在我国，茂金

属的开发和研制虽然比较晚，还处在一个初级的阶段，

但作为过渡金属，应用已经非常的广泛，不过其成本

很高。因此我国也在不断加强对茂金属的研究，希望

能找到降低过渡金属生产成本的方法，但目前这项研

究还需要攻破很多难题，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了。

1.3 生物催化剂

生物催化剂本身的优势更明显，茂金属的成本较

高，而生物催化剂的研制成本相对来说较低，尤其是

在反应条件温和、选择性高、副反应少的情况下，生

物催化剂研制成本非常低，而且在开发和研究绿色化

工业技术的生产领域中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说

能产生客观的经济效益，同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类催化剂的运用范围也非常广泛；还可以用在药物

合成和精细化学品的研制当中，我国在这方面取得了

较大的进展。[2]

2 关于新型催化材料的研究

2.1 纳米

关于催化材料我国还在不断地进行研究。关于新

型材料的研究，首先要提到的一点就是纳米的直径非

常小，是处于宏观和微观物质过渡态的超细微粒子，

纳米的直径主要在 1~100nm。纳米主要的优势表现在

小量子的效应上，同时还会有其他的各种效应，都能

达到较好的效果。这些特性是纳米所独有的，因此在

催化剂上得到的效果也较为明显，比如能在催化剂、

力学、光学等各方面开发出更多新型技术，能够满足

实际的应用需求。在化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如果能

更好地利用纳米技术，比如超细纳米粒子催化剂，它

的催化活性非常强，比一般的催化剂高出几十倍。超

细纳米粒子催化剂是我国目前纳米技术研究的方向，

如果这项研究成功，对于我国接下来的发展都会非常

有利，纳米的应用范围也会变得更加的广泛，这也是

目前大家所关注的重点。

2.2 离子液

我国现在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主要是为了能促

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要想维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

发展绿色化工企业，这对于企业来说存在些许阻碍，

如果研制出了新型的绿色高效催化剂，对于我国的化

工企业是一次重大的突破。离子液体就是由阳离子与

复合阴离子所组成的一种绿色高效的复合盐，能为我

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生机。离子液的优势也非常

的明显，这种离子液体安全无毒，同时性质也可以进

行调节，还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制作成本比较低，

制作起来也变得更加地简单。离子液在我国的石油化

工企业上应用范围非常广，有利于石油化工企业进行

大范围的研制和生产，而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得到了初

步的发展与应用，期待这项技术能越来越成熟，从而

促进我国化工企业的整体进步。[3]

2.3 金属碳化物及氮化物

纳米、离子液的研制是目前的重点，除此之外金

属碳化物及氮化物催化剂载体在工业企业当中也得到

了初步的发展应用，效果较好。相比传统的催化体系

更具独特优势，正是如此，这项技术已经得到了初步

的应用，使用的耗氢量也比传统的催化体系降低了不

少，因此整体的成本也就降低了，这对于我国石油化

工产业的整体发展都非常有利，节省了成本，有利于

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大规模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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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业大范围应用催化材料概述

3.1 杂多酸

目前已实现工业大范围应用的催化材料是杂多酸，

它是一种分子里含有较多杂原子和多原子的含氧多酸，

而且这种杂多酸在经过催化之后能够表现出强酸化性

以及氧化性，因此得到了广泛关注。不仅如此，杂多

酸催化能力也是值得关注的，目前杂多酸的应用范围

非常的广泛，同时也在各种催化剂中取得较为良好的

效果，因此这项催化材料被大家所熟知。比如在制取

丙烯酸中的催化反应都比较理想，而且现在已经实现

固体酸催化的工业化发展，这也是我国取得的一大进

步，而接下来则需要在石油化工等领域展开进一步的

研究，希望能在精细化工等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3.2 非晶态合金

除了杂多酸是工业大范围应用的催化材料以外，

非晶态合金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在最近几年也是被大

家所熟知的一种重要材料，也是属于最近几年所出现

的具有微观组织结构的一种新型金属功能材料。这类

材料的优势非常的明显，主要在于高活性的催化能力，

这样不仅能利用好非晶态和材料，还能较为快速地制

取工业材料。现在出现的大部分金属都可以通过快速

冷却的方式来形成非晶钛合金，这也是大家选择非晶态

合金的一个重要原因。非晶态合金在催化活性的程度上

比其他的材料更能达到理想状态，同时它还能根据实验

的条件来进行有效的调节，这也是该材料最有优势的地

方。非金钛合金还需要不断进行开发，我们期待这种材

料具有更多的优良性能。在目前这个阶段还需要大家共

同努力，不断的创新新技术，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科研当

中，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多先进的新型技术和催化材料来

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问题。

3.3 固态超强酸

以上两种催化材料在工业当中已经得到了大范围

的应用，同时固体超强酸的应用范围也比较广，因为

这项催化剂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它和其他的催化剂有

所不同的地方就是研制相对简单，保存起来也比较方

便。这种材料之所以能够得到大规模的应用，是因为

这种材料可以在高温下使用，并且在脱水等一系列的

化学反应当中都可以表现出超强的催化活性。即便是

在平常的温度条件下，固体超强酸的性能也会比其他

的催化剂更稳定，因此固体超强酸的发展前景非常可

观，这类材料将有可能成为新型的催化材料，不仅能

促进我国石油化工企业的发展，还能促进我国的整体

发展。

4 结语

综上所述，石油化工在材料生产中的发展必须要

经过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催化材料也同样是石油领域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在我

们使用催化材料的时候，要合理的利用其特点，做到

熟练的掌握性能。在稳定的同时要对化学元素进行合

理的分析，这样才能知道数量以及变化，还要考虑到

不同催化材料的温度要求，这样才能确保有效性和稳

定性。未来在石油化工催化材料的选择与发展过程中，

要考虑好它在实际生产中稳定性的应用。同时，21世

纪是我国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社会前景特别广阔，

希望相关人员能够积极向上的去面对。

我国的石油化工催化材料的选择和发展在不断的

进步和完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材料的

稳定性以及活化性等基础的特征，同时也要考虑到材料

的实际应用效果。催化材料在实际的工业当中应用范围

较为广泛，其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较大的经济效应。

在 21世纪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新兴的催化材料有

了很好的发展环境，受到各界的关注，相关研究人员也

在不断努力，加大了对新型催化材料的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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