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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汽油添加剂技术的应用 

朱以轩 

常州市宝隆化工有限公司  江苏常州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传统汽油工业也越来越成熟，然而汽油加工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

题亟需解决：如何提升发动机效率、怎样降低废油率等。本文结合汽油添加剂的特点，通过分析汽油添加

剂的应用与发展，并提出可行性对策来改善工作环境以及废气排放量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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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traditional gasoline industr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but the gasoline processing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how to improve 
the engine efficiency, how to reduce the rate of waste oil.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asoline additiv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asoline additives, and put forward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exhaust emission contro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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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由于汽油添加剂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缺陷,使其

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量，所以我们必须研制出

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并且价格便宜、性能良好且环保、

安全、高效的产品来适应市场需求。同时也要提高

添加剂生产企业或相关行业部门对汽油质量及资源

利用率的重视，从而促进我国汽油添加剂的发展向

着更高水平迈进。本文主要结合汽油添加剂的种类

特点，简单介绍汽油添加剂的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 
1 汽油添加剂的特点 
1.1 金属类抗爆剂 
（1）金属类抗爆剂主要包括金属羰基化合物和

碱金属有机物两大类，其中金属羰基类抗爆剂主要

有锰、镍、铁、铬等，最有代表性的是锰羰基类化

合物。金属类抗爆剂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添加剂，它

能够在高温高压下产生爆炸性，热稳定性好、强度

高且稳定不变化，它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质（如耐腐

蚀性、耐候用性等）。其主要作用机理为：能使燃

烧过程中形成的可燃气体而被氧化；发生化学反应

后生成有毒有害物质并分解成二氧化碳及其他产物

以防止对大气造成污染，也可以减少或避免产生大

量废气而导致环境恶化和温室效应[1]。 
（2）金属类抗爆剂是一种新型的抗氧化剂，它

主要存在于航空发动机、活塞以及其他机件中。其

作用机理为：①氧化还原反应产生了一个氧自由基；

②在燃烧过程中生成过氧化物和硫化物；③催化分

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等小分子物质并放出电子蒸汽而

使汽油膨胀，导致油质异常或者爆炸性混合物被烧

焦形成爆燃现象；④当发生裂化时生成的产物会引

起燃烧产生大量烟雾；⑤金属类抗火花剂可以提高

发动机功率。 
（3）金属类抗爆剂在汽油的生产过程中，具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可以使发动机更加安全可靠。现

在汽车上采用了大量新型防爆膜、电子点火罐和点

火器等技术，这些新产品不断研发出来后都取得了

不错成绩并且被广泛使用。另外一些企业已经开始

对国外引进先进产品进行研究开发工作并投入资金

到此基础之上来提高我国汽油机的质量水平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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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从而保证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以及影响力。 
1.2 非金属抗爆剂 
（1）非金属抗爆剂主要有醚类、醇类、酯类三

大类。它是指一种或多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物质，它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①缓释型添加剂，在某种特定

压力条件下，可以使气体中的组分快速释放出来以

达到保护气相、减少有害成分和防止爆炸等目的而

被广泛使用。②热分解型添加剂，这种抗爆方法一

般用于汽车发动机缸体冷却系统中对温度要求特别

高且易发生化学反应的部件或装置上，它是一种高

效环保产品。 
（2）非金属抗爆剂是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

使燃烧压力、温度和速度下降，然后释放能量而产

生爆炸性气体，它可以在发动机中被压缩成高温高

压气体。目前汽车上常用的是具有独特结构的汽油

添加剂油类产品，以聚苯乙烯为代表材料制成。用

铝制汽油作燃料动力部件时使用了大量非金属抗爆

气剂，其主要特点是价格便宜，但是随着科技水平

和经济条件不断提高，人们对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3）非金属抗爆剂是一种可以提高油品品质的

添加剂，它主要用于在发动机上，汽油机，柴油机

系统和其他部件。其基本原理为：通过增加活塞或

缸盖内气体量来降低压缩比；减少气缸衬及密封层

厚度并改善气门间隙以延长气道寿命；减少废气排

放量并降低油品温度；增加点火器数量以获得更大

功率来控制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能量损失、减小燃油

消耗率等[2]。 
2 汽油添加剂的应用 
2.1 锰基化合物 
（1）汽油中的锰主要是由碳基化合物组成，但

其存在形式和种类也有一定差异，一般情况下以铁、

铜为主要成分。而锌又是最常见于燃料油或工业用

金属合金材料，因为它具有高导电性、耐磨性能强

等特点；铝则为一种较常用元素之一并有良好的热

稳定性及耐候性等特点使其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发动

机上；此外还可以增加燃烧速度以及降低燃油消耗

率来节约能源，在高温下燃料中锰含量会下降

10%~20%左右，但对金属件没有腐蚀作用。 
（2）由于汽油中锰的含量比一般金属低，且它

是一种天然矿物，具有还原性和氧化还原性，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铁、铝等代替铬作为添加剂。在汽车

工业发展过程中也有大量使用锌基化合物，近年来

我国对铅酸及镍基合金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

突破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镁元素与锰的含量比

较大低于国际规范规定；锌资源丰富，价格便宜且

易获得和回收利用[3]。 
2.2 醇醚化合物 
（1）醇醚类化合物的生产方法是水蒸汽蒸馏法，

即在一定温度下，把原料中所含的水作为溶剂将其

蒸发出来。此工艺流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乙醇

和石油醚混合液来进行溶解；另一种则为乙腈水溶

液或甲醇溶液直接用碱中和后再加入酸酐作反应生

成酯化产物（如醇醚）。 
（2）汽油辛烷含量一般较高，其主要的用途是

制造各种醇酸。在石油化工行业中使用最多的是乙

醇，因为乙醇具有黏度小、流动性好等特点。所以

可以用不同种类的原料制成多种醇醚产品来生产油

类或含水剂型，如以甲醇为溶剂制得脂肪酸酯化液；

以三氯化铁作为催化剂制备合成脂肪酸皂和环烷酸

钠；再根据其用途选择合适的添加剂做酸碱比药进

行配制汽油工艺研究及性能试验。 
（3）醇类是汽油中的重要组分，由于其沸点低，

易挥发，在空气中会生成乙醇胺、甲醇等产物。汽

车燃料油一般都是用醇醚和水来进行燃烧反应，当

发动机启动时产生的是蒸汽压力为活塞压缩机所需

推力的压力；活塞由曲轴旋转驱动而产生动力消耗

能量后形成发动机功率。所以在启动或停止运转前

需要使用汽油作为助燃剂，但由于其不稳定造成了

不能直接利用柴油等问题[4]。 
（4）在汽油中，乙醇的含量最高，约为百分之

七到一百七十，因为它能使发动机保持良好的工作

温度和较高燃烧效率。但如果是用醇醚作为原料进

行生产的话会对环境造成很大污染，而且还可以降

低辛烷值（一般情况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并且醇

类化合物也不能被氧化成酒精而直接排放出来。所

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提高乙醇浓度，因为在汽油中

含有大量的碳氢双键结构，它很容易与空气中氧、

二氧化碳反应生成一氧化碳。 
2.3 物理添加剂 
（1）物理添加剂是指能提高汽油辛烷值，改善

油品黏度，降低爆燃点和抗热性的性能，它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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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具有良好动力特性、燃油经济性。如稳定剂，

在汽油中加入适量的稳定剂后能够保持不变形或产

生化学反应而改变了稳定性，同时也要保证其不发

生反应导致不需要用其他添加剂就可提高辛烷值，

所以我们通常使用一些能降低爆燃点和抗热裂纹的

物质来增加它对发动机性能的影响范围。 
（2）物理添加剂是指能够增加其稳定性和抗爆

性的物质，它对油、水或空气中的杂质进行吸附处

理，使其具有一定化学性质和生物活性。它具有以

下特点：能提高汽油机性能；能降低燃烧温度和压

力；提高了汽油抗氧化性以及改善燃料安全性等。 
3 汽油添加剂的发展 
3.1 新型添加剂 
（1）新型添加剂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随着科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技术、新材料和工艺在汽油

机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新型复合原料油催化

剂，目前世界上主要以聚乙烯类或碳纤维素为代表

所生产出来的是一种可溶性导热型碳化合物油烯酸

脂以及它正在被开发利用；还有一些添加剂已经开

始应用于汽车轮胎工业中去。由于这些新型的燃料

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低密度、高硬度等优点而在汽

油机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5]。 
（2）新型的有机硅油酸类，如聚烯烃、环氧树

脂等，可与其他添加剂混合使用。聚氨酯泡沫塑料，

它是以异氰酸盐为原料合成的一类聚合物材料，其

结构特点：具有优良性能——耐热性和绝缘性高强

度特性好且易加工成膜；在高温下也能保持稳定性

并不会产生开裂现象，但不具备透气、无气味等特

征，所以一般用于汽车发动机衬套密封用。 
（3）新型的乳化汽油添加剂，如可燃性环烷酸

钙、氧化铝和硅酮等。由于这些新型添加剂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用它来取代传

统油类燃料或其他工业原料，也可用其作为预混剂，

使混合料更加均匀致密与稳定。还能提高发动机功

率并降低燃油消耗率及排放量（汽油添加至三元机

渣后），从而达到节能减排、减少污染等环保理念。 
（4）新型稳定剂，随着汽油的质量不断提高，

其稳定性也在增强，对发动机性能有很大影响，所

以添加剂一直是一种重要而有效且广泛使用。在我

国一些大城市中已经开始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混合气

来代替传统燃料，但由于技术原因这些方法都不是

很完善和到位。因此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加

强研究工作量以及增加新功能等方面以达到更好的

效果，另外还可以加入新型抗氧化剂或增强其理化

性质。 
（5）其他新型添加剂，如生物发酵剂，抗生物

质，复合材料等。生物酶催化剂的特点，在微生物

和植物细胞中存在着一种或多种酶催化作用后产生

了另一种新生成的活性肽化合物称为“基因工程”

分子膜。它是由氨基酸组成、亚铁氰化物形成而构

成的一类聚合物，具有很强吸附能力并能与其他高

分子结合而成多孔性结构，可被用作金属表面处理

剂用于工业生产过程。 
3.2 生物添加剂 
（1）生物添加剂是指将微生物和细菌的作用，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来源，使产品具有良好稳

定性。它包括许多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是生物活

性肽（B 分子）、氨基酸残基（如氨基甲酸酯类化

合物等）和蛋白质复合物以及其他氨基酸组成的酶

系统来实现对人体健康进行保护功能。另外还有一

些化学合成添加剂是指将微生物和细菌所产生出来

的某些物质转化为植物生长中一种或几种酶，使其

具有增强免疫力作用。 
（2）生物添加剂是一种能代替石油的新型技术，

它在油田开发中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科技

水平和经济发展，人们对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生物

柴油也被广泛应用到工业中来“绿色”生产、环保

节能等方面。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对于海洋资

源保护力度不够及环境问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导致

油气开采后造成严重后果以及其他污染的现象屡见

不鲜，因此生物燃料具有清洁无害性和可再生性特

点。 
（3）生物安全添加剂是一种新型的化学剂，它

可以在高温高压条件下使用，这种添加剂能够降低

油中致癌因子和微生物生长繁殖速度。由于其特殊

性所以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上，生物安全稳定技

术主要包括：基因工程、酶抑制剂法等方法对动植

物进行保护作用。通过利用植物细胞培养过程所产

生的菌体来调节油脂含量或使之达到化学成分平衡

状态，并能促进微生物代谢活动、提高抗氧化能力，

采用生物合成类油脂添加剂和天然油料相结合使用。 
（4）生物添加剂是由微生物（如细菌、放线菌



朱以轩                                                                              浅谈汽油添加剂技术的应用 

- 24 - 

和真菌）所产生的，具有很强的化学稳定性，在水

溶液中不发生化学反应。它可以改变或抑制某些分

子之间相互作用力，目前生物油品主要用于工业生

产上；也可作为其他液体添加剂使用。在过去由于

人们对汽车安全问题高度重视而导致一系列交通事

故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未来生物柴油是一种非常

值得关注与研究方向之一，其发展前景和应用潜力

有十分广阔的领域和产品——如无气味、低污染等。 
4 总结 
汽油的成分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在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其研究非常广泛。目前国内外对于它的应用

都比较成熟。但是随着科技发展进步、能源短缺等

问题制约了油品行业向更高层次前进和发展，所以

我们应该积极开发新技术来解决这些难题，要转变

发展方式向节能减排靠拢；在产业布局中，加快新

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方向，促

进汽油添加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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