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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的生产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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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低泡沫非离子表面活性剂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的 性 质，如 耐 硬

水、净洗性能、低温流动性、生态环保等，叙述了 FMEE 的合成机理及生产方法，以及其在

造纸、煤碳浮选、硬表面清洗、纺织印染等领域相关应用。认为应加强合成 FMEE 催化剂的

改进，提高其性能和效率；合成出不同结构的 FMEE，并实现与其他表面活性剂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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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物（FMEE）是一种低泡沫

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具有优异的净洗性能，特别是

分散力出众， 在净洗过程中能够有效的防止污垢的

反沾污，适用于油脂和蜡质的清洗[1]。 本文介绍该类

产品的生产现状和化学性能， 以及在工业清洗、日

化、煤田选矿、农业、纺织印染等领域的应用。

1 性质

1.1 表面活性

表面活性剂的表面张力与其润湿性能或者净洗

能力有很大联系， 表面活性剂的洗涤作用是通过降

低水洗工作液的表面张力， 使污垢结构中的亲油基

（憎水基）平铺并吸附于水分子表面，最终脱离被洗

物体，完成洗净的过程。 由此可知，只有具有较低表

面 张 力 的 表 面 活 性 剂 才 能 具 有 较 强 洗 涤 性 能 。
FMEE 的表面张力较小，为 12.5 mN/m（溶液浓度 1
mmol/L），其 临 界 胶 束 浓 度 为 0.097 9 mmol/L，属 于

低张力类表面活性剂， 因此 FMEE 具有较强的润

湿、乳化和去污力[2]。 表 1 为 FMEE 与几种常见表面

活性剂的表面张力 γ 与临界胶束浓度（CMC）。
1.2 抗硬水性

水中的钙镁离子对任何一种表面活性剂均会有

不良的影响，表面活性剂在硬水中的洗涤能力，或者

对钙镁离子的承受度也是考察表面活性剂净洗能力

的重要指标。
钙镁离子对表面活性剂的性能影响基理， 目前

较为认可的说法是钙镁离子与表面活性剂的亲水基

发生范德华力结合， 生成表面活性剂的不解离 Ca2+

或 Mg2+的盐类物质， 这些钙盐或镁盐不仅会降低表

面能活性剂的有效活力， 也会提高表面活性剂的克

拉夫点（Krafft point），克拉夫点提高越多，表面活性

剂的净洗能力下降越大。 可以用表面活性剂在钙镁

离子溶液中的克拉夫点的变化△KP 来表征表面活

性剂的抗硬水能力，△KP 越大，抗硬水性越差[3]。 表

2 为 FMEE 与其他种类表面活性剂△KP。
由表 2 可知，FMEE 在硬水中的的克拉夫点变

化较小，耐硬水能力较好。

表 1 表面张力与临界胶束浓度

Tab 1 Surface tension and critical micelle concentration

注：表面张力采用接触式表面张力测试 法，待 测 物 的 测

试溶液浓度为 1 mmol/L。 AEO 为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系列，TX
为 壬 基 酚 聚 氧 乙 烯 醚 系 列 ，OP 为 辛 基 酚 聚 氧 乙 烯 醚 系 列 ；

LAS 为 直 链 烷 基 苯 磺 酸 盐，SDS 为 十 二 烷 基 硫 酸 钠，AES 为

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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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EE  12.5   0.097 9 

AEO-7  12.7   0.093 1 

AEO-9  13.3   0.101 7 

TX-10  17.6   0.133 1 

OP-10  21.9   0.140 1 

LAS 55 1.391 

SDS 91 2.276 

AES 63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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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散力

表面活性剂的分散力是影响净洗性能的重要指

标， 一方面表面活性剂与水中的钙、 硅离子形成钙

垢、硅垢等，会附着于被洗物体和设备的表面，不仅

影响洗涤效果，也会影响洗涤设备的使用寿命。另一

方面，在洗涤过程中，清洗下来的油脂污垢等也会反

沾污于被洗物体的表面，形成二次沾污，影响洗涤效

果[4]。
表面活性剂的分散性能越好， 越能有效阻止各

种杂质的反沾污，降低表面活性剂用量同时，提高净

洗效率。
表面活性剂的分散力取决于自身的结构， 相对

分子质量大， 分子式中具有支链结构的往往分散性

能较好[5]。 FMEE 分子结构中具有 18 个碳的长分子

碳链，同时具有 2 个乙氧基团，分子结构比 AEO、TX
等非离子产品更复杂，相对分子质量更大，因此相对

也具有更佳的分散性能。
1.4 生物降解性以及对人体安全性

FMEE 的主体碳链具有酯基结构， 酯基结构相

对不稳定，其末端更容易被氧化，并在 β 碳位置发生

断裂，分解转化为微生物代谢产物，最终降解为二氧

化碳与水，生物降解率可达 99%以上[6]。 FMEE 的毒

理性指标见表 3。
表 3 FMEE 的毒理性指标

Tab 3 Toxicological properties of FMEE

注：COD 为 20 mL FMEE 浓度 0.125 mol/L 的溶液测得；

生物降解速率与半衰期采用衰减法测定，测试温度 25 ℃。

FMEE 不仅对环境没有危害， 对人体的刺激较

小，FMEE 的 LD50 为 2.7～5.0 g/kg （白鼠急性口服），
完全符合人体的安全要求指标， 对人体皮肤和眼睛

的刺激性较小[7]。
1.5 流动性

FMEE 同其他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一样， 也具有

凝胶化倾向， 当活性物的质量分数为 45%～50%和

75%～95%时，往往呈现胶凝区域。FMEE 在凝胶状态

含量范围以外时， 即使在较低温度条件下仍具有流

动性，低温条件下取料方便。 FMEE 也具有冷水可溶

性，冷水化料时间短。

2 生产方法

FMEE的生产工艺路线有 3 种[8]。 第 1 种是脂肪

酸首先与环氧乙烷（EO）加成乙氧基化得到脂肪酸

聚氧乙烯醚，再与甲醇酯化得到；第 2 种是甲醇首先

乙氧基化得到甲基乙二醇聚醚， 再与脂肪酸发生酯

化反应得到。以上 2 种路线均为 2 步法，合成路线繁

琐、工业化生产成本高，属于最早期的合成工艺，而

且产品中有效物含量低， 副产物含量大， 如聚乙二

醇、 乙酸乙酯等； 第 3 种工艺是脂肪酸甲酯直接与

EO 在催化剂与高温的条件下进行加成， 工艺路线

短、成本低，使得该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成为现实。
2.1 催化剂

采用脂肪酸甲酯直接乙氧基化物生产 FMEE，
最大的难点就是脂肪酸甲酯由于分子中不存在活泼

氢，不像脂肪醇很容易地发生加成反应，无法用碱催

化剂如 NaOH、NaOCH3 等完成乙氧基化反应， 否则

不仅反应速度慢，而且转化率也不超过 30%，因此，
如何选择更适合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反应的催化剂

成为该工艺的关键，关系着该产品能否实现低成本、
规模化生产。

目前有效的脂肪酸甲酯乙氧基化的催化剂主要

有 2 类 ：MgO-Al2O3 双 核 金 属 氧 化 物 催 化 剂 以 及

Mg-Al-Co 三元有机酸盐类催化剂。 与氢氧化钠作

为催化剂相比，这 2 种催化剂体系催化效率高，得到

的 FMEE 成品色泽浅、透明度高、流动性较好。
2.2 合成机理

介绍以 Mg-Al-Co 三元复合物作为催化剂，以

脂肪酸甲酯直接与 EO 进行加成得到 FMEE， 合成

得到 EO 浓度 7～12 mol/L 的 FMEE。
以脂肪酸甲酯为起始原料， 为了提高脂肪酸甲

酯的乙氧基化程度，首先引入部分羟基，在脂肪酸甲

酯的羟基与酯基 2 个位置同时乙氧基化。 合成路线

如下：

表 2 表面活性剂在硬水中的△KP

Tab 2 △KP of surfactant in hard water

注：△KP=KP1-KP0。 KP1 和KP0 分别为表面活性剂在软水中

和质量分数 0.5×10-3 硬水中侧得克拉夫点。

������ �KP� ������ �KP�

FMEE 12 AES �48�

AEO 12 LAS �71�

TX-10 15 � �

�

CODCr / 

(mg�L-1) 

BOD5 / 

(m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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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77 0.58 21.3 

�

·35·



n=3～5。
2.3 生产工艺

吸料过程：在一定真空度下将 1 840 kg 脂肪酸

甲酯、165 kg 去离子水和 55 kg 有机钯复合催化剂

吸入 11.7 m3 的高压釜中；开搅拌，缓慢升温加热至

140 ℃（升温速率为 3.5 ℃/min），升温结束，保持恒

温， 关掉搅拌后用 N2 置换反应釜内残余的空气，为

确保空气残余量为 0，二次 N2 置换釜内空气；开搅

拌，吸入 158 kg 的 Mg-Al-Co 三元催化剂，通过计

量泵缓慢加入 5 157 kg 的 EO（体积流量 28 L/min）。
反应过程：EO 加入后， 控制温度 140～145 ℃，

反应 3 h；升温至 185 ℃，并补加约 7 kg 的 Mg-Al-
Co 催化剂， 继续反应 2.5 h。 反应结束后老化至约

120 ℃，再通冷却水冷却到 80 ℃，同时吸入 2 600 kg
去离子水、150 kg 异丙醇，搅拌 10 min。

3 应用现状

FMEE 的乙氧基化结构存在于其分子链 2 个不

同位置，分别是由羟基和酯基同时乙氧基化获得，同

时具有酯-醚和醇-醚结构，从而其净洗性能更加出

众，被广泛地应用于洗涤剂、煤矿浮选、油田驱油、农

药、印染及生物化学等领域[9]。
3.1 日化领域

FMEE 具有类似油脂和蜡质结构， 具有较强的

除油脱脂能力， 其防止二次沾污能力明显好于其他

类型表面活性剂，具有洗涤能力出众、泡沫低、易于

漂洗等特点，适用于日化洗涤剂的生产，特别是液体

洗衣剂产品，为了追求中性条件下的洗涤效果，使用

去污力较强的 FMES 替代传统的阴离子型表面活性

剂提高洗涤力[10]。
3.1.1 餐具洗涤剂

餐具洗涤剂中是以 LAS/AEO 或 AES 为主体成

分，配以食盐等增稠剂，产品多以质量分数 10%左

右的出售，为了降低成本，LAS 或 AES 比例较高。
餐具洗涤剂主要针对的洗涤对象为食用油、色

拉油等油脂， 因此要求其原料有很好的除油脱脂性

能。 阴离子原料 LAS 与 AES 虽能降低产品成本，但

是去油和脱脂不尽人意。 配方中通过复配 FMEE，可

以改善产品的去油污的能力， 提高餐具洗涤剂的清

洗效果[11]。

3.1.2 洗衣液

洗衣液是洗衣粉的升级和替代品，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洗衣液在欧美以及日本开始取代洗衣粉。
洗衣液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认可过程后， 正慢慢地

被中国消费者接受， 目前已经广泛的出现在了超市

的销售柜台。
洗衣液由于配方里面少了碱性助洗剂和无机盐

类助洗剂，使得洗衣液的净洗能力大打折扣。为了使

洗衣液获得近似洗衣粉的净洗效果， 在表面活性剂

的选择上， 多选择净洗力和去污力更高的产品作为

配方主体成分。
FMEE 具有极佳的去污与分散净洗功能， 净洗

性能优于 LAS 与 AEO 等。 在洗衣液中代替其他表

面活性剂可以提高洗衣液的去污力[12]。
3.2 硬表面清洗

硬表面清洗主要包括钢材脱脂与除油、 地板清

洗以及玻璃品清洗等， 对化学品的乳化能力要求较

高， 因此该领域会大量使用含有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类的表面活性剂，如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
与 OP 系列。 随着环保的要求， 也会使用脂肪醇醚

AEO 系列。AEO 系列价格相对便宜，但对于重油污，
特别是蜡质的去除效果非常不理想。 FMEE 有类似

于石蜡的酯基结构，对蜡质去除效果较好，与其他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的复配使用， 弥补其他非离子产品

除蜡与分散效果差缺陷， 从而提高整个产品的除蜡

清洗效果[13]。
3.3 农业领域

FMEE 具有良好的分散性， 对高浓度电解质不

敏感，与聚氧乙烯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不同的是，耐

电解质，泡沫较低，因此适合农业应用。 FMEE 作为

农药乳化和分散剂具有可生物降解、 不污染农作物

和土地以及吸湿性好等特点，适宜作农药乳化剂，并

可调整土壤湿度，对草甘膦、毒死蜱和农用灭菌剂均

有显著的增效作用[14]。
3.4 石油工业

FMEE 具有降低水活度、 改变大页岩孔隙流体

的流动状态作用，加入到钻井液以后，体系具备了部

分油基钻井液的特点，如润滑性好、抑制能力强、抗

二次沉积能力强，并有良好的储层保护作用等特点。
FMEE 能与其他水溶性聚合物相互作用而达到最佳

降滤失效果， 拓宽天然聚合物钻井液使用的温度限

定范围[15]。
3.5 煤矿浮选

煤田的细粒煤分选主要捕捉剂浮选， 目前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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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剂为柴油或煤油， 应用机理为捕捉剂在煤炭表

面形成疏水膜层， 使细粒煤易于随泡沫脱离煤块并

予以收集。 为了提高捕捉剂的效率，减少其使用量，
一般在浮选过程中添加表面活性剂改善捕捉剂和起

泡剂效果。 这类表面活性剂要求有较好的煤油或轻

柴油的乳化能力和较好的分散力，FMEE 同时具有

以上2 个特点， 适用于浮选促进剂或与煤油等配制

混合浮选药剂[16]。
3.6 纺织印染

纺织印染行业中也会用到净洗功能的表面活性

剂。相对于硬表面清洗，纺织品的清洗很注重化学品

的环保与安全性。 另一方面，纺织品表面的油、蜡等

杂质相比钢材、地板等，相对较少，并且容易清洗。所

以对纺织品的清洗不像硬表面清洗要求那么高的乳

化力，而是要求具有更全面的性能，像乳化、分散、低

泡、渗透、使用方便等诸多性能的均衡体现。
FMEE 可用于涤纶、氨纶等化纤织物的除油，针

织棉布溢流精练等清洗工艺， 具有低泡沫、 除油彻

底、毛效高等优势[17]。

4 结束语

与 AEO 系列的醇类聚氧乙烯醚相比，FMEE 具

有低泡沫、优秀的分散净洗以及良好的低温流动性，
使用更加方便，除油脱脂能力优于 AEO 系列，适合

用于工业清洗、日用化学品、油田驱油、煤炭浮选以

及纺织印染等领域。
从发展趋势看，应加强合成 FMEE 催化剂的改

进，提高其性能和效率；合成出不同结构的 FMEE，
并实现与其他表面活性剂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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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国家石化公司和 CPChem 开启

朱拜耳大型石化联合体

沙特国家石化公司（Petrochem）已经 开 启 了 位 于 沙 特 朱

拜耳的一个主要石化联合体。 该项目是由 Petrochem 公司（占

65%股权）和阿拉伯雪佛龙菲利浦斯（持 35%股权）的合资公

司沙特聚合物公司负责建设。 阿拉伯雪佛龙菲利浦斯是雪佛

龙菲利浦斯化学公司（CPChem）的全资子公司。 该石化联合

体的建设工作于去年底完成。

该联合体设计年产乙烯 1 165 kt，丙烯 430 kt，高密度聚

乙 烯（HDPE）和 低 密 度 聚 乙 烯（LDPE）合 计 1 100 kt，聚 丙 烯

400 kt，聚苯乙烯 200 kt 和己烯 1 100 kt。
（庞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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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nanoscale material size effect and surface effect, improve electrochemical activity of electrode
material,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nano positive pole materials.
Keywords: lithium ion battery; battery positive pole materials; lithium cobalt oxide; lithium manganate; lithium iron phosphate;
nanomaterials; progress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Fatty Methyl Ester Ethoxylate
Xu Mingxun

(Xihe Shanghai Chemicals Co., Ltd, Shanghai 201108)
Abstract: Fatty methyl ester ethoxylate (FMEE) is a low foam non-ionic surfactant;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properties of FMEE
such as resistance to hard water, cleaning property, low-temperature fluidit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properties,
described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and production methods of FME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papermaking, coal carbon flotation, hard
surface cleaning,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etc. The catalyst in FMEE synthesi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and FMEE was synthesized with different structure and achieve its compound with other surfactants.
Keywords: fatty methyl ester ethoxylate (FMEE); non-ionic surfactant; production; application

Improvement of OAT Filter in Melamine Production Device
Gao Weili

(Zhongyuan Dahua group Co., ltd of Henan Province, Puyang, Henan 457004)
Abstrac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process flow and construction features of the OAT filter in melamine plant, analyzed the
problem of the equipment during running and applic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he filter car shaft, rod distance pipe, oscillator air outlet
pipe and filter leaf screen, putted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each problem in detail. Significant effect was
obtained after improvement, which ensured the normal production.
Keywords: OAT filter; melamine; construction; improvement

Adaptive Remake of Ketone-Benzol Unit Weight Set
Zhang Zheng

(Wuhan Jinzhong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Co., Ltd, Wuhan 430223)
Abstract: The maximum processing power of ketone-benzol unit weight set was only 80 kt/a, which was not coordinated with the
capability of hydrogenation modification device. We adopted positive sequence process for adaptive remake according to crude oil
properties change. The actual production showed that throughput of heavy set increased to 126 kt/a, comprehensive yield of oil wax
increased from 60% to 64.4%, energy consumption dropped to mark oil 112.46 kg per ton of raw materials, the year's efficiency
reached to more than 2,252.8 ten thousand yuan.
Keywords: ketone-benzol deoiled wax; positive sequence process; remake

Optimization of Absorption and Stabilization Section Parameters in Diesel Hydrogenation Unit
Li Xiaoyong, Bai Yongtao, Song Hongyan

(Shanxi Yanchang Petroleum (Group) Co., Ltd., Yan′an Petrochemical Works, Yan′an 727406)
Abstract: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was not produced in diesel hydrogenation unit which leaded to large loss of gasoline and low
production yield.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could be produced continuously and the total liquid yield increases more than 1%, which
greatly increases the economic benefits after adjusting the operation parameters including improving stability tower operating
temperature and adjusting the stable tower back flow, etc.
Keywords: diesel hydrogenation unit; gasoline;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total liquid yield

Coal, Oil Field Gas and Residual Oil Joint Production of Methanol to Realize Resources Complementary,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Liu Lina, Li Hui, Wang Ding
（Shaanxi Yanchang Zhongmei Yulin Energy and Chemical Co.,LTD, Jingbian, Shanxi 7185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oil field gas and residual oil joint
production methanol. n(H2)/n(CO) of the coal water slurry gasification effective gas was 0.4 ~ 0.5, the section of steam gas conversion
effective gas was 2.7 ~ 3.0. Combined three gas including the by-product redundant CO from coal water slurry gasification, the excess
H2 from natural gas conversion and the by-product dry gas from residual oil catalytic cracking (part of H2 by separation recovery)
according to H, C element complementary theory and the joint production of methanol process. The ratio of synthesis gas fr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