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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氢呋喃的生产及应用前景
X

王 伟 林

(福建省石油化学工业设计院, 福建福州 350001)

摘    要:  从国际、国内两方面简析了聚四氢呋喃的生产、应用、供需状况以及消费结构,展望

了聚四氢呋喃市场的发展前景,我国 PTMEG在 2005 年仍缺口 42 000 t, 分析了采用先进技术、实现

经济规模的必要性,指出了中国 PTMEG的发展必须开发专有技术, 致力于推广国产化, 以利于提高

企业竞争能力,迎接入世后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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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四氢呋喃( PTMEG)也称四氢呋喃聚醚, 是

一种重要的高分子材料, 用途十分广泛,现在基本

依赖进口, 国内一些单位正抓紧科研及引进技术

工作, 预计今后几年内将出现一定规模的生产装

置,一方面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还可以

作为我国加入WTO后的一种积极应对措施, 争取

出口创汇,打入国际市场。

1  应用开发

1. 1  氨纶工业
世界上, PTMEG 的主要应用领域是氨纶工

业。

氨纶,学名聚氨基甲酸酯纤维,是一种性能优

良的弹性纤维, 它在使用时可以直接用裸丝或纺

织纱(包芯纱)和加工纱(包覆纱、合捻纱) ,还可以

由它们的组合及变形来适应不同的用途,例如内

衣、泳装、运动装、袜类。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近

来礼仪服装、休闲服也开始用氨纶为原料。

1. 2  弹性体

由 PTMEG合成的聚氨酯弹性体, 具有抗水

解,耐老化、低温弹性好、耐磨等优点,是特种橡胶

的原料,如航空用软管、垫圈、升降机轮胎、工业用

胶带、胶棒、容器及管道衬里、运动鞋、医用假体、

导管等。

1. 3  其  他

由于 PTMEG 的强度高、耐霉变、低粘、低噪

音、回弹性好, 可应用于合成革制品、轮胎、传送

带、薄膜、服饰涂料、建筑涂料、建筑地板、防护材

料等方面。

2  生产工艺

工业化生产 PTMEG主要由四氢呋喃( THF)

经催化聚合而成,按所用催化剂不同,工艺流程也

各不相同。

2. 1  氟磺酸( HSO3F)催化剂

这是传统的方法,杜邦、巴斯夫等早期均采用

此法,反应式为:

nC4H8O+ HSO3F+ 2H2O HO[ nC4H8O] nH+ H2SO4+ HF

THF 和催化剂加入聚合反应釜中,反应物料

经两段水解蒸汽汽提脱除未反应 THF,粗品再经

蒸发脱水,最后用活性炭等脱色得成品。

此法为均相法,类似的还有醋酸酐- 高氯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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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浓硫酸法,但都有催化剂不能回收、腐蚀严重、

废水量大等问题,现很少采用。

2. 2  酸性离子交换树脂催化剂

针对均相催化体系的不足, 近年来开发出了

非均相催化体系,例如酸性树脂催化剂,经醋酸二

酯中间体生产 PTMEG。

该工艺有以下主要步骤:

( 1) THF 与醋酸酐在非均相酸性树脂催化剂

作用下,聚合生成聚四亚甲基醚醋酸酯(PTMEA) ;

(2) 聚合产物进行醇解反应, 使 PTMEA转化

成PTMEG和MA(马来酸) , 蒸馏脱除副产物;

( 3) PTMEG- 甲醇- MA 混合物过滤分离出

固体催化剂;

( 4) 分离出甲醇和MA,并去除低分子质量的

PTMEG齐聚物;

(5) 加入添加剂使产品有稳定性, 以满足氨

纶或弹性体的工艺要求。

2. 3  杂多酸催化剂
此工艺以日本旭化成公司为代表,采用十二

聚磷酸钨催化剂, 主要工艺过程为: 低温聚合、反

应后分离分层, 下层含催化剂的THF 溶液可循环

利用;上层为粗产品再经闪蒸、分离、蒸馏后得成

品。此法污染小、副产物少、产品质量高, 但催化

剂损失较大、能耗较高,生产厂较少采用。

另外, 巴斯夫新开发将丁烷直接转化为 THF,

并继而生产PTMEG, 该技术免除了以前生产过程

中的 1, 4- 丁二醇( BDO)的中间步骤, 但笔者认

为,目前国内 BDO 价格为 1. 0 万元/ t ,由 BDO生

产的THF 的价格为 1. 4~ 1. 5 万元/ t,而丁烷价格

达 1. 5 万元/ t, 因此, 从原料价格上看, 以丁烷为

原料比用THF 似乎并无大的优势。

3  市场分析

3. 1  国外生产及消费状况

2001年世界PTMEG生产能力 28. 2万 t, 其中

美国 12. 1万 t、欧洲 6. 2 万 t、日本 4 万 t、其他地

区 5. 9 万 t, 主要生产厂商约 10 家, 最大的是杜

邦,其次是巴斯夫。

近年来,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 PTMEG消费量

及需求预测见表 1。

综上所述, 世界主要 PTMEG消费国也是主要

生产国,大部分 PTMEG消费于氨纶纤维, 其次为

聚氨酯弹性体,这与世界新型纺织材料、新型橡胶

的迅速发展情况是一致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氨纶

市场一直稳步发展, 东南亚各国的氨纶需求量也

在快速增长,年增长速度在 7. 0 %以上。

表 1 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 PTMEG消费量及需求预测(万 t / a)

Table 1 PTMEG consumption and demand of developed count ry and region
in the world  unit 10 000 tons/ a

国家、地区 1996 1999 2000 2005 年均增长率/ %

美国 5. 5 6. 7 7. 1 9. 8 6. 6

欧洲 4. 6 5. 4 5. 7 7. 6 5. 9

日本 1. 6 2. 1 2. 2 3. 1 7. 1

3. 2  国内生产及消费状况

3. 2. 1  国内生产状况

我国对PTMEG的研究开发起步较晚, 先后有

河南省化学研究所、沈阳药科大学、北京大学、中

科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等进行过科

研工作,其中河南省化学研究所已建成 450 t/ a 的

工业试验装置;辽宁华锦集团建有 300 t/ a 中试装

置,并通过省级鉴定; 2002 年济南圣泉集团采用

俄罗斯技术,建成一套以糠醛为原料的 1 500 t/ a

的小型装置,产品达到日本包士谷标准,但由于用

高氯酸催化剂,环保投资较大;烟台氨纶公司与大

连理工大学合作,开发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但尚未形成工业化规模。

虽然, 我国 PTMEG 项目招商的单位较多, 但

实施的很少,山西三维集团在 2001年建成 2. 5 万

t /a BDO 装置, 准 备以此 为基 础引进 英国

KVEAVER公司技术, 建设 1. 5 万 t / a THF 装置,

并计划发展 1. 3 万 t/ a PTMEG装置。巴斯夫计划

2004年在上海独资建设年产 6 万 t PTMEG 和 8

万 t THF 的一体化生产设施。

我国目前尚无万吨级的工业化装置, PTMEG

基本依赖进口。

3. 2. 2  国内消费及需求预测

我国进口 PTMEG中有 90 %以上用于氨纶消

费。1998年, 我国有 5 家氨纶厂, 生产能力大约

6 300 t/ a,约消费 PTMEG 5 000 t,而到 2002年底,

氨纶生产厂已达到 10 家,生产能力 32 000 t/ a,消

费PTMEG约 19 600 t, 预计 2005年我国氨纶生产

能力达到 50 000 t以上,将消费 PTMEG 40 000~

50 000 t。

我国主要氨纶企业生产情况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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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主要氨纶企业生产情况( t/ a)

Table 2 Production condition of the main domestic spandex enter-
prise  unit 10 000 tons/ a

企业名称

2001年

氨纶生
产规模

PTMEG
用 量

氨纶新建、扩建计划

烟台氨纶股份有
限公司

7 000 5 600
2002 年内扩建至 1
万 t / a
2005年达到 2 万 t / a

嘉兴晓星氨纶有
限公司

4 000 3 000
2003年能力将达 1.
2 万 t/ a, 中韩合资,
韩方为主

连云港杜钟氨纶
公司

3 500 2 800
与杜邦合作, 2003年
将建 1 套 4 000 t 装
置

浙江华峰氨纶公
司

6 000 4 500
5 年内计划扩大至 1
万 t / a, 引进日本东
洋技术设备

浙江绍兴龙山氨
纶公司

1 000 700

杜邦 (上海 ) 有限
公司

2 000 1 500
2005 年以前拟建 6
000 t/ a 装置

福建和顺实业公
司

2003年完成 2 000 t /
a装置

台湾台塑旭弹性
纤维公司

5 000 4 000
与日本旭化成合资,
引进旭化成技术

  除氨纶外, 我国进口的PTMEG少部分用于聚

氨酯弹性体, 2001年用量约 4 760 t, 以浇注型聚

氨酯( CPU)为主。

4  发展建议
(1) 尽管我国氨纶产量不断扩大, 但按人均

氨纶消费量看,仍处于较低水平, 如美国为 45 g/

人,日本为 43 g/人,而我国人均仅几克,因此氨纶

产品的开发和应用有巨大的潜在市场。

( 2) PTMEG生产如果从合成 BDO开始做起,

则工艺路线长, 投资大, 由于国际上 BDO价格较

低,可以进口 BDO生产THF,再合成 PTMEG。

(3) 大力发展聚氨酯弹性体, 将 PTMEG应用

到酯醚共聚弹性体领域, 市场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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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pplication and Market of PTMEG

WANG Wei-ling

( Fujian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Designing Intitute,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briefly describes the production application, and demand and supply status as well as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PTMEG in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PTMEG market is also looked forward. China market would be short of

42000t PTMEG in 2005. The necessity of adopting advanced technology to realize economic scale was analysed. It was pointed out

that development of PTMEG in China must re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prietary technology to concentrate on developing production

domestically. So as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power of the enterprise and to meet the challenge to be faced after China. s entry into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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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untry, s 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Advancements of the Coker Gatch

SONG Rong-jun , ZHAO De-zhi, CAO Zu-bin, WANG Feng

( Petrochemical College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 Chemical Technology , Fushun 113001, China)

Abstract: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traight run gas oil, the coker gatch contain a higher content of nitrogen、condensed- nuclei aromatics

and resin. However as a blended component of FCC( or HC) feedstock, it, s high content of nitrogen、condensed- nuclei aromatics and

resin can result in low conversion of light oil、high coker deposition and decreasing unit capacity of FCC( or HC) . Especially the basic

nitrogen compounds can deactivate the activity of cracking catalyst, which become the main reason for descent of conversion rate and low

yield of petrol. In the light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ker gatch, several kinds of measure as below have been adopted to deal with it in

our country: Increasing the blending ratio of coker gatch in the FCC by optimizing the operation condition of FCC and adopting antinitro-

gen catalyst; Denitrified catalyst cracking ( DNCC) technology for coker gatch processing; Hydrotreating and solvent refinement of coker

gatch etc. All those methods can increase the blending ratio of coker gatch in the FCC feedstock and improve product distribution and

quality at some degree. But the gap with actual demand still exists, and need to improve and develop it further.

Key words: Coker gatch; Basic nitrogen compound; Hydrotreating; Solvent refin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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