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经理 
修改 日  期 编制 校对 审核 辛烯等α-烯烃合成成套技

术工业试验 
中国石油大庆石化公司化工二厂 

0 20201204 

  

 

     
分析项目表 

档案号:S7070.00-GY506-26 修改:0 

     设计阶段:详细设计  第 1 页共 6 页 

序号: 1  2  3  

采样点位号: SC-51  SC-52  SC-53  

采样点类型: 直接采样  冷却采样  冷却采样  

安装地点： P2A53  VT2F05  P2H12/P2H11  

PID 子号: 2A  2F  2H  

分析类型: 排放气分析  排放气分析  中间物料分析  

介质名称: 乙烯  乙烯、氢气  1-己烯，癸烯，环己烷  

相态: 气  气  液  

操作温度(℃): 40  55  120  

操作压力(MPaG): 入口 1.25，出口 0.05  入口 5.4，出口 0.05  入口 1.4，出口 0.1  

介质组成: 组分 V%  组分 V%  组分 wt%  

 甲烷 ≤1  乙烯 ≥70  甲烷 ≤0.1  

 乙烷 ≤2  甲烷 ≤10  乙烷 ≤0.1  

 乙烯 ≥90  乙烷 ≤10  乙烯 ≤6  

 1-丁烯 ≤2  氢气 ≤0.1  1-丁烯 ≤1  

 环己烷 ≤2     环己烷 60～80  

 1-己烯 ≤0.3     1-己烯 ≤6  

       1-辛烯 15～25  

       1-癸烯 ≤1  

       正癸醇 ≤1  

       亚甲基环戊烷 10～20  

          

          

分析项目: 全组成  全组成  全组成  

       

       

控制指标:    
氢气 

0. 027～

0.031(V%) 

    

        

          

          

分析频率  正常： 1 次/班  2 次/班  1 次/班  

          开车：       

备注: 1-辛烯工况  1-辛烯工况  1-辛烯工况  

 新建采样器  新增采样器  新增采样器  

 I 型  II 型  II 型  

     1、采样箱带防冻伴热  

     2、采样箱伴热温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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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4  5    

采样点位号: SC-54  SC-55    

采样点类型: 直接采样  直接采样    

安装地点： P2H06  P2K02/P2K01    

PID 子号: 2H  2K    

分析类型: 气体分析  中间物料分析    

介质名称: 闪蒸乙烯  环己烷、低聚物    

相态: 气  液    

操作温度(℃): 40  120    

操作压力(MPaG): 入口 1.4，出口 1.3  入口 1.0，出口 0.5    

介质组成: 组分 V%  组分 wt%     

 甲烷 ≤2  环己烷 ≥95     

 乙烷 ≤2  低聚物 ≤5     

 乙烯 ≥90        

 1-丁烯 ≤2        

 环己烷 ≤2        

 1-己烯 ≤1        

 1-辛烯 ≤0.2        

          

          

分析项目: 全组成  全组成    

       

       

控制指标:          

          

          

分析频率  正常： 1 次/班  按需    

          开车：       

备注: 1-辛烯工况  间歇操作    

 新建采样器  1-辛烯工况    

 I 型  新建采样器    

   I 型    

   采样钢瓶设防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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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6  6  6  

采样点位号: SC-57  SC-57  SC-57  

采样点类型: 直接采样  直接采样  直接采样  

安装地点： P3C06/P3C05  P3C06/P3C05  P3C06/P3C05  

PID 子号: 3C  3C  3C  

分析类型: 中间物料分析  中间物料分析  中间物料分析  

介质名称: 环己烷、1-己烯  甲苯、1-辛烯  1-丁烯、1-己烯  

相态: 液  液  液  

操作温度(℃): 40  40  40  

操作压力(MPaG): 入口 0.55，出口 0.2  入口 0.5，出口 0.15  入口 1.05，出口 0.7  

介质组成: 组分 wt%  组分 wt%  组分 wt%  

 环己烷 50  环己烷 ≤10  乙烯 ≤3  

 1-己烯 25  1-己烯 ≤0.01  1-丁烯 ≤40  

 2-己烯 22  甲苯 60～70  1-己烯 60～70  

    1-辛烯 ≤30     

    亚甲基环戊烷 ≤0.1     

          

          

  
 

       

          

分析项目: 全组成  全组成  全组成  

       

       

控制指标:          

          

          

分析频率  正常： 1 次/班  按需  1 次/班  

          开车：       

备注: 1-己烯工况  1-辛烯工况  癸烯工况  

 新建采样器  新建采样器  新建采样器  

 I 型  I 型  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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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7  7  7  

采样点位号: SC-58  SC-58  SC-58  

采样点类型: 冷却采样  冷却采样  冷却采样  

安装地点： P3C16/P3C15  P3C16/P3C15  P3C16/P3C15  

PID 子号: 3C  3C  3C  

分析类型: 中间物料分析  中间物料分析  中间物料分析  

介质名称: 环己烷  1-辛烯  1-己烯  

相态: 液  液  液  

操作温度(℃): 122  153  152  

操作压力(MPaG): 入口 0.5，出口 0.2  入口 0.45，出口 0.15  入口 1.0，出口 0.7  

介质组成: 组分 wt%  组分 wt%  组分 wt%  

 环己烷 ≥99  甲苯 ≤0.3  1-己烯 ≥99  

 1-己烯 ≤0.1  1-辛烯 80～90  2-己烯 ≤1  

 2-己烯 ≤0.2  1-癸烯 ≤3     

    异辛醇 ≤2     

          

          

          

  
 

       

          

分析项目: 全组成  全组成  全组成  

       

       

控制指标: 环己烷 ≥99     1-己烯 ≥99  

          

          

分析频率  正常： 1 次/班  1 次/班  1 次/班  

          开车：       

备注: 1-己烯工况  1-辛烯工况  癸烯工况  

 新建采样器  新建采样器  新建采样器  

 II 型  II 型  I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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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8  8  9  

采样点位号: SC-59  SC-59  SC-60  

采样点类型: 直接采样  直接采样  直接采样  

安装地点： P4A14/P4A07  P4A14/P4A13  P4A16/P3B18  

PID 子号: 4A  4A  4A  

分析类型: 产品分析  产品分析  产品分析  

介质名称: 1-癸烯  1-癸烯  副产品  

相态: 液  液  液  

操作温度(℃): 40  40  40  

操作压力(MPaG): 入口 0.5，出口 0.2  入口 0.4，出口 0.1  入口 0.7，出口 0.1  

介质组成: 组分 wt%  组分 wt%  组分 wt%  

 环己烷 ≤0.5  1-辛烯 ≤1  环己烷   

 1-己烯 ≤0.01  1-癸烯 ≥95  1-己烯   

 1-辛烯 ≤4  1-十二烯 ≤0.01  1-辛烯   

 1-癸烯 80～90     1-癸烯   

 异辛醇 ≤10     异辛醇   

       正癸醇   

       甲苯   

  
 

    C10+   

       低聚物   

分析项目: 全组成  全组成  全组成  

       

       

控制指标:    1-癸烯 ≥95%     

          

          

分析频率  正常： 1 次/班  2 次/班  1 次/班  

          开车：       

备注: 增加 1次/外送前  增加 1次/外送前  增加 1次/外送前  

 1-己烯工况  癸烯工况  
1-己烯工况/1-辛烯工

况/癸烯工况 
 

 新建采样器  新建采样器  新建采样器  

 I 型  I 型  I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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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0      

采样点位号: SC-61      

采样点类型: 直接采样      

安装地点： P4B04/P4B02      

PID 子号: 4B      

分析类型: 产品分析      

介质名称: 1-辛烯      

相态: 液      

操作温度(℃): 40      

操作压力(MPaG): 入口 0.5，出口 0.1      

介质组成: 组分 wt%        

 甲苯 ≤1        

 1-辛烯 ≥97        

 水 ≤50mg/kg        

          

          

          

          

  
 

       

          

分析项目: 全组成      

 1-辛烯      

 水含量      

控制指标: 1-辛烯 ≥97%        

 C8 ≥99%        

 水 ≤50mg/kg        

分析频率  正常： 2 次/班      

          开车：       

备注: 增加 1次/外送前      

 1-辛烯工况      

 新增采样器      

 I 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