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克森美孚催化剂及技术许可
催化剂创新、工业经验、业绩承诺

埃克森美孚
催化剂及技术许可 ：
广阔的市场机遇
埃克森美孚催化剂及技术许可为客户提供各种高性能
催化剂产品组合。在这些催化剂的背后，是我们一
贯秉承的创新传统，以及维护稳固客户关系的承诺。
作为炼油和石化产品工艺领域的领先运营商，埃克森
美孚一直在不断改善其催化剂的性能。埃克森美孚将
长期的催化剂开发与生产经验相结合，为客户带来了
显著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将催化剂用于生产对二甲苯、
润滑油、燃油，还是其它产品，埃克森美孚都会与客
户合作共赢。

一起拥抱广阔的市场机遇吧！

埃克森美孚提供了各种高性能特种
催化剂产品组合，这些产品建立在
领先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级运营
经验为强大后盾。
埃克森美孚可以将我们的产品发运到全球的许多地区，甚至包括偏远地区的客户。

埃克森美孚公司
埃克森美孚是世界上最大的上市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是
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产品生产企业之一。我们帮助提供的能源
是全球几十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改善的基本要素。能源的
利用是舒适生活、交通运输、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基础。
它几乎涉及现代生活的每个方面。
埃克森美孚具有 125 年以上的悠久历史，主营三大
核心业务板块 ：
上游业务
埃克森美孚的上游业务融合了所有开发类型和地区
具有吸引力的勘探机遇、行业领先的资源基础、世
界一流的项目组合，以及各种可实现高收益的生产
资产。埃克森美孚在 36 个国家 / 地区进行积极勘
探或生产。
炼油业务
埃克森美孚的平衡型炼油业务组合包括遍布 14 个
国家 / 地区的炼油设施。埃克森美孚是世界上最大
的一体化润滑油基础油精炼企业和生产商之一，也
是石油产品和成品润滑油市场的领先者。我们的高
品质产品和强大的全球炼油和分销商网络使我们成
为全球领先的供应商。

化工业务
埃克森美孚化工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之一。特有
的大宗化工产品和特种化工产品业务组合，为我们
在整个行业周期都带来卓越的投资回报。埃克森美
孚化工在 16 个国家生产高品质化工产品。公司业
务主要遍布于亚太及其它区域，以确保公司有能力
满足全球化工产品需求增长。

主要催化剂客户
化工业务（包括在苯乙烯、酚醛和聚酯价值链
中使用的催化剂）
炼油业务（包括在燃油、润滑油和合成燃油
价值链中使用的催化剂）

埃克森美孚催化剂及技术许可：
塑造未来
作为与客户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催化剂创新者和生产商，
埃克森美孚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通过催化剂开发来优化
和改善客户运营。
遍及全球的经验，世界一流的催化剂
埃克森美孚致力于推动客户的成功运营，重点关注
如何提高客户的加工工艺和装置产生的价值。埃克
森美孚催化剂在全球 150 多个商业生产装置中使
用，可以提供众多潜在优势，例如提高装置生产效
率或扩大产能。

炼油和石油化工技术
埃克森美孚为生产高品质燃油和润滑油提供多种催
化炼油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客户满足除硫和除
苯法规要求、生产高品质馏分油和润滑油，以及生
产以天然气中提取的甲醇为原料的高品质合成发动
机燃油。

埃克森美孚的愿景是成为特种分子筛催化剂领先
供应商 ：
• 发明新的催化剂技术，提升商业价值
• 为客户提供新的催化剂，以供工业生产装置使用
• 提供持续客户支持，促进客户长期成功

在化工方面，公司提供一系列广泛的优质技术，用
于生产基础化工产品、聚合物以及用于生成聚乙烯、
聚酯、尼龙、苯乙烯、聚碳酸酯和其它高性能材料
的化工中间体产品。由于全球对这些化工产品的需
求增长，这些技术的市场不断壮大。

高性能催化剂产品
埃克森美孚提供了 35 种以上的工业催化剂产品，可用于二甲苯加工、芳烃烷基化、燃油和润滑油脱蜡、
合成燃油的合成以及常规燃油质量改进。依仗于 50 多年的工业研究，埃克森美孚已发明了许多用于化工和
炼油工艺并实现了工业化应用的催化剂。埃克森美孚催化剂的使用寿命长，使客户可以避免由于催化剂再
生造成的停工。
埃克森美孚催化剂可用于生产各种化工产品和炼油产品 ：
• 在化工产品领域，用于生产二甲苯、乙苯和异丙苯
• 在炼油领域，通过裂化和选择性异构化反应进行馏出和润滑油脱蜡
• 在燃油和合成燃油领域，用于将甲醇转化为汽油
我们的产品组合
价值链

技术领域

工艺 *

催化剂产品系列

苯乙烯

烷基化

EBMaxSM

EM-3200、EM-3300、
EM-3700、EM-3800
EM-3100、EM-3500

气相乙苯

EM-5100、EM-5500

酚类

烷基化

异丙苯

聚酯和纤维

二甲苯异构化

XyMax 、XyMax -2、
EMHAISM、AMHAISM

EM-4400、EM-4400、
EM-4500、EM-4600

转烷基化

LPI
TransPlusSM 5

EM-4800
EM-1200

歧化

PxMaxSM

EM-2300

烯烃清除

OlgoneSM

EM-1800

甲苯甲基化

EMTAMSM

EM-2400

降苯

BenzOUT™

EM-8600

辛烷值提高

OCTGAIN

EM-8000

柴油脱蜡

MIDW™

EM-6300

润滑油脱蜡

MLDW™
MSDW ™

EM-7100
EM-7300

加氢精制

MAXSAT™
MWI™

EM-7500
EM-7800

加氢处理

RHC、LHDC

EM-7400

甲醇制汽油

MTG

EM-9000

埃克森美孚提供定制的技术解决方案，以满足客户
对安全、可靠生产的需求，从而提高效率、减少排
放并提供高附加值产品。

燃油

润滑油

合成燃油

SM

SM

SM

* 该加工技术采用与催化剂供应独立的许可。每种加工技术的技术许可商是埃克森美孚或其技术许可合作伙伴之一。

催化剂发明和工业化方面的技术
埃克森美孚在催化剂开发方面有着悠久的创新历史，并且在将其发明转化为商业应用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
从早期开创性的流体催化剂裂解装置和沸石技术到众多先进催化剂的开发，埃克森美孚不断在催化剂创新
和工业化方面展现其 领导地位。

1997

2015

选择性甲苯歧化
可以实现高对二甲苯
产量和更高总体二甲苯
产量而无需器内择型的
催化剂

1975
烷基芳香烃合成
含镍的沸石催化剂，可以
实现芳族化合物的生产

液相异构化 (LPI)
二甲苯异构化工艺在
低温下运行，二甲苯
损失少于气相技术。
低温操作可大幅节约
能源并且无需沸腾和
冷凝操作。

1995
液相烷基化
在 50 个以上的应用中
用于乙苯和异丙苯生产
的先进催化剂

1962
沸石催化裂解
柴油的选择性裂解，
可以极大地提高
汽油的辛烷值

1967
β 沸石的发现
ZSM 催化剂产品系列中
的第二种沸石催化剂，
具有十二环孔三维结构

1960

1950

1980

1973
二甲苯异构化
用于将富含 C8 的原料
转化为邻二甲苯和
对二甲苯的先进催化剂

1963
发现 ZSM-5
ZSM-5 (Zeolite Socony
Mobil) 是 一 种 硅 铝 酸 盐
沸 石 催 化 剂， 可 以 在
结焦最少的情况下实现
形 状 选 择 性 化 学 反 应，
这对于许多炼油和化学
工艺来说是一个革新性
成果

1990

气相乙苯
ZSM-5 催化剂可以实现
苯烷基化为乙苯的过程，
并且可以实现苯乙烯及
其衍生物的生产

1970

1955
加氢精制催化剂
通过利用镍 / 钼 / 铝
催化剂，加氢处理成
为一个重要催化工
艺，可去除硫并改进
馏 出 物、 润 滑 油 和
石 蜡 的 质 量（NiMo/
Al2O3 催化剂）

1979

1977
催化脱蜡
用于对柴油进行选择性
脱蜡的先进沸石催化剂，
可以提高低温性能

发明 MCM-41
具有可调节
中孔直径的
先进分子筛

1990

2007
OlgoneSM
从芳烃流中选择性地
去除烯烃和二烯烃的
先进催化剂

1998
转烷基化生产二甲苯
可实现将 C9+ 芳烃改质
为二甲苯和苯的催化剂

2000

2010

2020

1986

2001

2011

甲醇制汽油
ZSM-5 催化剂材料可以在甲醇
转化为汽油的工艺中发挥重要
作用，从而实现在偏远地区利
用天然气来生产液态燃料

Nebula 催化剂
活性极高的基础金属催化
剂代表了自 20 世纪 50 年
代开始开发加氢处理催化
剂 以 来 取 得 的 巨 大 进 步，
该催化剂由埃克森美孚和
Albemarle 联合开发，尤其
适用于在中压到高压下进
行超深度脱硫处理、脱氮
处理和脱芳烃处理。

BenzOUT ™
全新的催化剂产品，可在
汽油混合组分中选择性地
进行苯改质，从而减少汽
油中的苯

™

MCM-22 的发明
沸 石 MCM-22 具 备 十 二 环 孔
的三维结构，这一发现使得实
现高形状选择性化学反应成为
可能，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芳
烃加工中的结焦现象

1996
选择性润滑油脱蜡
专门设计的分子筛催化
剂，可以选择性地对润
滑油原料中的长链石蜡
进行裂解并去除芳烃

实现创新的优势
持续创新和投资
埃克森美孚的研发工作对持续改进催化剂性能和工
艺优化的计划提供了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始于埃克
森美孚公司的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负责新催化剂
活性材料的发现、开发和测试工作。埃克森美孚是
使用高通量试验来加速催化剂开发的先驱公司之
一。埃克森美孚研究员凭借多年累积的丰富经验，
开发了一套高效的创新工艺。
现场测试，洞察力导向
作为催化剂技术的开发者和商业用户，埃克森美孚
有着独特的定位。埃克森美孚研究实验室开发的催
化剂材料和产品在公司的炼油和化工产品生产装置
中经过现场验证。在埃克森美孚工厂内部获得的催
化剂使用和性能方面的领悟可以推动产品和工艺的
进一步优化。接下来，埃克森美孚将这些催化剂提
供给客户。

成功的客户关系
埃克森美孚高度重视我们与客户的关系。在催化剂
的使用寿命内，埃克森美孚会定期与客户会面，确
定可改进运营效率的机会，并讨论未来的发展和催
化剂供应需求，包括最新的催化剂产品。客户可以
从我们在多年全球技术经验上形成的洞察力获益，
同时我们可以对产品进行定制，以满足客户的特定
需求。此外，埃克森美孚及其技术许可合作伙伴可
以提供技术和商业组合解决方案以优化催化剂选择
和工艺操作，从而帮助满足客户的生产和效率目标，
例如工艺改建、扩建和新建生产装置。
全球物流
多年来，埃克森美孚一直与客户全力配合，在全球
范围内稳定地供应催化剂。利用快速响应的全球供
应链，埃克森美孚不断地实现卓越运营。我们与技
术许可合作伙伴一起，在催化剂的最初订购到使用
寿命结束的全过程中，提供了催化剂、工程设计和
物流支持。

埃克森美孚每年在研发工作上的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技术创新始于埃克森美孚公司的
战略研究中心，该中心负责新催化剂的发现
工作，并通过高通量试验加速催化剂的开发。

持续创新 ；工业验证。请与我们联系，
了解埃克森美孚的催化剂和丰富经验
如何为您提供帮助。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
catalysts-licens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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