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提名项目公示 

一．项目名称：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 

二．主要完成人：高金森；郝天臻；赵亮；李德忠；卢志远 

三．主要完成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四．提名者：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五．提名意见 

针对国 V/VI 清洁汽油生产面临的深度脱硫，合理控烯，确保辛烷值的重大技术难

题，该项目原创性提出了“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想，打破了现有汽油清洁化生产的

传统模式，成功开发了“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实

现了分子炼油理念下的关键组分管控和清洁油品生产。 

项目具有如下 3 个核心发明点：1）基于原创性提出的“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想，

发展了对 FCC 汽油“烯分离、硫富集”的分离方法；2）设计优化了 FCC 汽油关键组

分溶剂萃取的高效复配溶剂；3）发明了“双向溶剂萃取”技术，实现了关键组分定向

分离（分出烯、富集硫）核心目标。将上述技术耦合集成于工业 FCC 汽油催化加氢脱

硫过程，形成国 V/VI 标准汽油生产成套技术。自 2015 年 1 月起，已在 8 家大型炼油

企业成功应用，新增利税累计达 11.88 亿元，为国 V/VI 标准汽油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和坚实基础。 

该项目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24 件，国际专利 4 件，发表学术论文 24 篇，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鉴定认为，本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广阔应用前景和推

广价值。获 2018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发明一等奖。我单位认真审阅了

“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项目推荐材料，审查了完成

人资格，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填写符合国家科技奖要求。 

推荐该项目申报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六．项目简介 
2019 年开始实施的国 VI 汽油标准（GB17930-2016）全面达到欧盟现阶段车用

汽油标准，彰显我国对环境治理的决心和力度！我国汽油池 FCC 汽油约占 70%，具有

高硫多烯的特点，且辛烷值主要靠烯烃来维持。目前，清洁汽油生产主力技术是催化

加氢脱硫。但深度加氢脱硫不可避免发生烯烃饱和，导致汽油辛烷值损失严重。国 V 汽

油生产时，辛烷值损失可达 1.0~3.0 个单位；国 VI 汽油生产时，烯烃含量要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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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 v%以下，辛烷值损失进一步加大。如何实现“深度脱硫，合理控烯，减少辛烷

值损失”是我国清洁汽油生产面临的重大技术难题。 

本技术原创性提出“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想，把烯烃组分分离出去，不进入加

氢脱硫单元，避免饱和及辛烷值损失；把硫化物富集后集中加氢脱硫，打破现有清洁

汽油生产模式，成功开发“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实

现了“分子炼油”理念下关键组分管控和清洁油品生产。该项目取得重大创新如下： 

（1）基于原创性提出的“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想，发展了对 FCC 汽油“分出

烯、富集硫”的分离方法。 

通过对 10 余种典型工业 FCC 汽油烃类组成及硫化物分布规律研究，确定了第一

切割点为~40 ℃、第二切割点为 100~130 ℃的“蒸馏切割”方案。通过揭示烯烃组

分饱和与辛烷值损失规律，确定了小分子烯烃饱和对辛烷值影响最大，C5~C7 烯烃组

分是 FCC 汽油“溶剂萃取”的目标。蒸馏切割和溶剂萃取耦合可有效实现烯烃组分分

离和硫化物高度富集。 

（2）设计优化了 FCC 汽油关键组分“溶剂萃取”的高效复配溶剂。 

基于理论化学计算揭示的溶剂与汽油关键组分“结构-作用力-分离性能的相互作用

机制”，设计和调配了“分子结构与电子性质”与芳烃/烯烃组分分别匹配的溶剂，突破

了烯烃组分极性介于饱和烃与芳香烃之间而难以有效分离的难题，开发出 FCC 汽油关

键组分定向分离的高效复配溶剂。 

（3）发明了“双向溶剂萃取”技术，实现了关键组分定向分离（分出烯、富集硫）

核心目标。 

充分利用“同类烃组分分子越小，其在溶剂中溶解度越高”的萃取原理，发明了

“双向溶剂萃取”过程。通过反向回流小分子烯烃至萃取塔下部，对正向萃取液中溶

解的部分大分子烯烃进行反萃取，显著提高烯烃分分离效率，实现了“烷烃/环烷烃/

大分子烯烃”、“小分子烯烃”、“芳烃和硫化物”三组关键组分的同时分离。 

上述技术耦合集成于现有 FCC 汽油催化加氢脱硫过程，在山东亚通石化等 8 家企

业稳定运行三年多，产品硫含量<10 mg/kg，辛烷值损失小于 1.0 个单位，加工成本低

于 50 元/吨，无新增“三废”负荷，溶剂消耗 10 吨/百万吨原料，实现了“深度脱硫，

合理控烯，减少辛烷值损失”的清洁汽油生产目的，累计新增利税 11.88 亿元，为国

V/VI 汽油质量升级做出了重大贡献。获中国发明专利 24 件，国际发明专利授权 4 件，

发表论文 24 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鉴定认为：“该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创新性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广阔应用前景”。获 2018 年度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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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客观评价 
1．查新结果 

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SH01）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完成对本项目的查新工作，

结果表明：除委托人课题组公开发表文献外，国内外未见其它与本项目技术特点完全

相符的中外文献的报道。 

2．技术鉴定 
2017 年 3 月 31 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在北京组织专家对本技术进行了

科技成果鉴定。鉴定会由曹湘洪院士为组长，胡永康院士和舒兴田院士为副组长，共 9

位学科领域的专家。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技术创新性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

推广应用前景。 

3．使用单位评价 

本项目提出的“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思路及相关技术发明，在我国

多家炼油企业成功应用，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显著。 

1）山东东营亚通石化有限公司采用常规加氢脱硫技术生产国 V 标准汽油时，辛烷

值损失很大，严重影响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技术于 2015 年 1 月完成装置改造，一次开

车投产成功。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设计标准，产品汽油硫含量降至 10 mg/kg 以下，

辛烷值损失降至 1.0 个单位以内。与原工艺相比，辛烷值损失减少 2.0 个单位。 

2）山东京博石化有限公司应用技术后，产品汽油硫含量降至 10 mg/kg，辛烷值

损失 1.0 个单位以内，与原工艺技术相比，辛烷值损失减少 1.5 个单位，同时氢耗显著

下降，为公司创造了良好经济效益。 

3）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采用本技术非常成功，解决了其重汽油加氢量大及辛烷

值损失过大的问题，圆满实现 FCC 汽油深度脱硫并保持辛烷值目的。 

4）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采用本技术后，解决了上述公司生产国 V/VI

标准汽油时辛烷值损失严重的难题，提高了加氢处理能力，实现了提升出厂油品质量、

降硫保辛烷值的目的，无新增“三废”负荷，为企业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5）中国石油格尔木炼油厂作为西藏地区油品供应的支柱，其原料性质较差，生产

国 V/VI 标准汽油时辛烷值损失问题更为严重。而本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当年设计、

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顺利的帮助该炼厂完成西藏地区国 V/VI 标准汽油供应

任务。本技术顺利降低辛烷值损失 3.0 个单位。 

6）山东垦利石化应用本技术后，顺利实现国 V/VI 汽油质量升级，新技术开车成

功至今，辛烷值损失减少 2.0 个单位，加氢比例减少约 50%。 

7）中国石油玉门石化自本技术成功开车后，产品汽油硫含量降至 10 ppm，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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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脱硫单元进料近 20%，辛烷值损失减少 2.0 个单位，创造了较高的经济利润。 

4．媒体报道 

《中国化工报》在 2017 年 12 月 21 日第二版刊发了中国化工报记者耿明月的报

道《汽油升级有了技术保障——记技术发明一等奖FCC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

详细全面的介绍了本技术的创新思路、技术路线及应用效果。 

5．产业界影响及全球化推广 

该技术还与泰州东联石化等 6 家企业签定了技术合作协议。国内市场的广泛推广

引起荷兰皇家壳牌集团（Shell）的关注，并于 2016 年 11 月签订合作协议。另外，2018

年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下属子公司英威达（INVISTA）极力争取作为本技术全

球代理，获得本技术专利许可，向全球（除亚洲部分国家外）各大炼化企业推广该技

术。 

6．科技获奖 

满足国V/VI升级的 FCC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获得 2018年度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八．推广应用情况、应用效果及经济效益 

1．推广应用情况 
自 2013 年起，本项目与 15 家企业签订技术应用协议，其中 8 家企业均已建成且

开车成功。 

2013 年，与东营市亚通石化有限公司签署技术应用合同，主要对切割后的汽油中

馏分或轻中馏分进行关键组分双向溶剂萃取，降低硫含量，将萃取油（富硫油）直接

引入原有加氢脱硫单元，与重馏分一起进行加氢脱硫处理，实现产品汽油硫含量＜10 

mg/kg 生产要求，同时减少辛烷值损失 2 单位。该装置自 2015 年 1 月 5 日开车成功

后安全稳定运行至今逾四年。 

2014 年，与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应用合同，主要针对 FCC 汽油

中馏分进行关键组分溶剂双向萃取，将萃取油（富硫油）直接引入原有加氢脱硫单元，

与重馏分一起进行加氢脱硫处理，实现产品汽油硫含量＜10 mg/kg 生产要求，辛烷值

损失降低 1.5个单位。该装置自建成后于 2015年 9月 15日成功开车运行逾三年至今。 

2015 年，与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应用合同，主要针对切割之后的轻馏

分进行关键组分双向萃取，萃余油为低硫轻馏分可直接进行汽油调和，而萃取油（富

硫油）则直接进入加氢脱硫单元。该装置的运行成功实现产品汽油中硫含量＜10 μg/g，

并且减少辛烷值损失降低 2.0个单位，该技术建成后于 2016年 5月成功开车运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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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与山东华星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专利技术实施许可合同，主要针

对 FCC 汽油中馏分进行关键组分双向萃取，并能够顺利实现与原有清洁汽油生产技术

衔接，且建成后于 2016 年 5 月成功开车运行至今。 

2016 年，与中国石油青海油田格尔木炼油厂签订技术应用协议，主要针对

CDhydro 加氢之后的轻馏分进行关键组分双向萃取，萃余油为低硫轻馏分可作为轻汽

油醚化原料，而萃取油（富硫油）则直接进入加氢脱硫单元。辛烷值损失减少 3.0 个

单位，该技术建成后于 2016 年 10 月成功开车运行至今。 

2016 年，与中国石油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厂签订技术合作协议，针对预加

氢处理后的 FCC 轻汽油进行关键组分双向萃取，萃余油为低硫轻馏分可直接引入醚化

装置，减少汽油加氢量，实现汽油产品质量升级的同时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建成后

于 2017 年 4 月成功开车运行至今。 

2016 年，与山东垦利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主要针对 FCC 汽油

中馏分进行关键组分双向萃取，实现产品汽油中硫含量＜10 μg/g，并且减少辛烷值损

失 2.0 个单位。该技术建成后于 2017 年 6 月成功开车运行至今。 

2016 年，与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进行炼油厂溶剂萃取脱

硫项目的设计建设工作。兰州石化公司担负着中国西北地区汽油供应的重要任务，因

需要对 120 万吨/年的催化汽油清洁化生产过程升级改造，为了保证在改造期间成品油

市场的正常供应，因此采用本技术进行单系列运行，主要针对脱硫醇后的全馏分 FCC

汽油进行关键组分双向萃取，萃余油为低硫精制汽油直接作为汽油调和组分，富硫油

去往加氢装置进行改质。该技术建成后于 2016 年 5 月成功开车，运行至 2016 年 10

月停车（改造任务完成），顺利保障了兰州石化在装置升级改造过程中的成品油市场稳

定运行。 

2．应用效果及经济效益情况 

（1）有效解决行业技术难题 

我国汽油池约 70 %是 FCC 汽油，由于富含烯烃组分的特殊性，当前普遍采用的

FCC 汽油深度脱硫技术无法避免烯烃大量饱和，造成辛烷值严重损失。仅生产国 V 标

准汽油时辛烷值损失达 1.0~3.0 个单位（见表 1）[1-7]。对国 VI 标准，烯烃含量要求低

于 15~18 v%，意味 FCC 汽油烯烃含量至少降低 10~20 个体积百分点，辛烷值损失会

更加严重。 

本技术基于“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想，把烯烃组分分离出去，不进入加氢脱硫

单元，避免饱和及辛烷值损失，进一步可转化成为高辛烷值组分。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独特的工艺特征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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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现有技术生产国 V 标准汽油辛烷值损失情况 

技术名称 应用厂家 
总硫（mg/kg） 

RON 损失 
原料 产品 

Prime-G+ 山东京博石化 649 10 2.5 

S-Zorb 
延长石化 1 82 1 1.2 
延长石化 2 98 2 2.6 
华北石化 580 9 1.8 

GARDES 
宁夏石化 75-95 4-10 1.4-1.6 
大庆石化 94 5 1.2 

DSO 庆阳石化 104 9 1.8 
[1]徐仁飞, 田春光, 王元琪, 等. 应用 GARDES 技术生产国Ⅴ调和汽油[J]. 炼油与化工, 2015, 26(6):15-18 

[2]花小兵. FCC 汽油加氢改质 GARDES 技术的工业应用[J]. 炼油技术与工程, 2015(10):25-29 

[3]何红梅, 李爱凌, 刘晓步, 等. 1.8Mt/a 催化汽油加氢脱硫装置的设计与开工[J]. 中外能源, 2011,16(7):68-71 

[4]侯永兴, 赵永兴. Prime-G+催化裂化汽油加氢脱硫技术的应用[J]. 炼油技术与工程, 2009(07):13-15 

[5]江波. 法国 Prime-G+汽油加氢技术在锦西石化催化汽油加氢脱硫装置的应用[J]. 中外能源, 2009(10):64-68 

[6]黄维红, 马涛, 黄金刚. GARDES 系列加氢催化剂在宁夏石化的工业应用[J]. 石油化工应用, 2014(11):101-105 

[7]向永生, 王玉兴, 崔彦君. GARDES 系列催化剂在 FCC 汽油加氢脱硫装置工业应用[J]. 石化技术与应用, 2015,33(1):50-53 

1）大幅降低了辛烷值损失 

产品汽油硫含量小于 10 mg/kg 情况下，加氢部分的汽油辛烷值损失在 2.0~3.0 个

单位，换算为全馏分汽油辛烷值，损失为 0.8~1.2 个单位，与其他技术相比，减少了

1.0~2.5 个单位的损失（表 2）。 

2）降低工艺过程加工费用 

本技术对预加氢 FCC 汽油进行 3 段蒸馏切割后，轻馏分可直接满足硫含量标准，

不需要额外处理，不产生加工费用。中馏分进行溶剂双向萃取，萃取油与重馏分一起

送去加氢脱硫。该过程总加工费用小于 50 元/吨，远低于加氢脱硫费用 150~170 元/

吨。与国 IV 加工方案相比，加氢脱硫比例由 60~65 %降低到 30~50 %，加/制氢装置

不需要扩能，氢耗显著下降，且无新增“三废”负荷。 

表 2  应用本技术生产国 V 汽油的辛烷值损失情况 

应用单位 亚通 
石化 

京博 
石化 

天弘 
化学 

格尔木 
石化 

华星 
石化 

玉门 
石化 

垦利 
石化 

处理量，万吨/年 60 85 70 25 100 40 60 
原有技术 / Prime-G+ / CDhydro Prime-G+ DSO ALG-HDS 
原有技术辛烷值损失 3.0 2.5 2.8 4.0 2.3 4.0 3.0 
本技术辛烷值损失 1.0 1.0 1.0 1.0 1.0 1.0 1.0 
本技术比原有技术增加 2.0 1.5 1.5 3.0 1.3 3.0 2.0 

3）与现有工业装置良好匹配 

与现有国 IV 汽油催化加氢脱硫工业技术，例如 DSO、RSDS、Rrime-G+和 S-Zorb

等技术均有良好的匹配性。而且，从烯烃回收塔顶可获得高浓度小分子烯烃，实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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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馏分催化裂解、中馏分芳构化或异构化等过程无缝对接，在降低烯烃含量的同时提

高辛烷值。 

（2）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近 3 年推广经济效益 
自然年 新增销售额，万元 新增利税，万元 
2016 20698.92 17779.19 
2017 54137.48 47852.86 
2018 59752.89 53135.89 
累计 134589.29 118767.94 

附：经济效益计算依据 

6． 新增销售收入计算 
新增销售额=采用该技术加工 FCC 汽油量×比技术应用前汽油池辛烷值平均提高的单位数×

每单位辛烷值价格（即减少辛烷值损失的增加值） 
2．新增利税计算 
新增利税=新增产品销售收入-人工成本增加值-溶剂萃取单元能耗增加值-溶剂萃取单元折旧

增加值+加氢单元能耗节约值+加氢单元氢耗节约增加值 

（3）产生深远社会效益 

本项目技术为 FCC 汽油清洁化和全面质量升级提供了坚实保障，成功解决了长期

困扰业界的 FCC 汽油深度脱硫过程中烯烃饱和严重、辛烷值损失巨大的重大难题。该

技术不仅满足了石化企业汽油升级重大需求，而且为企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

我国乃至世界商品汽油的清洁化和全面质量升级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解决方案，促进了

炼油行业的发展与清洁汽油质量的提升，尤其是在满足 2017 年 1 月实施的国 V 标准

以及于 2019 年 1 月实施的国 VI 标准汽油升级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有着重大的社会

效益。该项目研发过程中，培养了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为石油化工行业的人才培

养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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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序

号 类别 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有效 

状态 

1 发明

专利 

Process for deeply 
desulfurizing 

catalytic cracking 
gasoline 

美国 US9856423B2 2018.01.02 US9856423 B2 
Tianzhen Hao；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Hao Tianzhen; Gao 
Jinsen; Li 

Dezhong;Zhao Liang; 
Lu Zhiyuan;Lan 

Xingying; 

有效 

2 发明

专利 

Process for deeply 
desulfurizing 

catalytic cracking 
gasoline 

加拿大 CA2888867C 2016.12.06 CA2888867C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Hao 
Tianzhen 

Hao Tianzhen; Gao 
Jinsen; Zhao Liang; 

Li Dezhong; Lan 
Xingying; Lu 

Zhiyuan 

有效 

3 发明

专利 
Method for deep 
desulfurization of 

gasoline 
美国 US9683183B2 2017.07.20 US9683183B2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Liang Zhao; Jinsen 
Gao; Tianzhen Hao; 

Xiaona Han; 
有效 

4 发明

专利 

Adsorbent for 
desulfurization of 

gasoline and method 
for desulfurization 

of gasoline 
美国 US10011779B2 2018.06.03 US10011779B2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Liang Zhao; Jinsen 
Gao; Tianzhen Hao; 

Xiaona Han; 
有效 

5 发明

专利 
一种汽油深度 
脱硫方法 中国 ZL201510642452.4 2017.03.29 2433178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高金森；赵亮；郝天
臻；韩晓娜；李海争 
蓝兴英；王成秀 

有效 

6 发明

专利 
一种催化裂化汽油
脱硫的耦合方法 中国 ZL201510642456.2 2017.07.11 254816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高金森；赵亮；郝天
臻；韩晓娜；李海争 
蓝兴英；王成秀 

有效 

—8— 



7 发明

专利 
一种催化裂化汽油
的深度脱硫方法 中国 ZL201310581366.8 2015.04.22 1641810 郝天臻 郝天臻；李德忠 

卢志远 有效 

8 发明

专利 
一种汽油脱硫方法 中国 ZL201510643054.4 2017.08.08 2576850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高金森；赵亮；郝天
臻；韩晓娜；李海争 
蓝兴英；王成秀 

有效 

9 发明

专利 
一种选择性加氢 

脱硫方法 中国 ZL201610592910.2 2018.03.02 283352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赵亮；高金森；董立
霞；王郁现；徐春明 有效 

10 发明

专利 
一种生产超低硫 
汽油的组合方法 中国 ZL201510642285.3 2017.04.26 246437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赵亮；高金森；郝天
臻；韩晓娜；李海争 
蓝兴英；王成秀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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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高金森 排    名 1 技术职称 教授 

工作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行政职务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院长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提出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路，满足国 V/VI 标准汽油生产； 
2．负责 FCC 汽油烃组成分布及硫化物分布的基础研究； 
3．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机理的研究； 
4．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高效萃取溶剂优化制备； 
5．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过程 Aspen 流程模拟研究，对工艺操作条件进行优化； 
6．对创新点 1，2，3 有重大贡献。 

 

姓   名 郝天臻 排 名 2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董事长 

完成单位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提出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思路，满足国 V/VI 标准汽油生产； 
2．负责 FCC 汽油高效萃取溶剂的研制工作； 
3．负责关键组分分离过程的工艺条件中试实验优化； 
4．设计和优化连续分离过程； 
5．负责整套工艺装置的工业设计、建设及维护工作； 
6．对创新点 1，2，3 有重大贡献。 

 

姓 名 赵亮 排 名 3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毕业学校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行政职务 重质油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完成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负责 FCC 汽油烃组成分布及硫化物分布的基础研究； 
2．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机理的研究； 
3．参与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高效萃取溶剂的优化制备； 
4．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过程 Aspen 流程模拟研究，对工艺操作条件进行优化； 
5．对本创新点 2 和 3 有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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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李德忠 排   名 4 技术职称 高级工程师 

工作单位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研发中心经理  

完成单位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负责关键组分分离过程的工艺条件中试实验优化； 

2．设计和优化连续分离过程； 

3．负责整套工艺装置的工业设计、建设及维护工作； 

4．对创新点 2 和 3 有主要贡献。 

 

姓   名 卢志远 排   名 5 技术职称 助理工程师 

工作单位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职务 无 

完成单位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1．负责关键组分分离过程的工艺条件中试实验优化； 

2．设计和优化连续分离过程； 

3．负责整套工艺装置的工业设计、建设及维护工作； 

4．对创新点 3 有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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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说明及汇总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自 2008 年以来一直与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密切合作，

开发应对国 V/VI 汽油升级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工作，通过近十年的研究，本项目在清洁

油品生产过程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通过关键科学技术研发构建了清洁油品生产

的催化裂化汽油中关键组分分离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制剂，降低了清洁油品生产过程的

能耗与废物排放，为我国清洁油品生产及后续油品结构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基础。

本项目共申请专利 24 项，现已全部获得授权。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高金森教授作为项目的整体负责人，是 18 项专利的主要发

明人，是多篇合著论文的主要作者，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项

目“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的第 1 完成人。在本项目

中负责总体思路的设计、执行及相关工作的协调安排，指导催化裂化汽油关键组分的

分离机理及基础数据研究，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高效萃取溶剂配方优化及

技术工艺流程的模拟计算研究，对项目创新点 1，2，3 有重大贡献。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天臻作为项目的第 2 完成人，是 16 项专利的主要

发明人，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项目“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的第 2 完成人。在本项目中主要负责指导 FCC 汽油高效

萃取溶剂的研制工作及关键组分分离过程的工艺条件中试实验优化；负责设计和优化

连续分离过程及整套工艺装置的工业设计、建设及维护工作，对创新点 2 和 3 有重大

贡献。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赵亮研究员作为项目的第 3 完成人，是 21 项专利的主要发

明人，是多篇合著论文的主要作者，是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项

目“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技术”第 3 完成人。在本项目中

主要负责 FCC 汽油烃组成、硫化物分布的基础研究，同时负责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

向分离机理的研究高效萃取溶剂的优化制备，对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过程的

Aspen 流程模拟和工艺操作条件优化做出主要贡献，对本创新点 1，2，3 有重大贡献。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经理李德忠作为项目的第 4 完成人，是 3 项关键专利

的发明人，在本项目中 FCC 汽油高效萃取溶剂的研制工作及关键组分分离过程的工艺

条件中试实验优化；负责设计和优化连续分离过程及整套工艺装置的工业设计、建设

及维护工作，对创新点 2 和 3 有主要贡献。 
河北精致科技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卢志远作为项目的第 5 完成人，是 3 项关键专

利的发明人，在本项目中 FCC 汽油高效萃取溶剂的研制工作及关键组分分离过程的工

艺条件中试实验优化；负责设计和优化连续分离过程及整套工艺装置的工业设计、建

设及维护工作，对创新点 3 有主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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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合作 

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 

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 

材料 

备

注 

1 
共同知识

产权 

高金森/1、赵亮/3、郝

天臻/2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6 月 
一种汽油深度脱硫方法 附件 6-1 

 

2 
共同知识

产权 

高金森/1、赵亮/3、郝

天臻/2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6 月 
一种催化裂化汽油脱硫

的耦合方法 
附件 6-1 

 

3 
共同知识

产权 

高金森/1、赵亮/3、郝

天臻/2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6 月 
一种汽油脱硫方法 附件 6-1  

4 
产业 

合作 

高金森/1、赵亮/3、郝

天臻/2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6 月 

满足国 V/VI 升级的 FCC

汽油关键组分定向分离

石化联合会一等奖 

附件 6-6 
 

5 

共同 

知识 

产权 

郝天臻/2、高金森/1、

李德忠/4、赵亮/3、卢

志远/5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8 月 

US9856423B2 Process f

or deeply desulfurizing 

catalytic cracking  

gasoline 

附件 1-1  

6 

共同 

知识 

产权 

郝天臻/2、高金森/1、

赵亮/3、李德忠/4、卢

志远/5 

2015 年 9 月- 

2017 年 4 月 

CA2888867C Process  

for deeply desulfurizing 

catalytic cracking  

gasoline 

附件 1-2  

7 

共同 

知识 

产权 

赵亮/3、郝天臻/2、高

金森/1、 

2015 年 2 月- 

2017 年 6 月 

US9683183B2 Method  

for deep desulfurization 

of gasoline 

附件 1-3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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