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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蛋氨酸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二章。

报告是博思数据的研究成果，通过文字、图表向您详尽描述您所处的行业形势，为您提供详

尽的内容。博思数据在其多年的行业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了完善的产业研究体系，一整套

的产业研究方法一直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本蛋氨酸行业研究报告是2014-2015年度，目 前国

内最全面、研究最为深入、数据资源最为强大的研究报告产品，为您的投资带来极大的参考

价值。

    蛋氨酸是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产品，是中国为数不多需从国外大量进口的产品之一。蛋氨

酸的生产成本主要决定于生产工艺和原料供给，从国外降低生产成本的措施来看，原料本地

化供应是关键。     我国是石油加工大国，拥有加氢脱硫、丙烯腈和乙烯等众多生产装置，乙

烯装置的副产丙烯是生产丙烯醛的基本原料，而加氢脱硫副产品硫化氢和丙烯氨氧化副产品

氢 氰酸，都是生产蛋氨酸的主要原料。因此，从原料角度来说，我国某些大型石油化工企业

中，生产蛋氨酸产品原料优势明显。同时，我国有多套丙烯、乙烯氧化大型 装置运行，积累

了大量的氧化工艺、催化剂、环保和反应工程方面的经验，建设一套万吨级的丙烯醛装置是

完全可行的。综合两方面的优势，国内只要加大蛋氨酸生 产技术的研发力度，解决项目的技

术来说，30～50 kt/a的蛋氨酸是可行的。 2015-2020年中国蛋氨酸需求量增长预测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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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789                               本年本月止累计亏损企业单位数（个）             73                               

去年同月止累计亏损企业单位数（个）             73                               本年本月止累计亏损企业亏损

总额（千元）             664124                               去年同月止累计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千元）            

522553                               （本年本月止累计）应收帐款净额（千元）             11803938                             

 （去年同月止累计）应收帐款净额（千元）             10102612                               本年本月止累计存

货（千元）             14546448                               去年同月止累计存货（千元）             14277412                

              （本年本月止累计）产成品（千元）             6620921                               （去年同月止累计）

产成品（千元）             6092822                               （本年本月止累计）流动资产平均余额（千元） 

           72384154                               （去年同月止累计）流动资产平均余额（千元）             63339079    

                          （本年本月止累计）资产总计（千元）             132476943                               （去年同

月止累计）资产总计（千元）             114256257                               （本年本月止累计）负债合计（

千元）             60308202                               （去年同月止累计）负债合计（千元）             53278671      

                        （本年本月止累计）主营业务收入（千元）             186716192                               （去年

同月止累计）主营业务收入（千元）             159563241                               （本年本月止累计）主营

业务成本（千元）             156019446                               （去年同月止累计）主营业务成本（千元） 

           130640095                               （本年本月止累计）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千元）            

1318611                               （去年同月止累计）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千元）             1200116              

                （本年本月止累计）营业费用（千元）             5447951                               （去年同月止累

计）营业费用（千元）             5183559                               （本年本月止累计）管理费用（千元）      

      5995560                               （去年同月止累计）管理费用（千元）             4930985                               

（本年本月止累计）财务费用（千元）             2217786                               （去年同月止累计）财务

费用（千元）             1787691                               （本年本月止累计）利息支出（千元）            

1978709                               （去年同月止累计）利息支出（千元）             1557912                               （

本年本月止累计）利润总额（千元）             13899549                               （去年同月止累计）利润

总额（千元）             11235707                               （本年本月止累计）应交增值税（千元）            

5204871                               （去年同月止累计）应交增值税（千元）             4495010                               

（本年本月止累计）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个）             138987                               （去年同月止

累计）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个）             138668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二、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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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蛋氨酸产业技术竞争分析 83       制备蛋氨酸主要有生物酶拆分法、微生物发酵法和化学合

成法。生物酶拆分法生产的经济指标低，排污大；发酵法生产工艺收率低，欠缺工业化生产

价值。因此目前 全球蛋氨酸生产主要采用化学法，且研究主要集中在由甲硫基乙基乙内酰脲

（海因）水解制备蛋氨酸的水解工艺过程和后续的结晶精制工艺过程。

    （一）生物酶拆分法和微生物发酵法

    生物酶拆分法是将DL-蛋氨酸酰化成乙酰DL-蛋氨酸，利用米曲霉中的氨基酰化酶或者动物

肾脏中的酶拆分为L-蛋氨酸。Tosa 等应用连续溶解技术，即用一系列固定化真菌氨基酰化酶

溶解DL-蛋氨酸混合物，拆分得L-蛋氨酸，并于商业化应用。

     Voelkel  等用曲霉菌的休止细胞，将DL-5-（2-甲基硫基乙基）-乙内酰脲转化为蛋氨酸，其

产率达90%。蒲广西等利用基因重组工程技术构建氨基酸酰化酶工程 菌，连续拆分DL-蛋氨酸

，酶解液经分离精制获得L-蛋氨酸，收率高达74.5%左右。热拉尔里歇等应用循环酶法制备富

含对应异构体的L-蛋氨酸，所得产 品产废量小，产率高。王东阳等发明一种L-蛋氨酸非水溶

液酰化高效生产方法，DL-蛋氨酸直接滴加醋酐进行酰化反应，无需进行拆分工序。

     微生物发酵法生产蛋氨酸，收率极低，成本较高，目前还不具备工业化生产价值，因此关

于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多。Fong  等提出L-蛋氨酸可以通过酶催化合成，或者通过微生物的深层

发酵合成。Young  等通过蛋白质的表达制备L-蛋氨酸菌株，在L-苏氨酸中生物合成得L-蛋氨

酸。此外，Rose等尝试利用发酵法制备蛋氨酸，但其收率不高，此技术不利于工 业化应用。

    （二）化学合成法

    蛋氨酸的化学合成方法一般是以甲硫醇与丙烯醛加成后经Strecker  反应而得，主要有氨基内

酯法、丙二酸酯法、固-液相转移催化法和海因法等。目前对海因法合成蛋氨酸的研究较多，

该方法具有原材料价格低、生产工艺路线短、 工艺能耗少、收率高等特点，因而被国内外广

大生产厂家所采用。

    1、氨基内酯法

    2、丙二酸酯法

    3、固液相转移催化法

    4、丙烯醛法（海因法）生产工艺

    目前，采用海因法制备蛋氨酸的合成工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大型的跨国公司：法国的安



迪苏公司、日本的曹达公司、德国的迪高莎公司、美国的孟山都公司等，有关的生产工艺研

究，国内外已有诸多报道，现分别进行说明。

    法国的安迪苏公司：2-甲硫丙醛与NaCN、NH4HCO3 缩合生成海因，然后海因在NaOH 溶

液中水解，生成蛋氨酸钠，再用硫酸酸化，生成副产物Na2SO4，原料CO2 和NH3 在工艺中

循环使用，总收率可以达到83%，其工艺流程如下图。 法国安迪苏公司蛋氨酸生产工艺流程

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日本的曹达公司： 2-甲硫丙醛与NaCN、NH4HCO3 缩合生成海

因，然后海因在Ca（OH）2 溶液中水解，生产蛋氨酸盐，再用HCl 酸化制成蛋氨酸，生成副

产物NaCl 和CaCO3，工艺过程中NH3 循环使用。其工艺流程图如下图 所示。 日本曹达公司

蛋氨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德国的迪高莎公司：工艺主要采用HCN 代替NaCN 与甲硫基丙醛

缩合，经&alpha;-氨基&gamma;-甲硫基丁腈与CO2 和NH3 缩合制备海因，然后用K2CO3 水解

，CO2 酸化制备蛋氨酸。此工艺收率高，副产物为（NH4）2SO4。其工艺流程图如下图 所示

。 德国迪高莎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美国的孟山都公司的工艺更为简单，主要由&beta;-甲硫基丙醛、

氢氰酸和硫酸，经过中间物&alpha;-羟基&gamma;-甲硫基丁腈和&alpha;-氨基&gamma;-甲硫基

丁腈，然后再于H2SO4  中直接水解生成蛋氨酸。此工艺收率高，副产物为（NH4）2SO4，且

生产工艺成本较低。其工艺流程下图所示。 美国孟山都公司蛋氨酸生产工艺流程图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除了以上4 类生产工艺，其它有关蛋氨酸生产工艺路线也都大同

小异，其生产工艺中涉及的核心技术主要集中在海因合成、海因水解和蛋氨酸结晶精制工艺

的优化。因此，近年来出现了大量有关此技术的专利和研究，下面分别对此3 项工艺进行综

合介绍。

    （1）海因合成工艺

    （2）海因水解工艺

     海因水解需要在一定温度和压力的碱性环境中进行，通常采用的温度为150～200 ℃，压力

为5～10 atm（1  atm=1.01325&times;105Pa），碱性溶液一般采用NaOH、KOH、Ca（OH）2

、K2CO3、（NH4）2CO3、KHCO3  等物质，水解时间5～60 min。国内西北大学王建华等研

究由海因制备蛋氨酸的过程，在保证水解温度下，排放出部分反应生成的H2S  气体，维持水

解釜压力为568～686 kPa，水解转化率可达97%以上。日本Sunitomo 化学有限公司的Mizimo

Tafshufudu  等报道了海因水解中可以采用固体催化剂，在较低温度下（140 ℃），蛋氨酸的收

率有很大的提高，其结果如下表 所示。 不同水解条件下蛋氨酸的收率                            序号           

 水解温度             /℃             水解时间             /h             催化剂             蛋氨酸             收率/%             无催



化剂时             蛋氨酸收率/%                               1             140             2             ZrO2，TiO2，             Nb2O5

            94             10                               2             140             2             TiO2-Nb2O5             94             10                    

          3             140             2             杂多酸             94             10                               4             140             2             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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