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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比较萘磺酸甲醛缩合物( 萘系) 、脂肪族、聚羧酸系、木质素磺酸钠 ４ 类分散剂在水煤浆

制浆过程中的作用及效果ꎬ通过成浆性试验研究了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成浆的最高浓度、黏度和流动

性的影响规律ꎬ并分析了不同添加剂的性能差异及其分散作用机理ꎮ 结果表明:在分散剂添加量为

０.２％时ꎬ分别使用萘系、脂肪族、聚羧酸系、木质素磺酸钠作为分散剂ꎬ制得神木煤浆最高浓度分别为

６５.９７％、６７.７４％、６６.５４％和 ６７.６１％ꎮ 不同分散剂的分散性能从优到劣为萘系、脂肪族、聚羧酸系、木

质素磺酸钠ꎬ分散剂阴离子的匹配效果为磺酸基>羧基>羟基ꎮ 以萘系分散剂研究分散剂添加量对神
木煤水煤浆黏度的影响ꎬ发现分散剂的饱和吸附量为 ０.６％ꎬ随着分散剂添加量增加ꎬ水煤浆黏度降
低ꎬ到达饱和吸附量后黏度反而增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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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技术作为洁净煤技术的一项重要内容越来越受到

言

水煤浆作为清洁燃料和气化原料ꎬ是由 ６０％ ~

７０％的煤ꎬ３０％ ~ ４０％ 的水以及 ０.１％ ~ １.０％ 的添加

剂组成ꎮ 随着环境、能源问题的矛盾日益凸显ꎬ水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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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ꎬ水煤浆添加剂的开发和研究对水煤浆技术的
发展至关重要ꎬ是水煤浆技术的研究重点ꎮ 添加剂
按性能分为:分散剂、稳定剂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添加
剂 [１] ꎮ 煤是疏水性物质ꎬ不容易被润湿ꎬ分散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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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金秋等:不同分散剂及添加量对神木煤成浆性能的影响

用是改善煤炭颗粒表面的亲水性ꎬ使煤能均匀分散
在水中ꎬ保证水煤浆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２－３]

聚羧酸系水煤浆分散剂与煤泥样品结构相似ꎬ具有

ꎬ稳定剂

很好的匹配性ꎮ 王玥等 [ １３ ] 研究了脂肪族磺酸盐分

散剂( ＳＡＦ) 对低阶煤制浆性能的影响ꎬ 结果表明:

是为保证水煤浆存放时具有高黏度ꎬ流动时具有低
黏度ꎬ同时避免产生硬沉淀

[４－５]

ꎮ 水煤浆添加剂对

ＳＡＦ 的相对分子质量和磺化度是影响其分散降黏作

水煤浆的性能起着关键的作用ꎬ不仅直接决定着水
煤浆质量ꎬ还影响着水煤浆的经济性

[６]

用的主要因素ꎮ 近年来ꎬ众多研究者对水煤浆添加

ꎮ 水煤浆添

剂研发做了诸多工作ꎬ但不同结构特征的添加剂对

加剂的分散性能是影响气化水煤浆工业应用的主要

煤成浆性 影 响 的 相 关 报 道 较 少ꎬ 鲜 有 文 献 综 合 对

ＭＮ、ＮＳＦ、ＭＰＥＧ 和 ＨＳＢ 的分散性能进行综合对比ꎬ

性质之一ꎮ 现在工业上应用较多的分散剂有木质素

磺酸钠( ＭＮ) 、萘系( ＮＳＦ) 、聚羧酸系( ＭＰＥＧ) 、脂肪
族( ＨＳＢ) 等

[７－９]

关于添加剂饱和吸附量与水煤浆黏度关系的研究也

ꎮ 以上分散剂均具有一部分可溶于

较少ꎮ 基于此ꎬ笔者采用神木煤进行成浆性试验ꎬ在

最佳 粒 度 级 配 [ １４ ] 条 件 下ꎬ 分 别 考 察 ＭＮ、 ＮＳＦ、

水ꎬ另一部分易自水中逃逸的双重特性ꎬ其分子在水
煤浆中很容易被吸附在煤 － 水界面上形成独特的定

ＭＰＥＧ 和 ＨＳＢ 四种添加剂对同一种煤制得的水煤

向排列的单分子膜ꎬ由于具有分散性ꎬ从而对水煤浆
成浆性具有一定的影响ꎮ 戴财胜等

[１０]

浆最高成浆浓度、黏度和流动性的影响ꎮ 通过改变

研究了木质

分散剂的添加量ꎬ研究相同浓度条件下ꎬ分散剂添加

素制神华煤水煤浆添加剂ꎬ比较了 ＤＣＳＡ( 神华水煤

量对神木煤浆黏度的影响ꎮ 通过试验研究得出ꎬ在

浆添加剂) 与典型商用添加剂 ＮＤＦ( 中国矿业大学

未进行复配条件下ꎬＭＮ、ＮＳＦ、ＭＰＥＧ 和 ＨＳＢ 的分散

研制萘系添加剂) 、ＮＳＦ( 南京大学研制萘系添加剂)

性能的优劣情况ꎬ分析添加剂的饱和吸附量与水煤

和 ＤＣＳ( 碱木素复合型添加剂) 对神华煤成浆性影

浆黏度的关系ꎬ以期为提高分散剂的性能提供技术

响ꎬ结果表明:在相同的成浆条件下ꎬＤＣＳＡ 的分散
与稳定性能均优于 ＮＤＦ、ＮＳＦ 和 ＤＣＳꎮ 孙美洁等

参考ꎮ

[１１]

１

利用 Ｔｕｒｂｉｓｃａｎ Ｌａｂ 稳定性分析仪研究了萘系分散

１.１

剂与木质素系分散剂对褐煤水煤浆稳定性的影响ꎬ
研究表明ꎬ褐煤添加木质素分散剂的稳定性优于单
独使用萘系分散剂ꎮ 孟献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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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聚羧酸系

Ｔａｂｌｅ １
样品

Ｍ ａｄ

２.３２

神木煤

１.２

１０.１２

发分煤种ꎬ为典型的气化用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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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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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见表 ２ꎮ

>２ ４００
０.０６

水煤浆的粒度分布

１ ４５０ ~ ２ ４００

４５０ ~ １ ４５０

０.８９

１２.８７

成浆性分析
和流动性ꎮ

１.０１

ｗ( Ｓ) 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ｌｕｒｒｙ

气化水煤浆成浆性分析包括煤浆的浓度
度

１１.０５

ｗ( Ｎ)

拌 ６ ｍｉｎꎬ制成水煤浆样品ꎮ 水煤浆样品的粒度分布

同研磨时间制得细粉和超细粉ꎮ 根据设定浓度及分

[１６]

４.４４

ｗ( Ｏ)

的质量并混合ꎬ利用搅拌器在 ８００ ｒ / ｍｉｎ 条件下搅

用棒磨机制得粒度合适的粗粉ꎻ利用球磨机通过不

１.２.２

元素分析( 干燥基) / ％

散剂比例计算出所需粗粉、细粉、超细粉、水、分散剂

试验采用干法制浆ꎬ一次制浆量为 ２５０ ｇꎮ 分别

质量分数 / ％

ｗ( Ｈ)

７２.６５

水煤浆制备

粒径 / μｍ

试验煤样选用神木煤ꎬ其煤质特性分析见表 １ꎮ

神木煤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试验方法

１.２.１

煤质分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ｅｎｍｕ Ｃｏａｌ

工业分析 / ％

Ａｄ

验

从煤质分析结果来看ꎬ神木煤属于低灰、低硫、高挥

水煤浆分散剂对高灰煤泥成浆性的影响ꎬ结果表明:
表１

试

[１５]

、黏

７５ ~ ４５０
３５.５０

４５ ~ ７５
６.２５

<４５

４４.４３

水煤浆流动性的测量方法有 ２ 种:①观察法ꎬ可

以直观描述浆体的流动状态ꎬ受主观影响较大ꎻ②数
值法ꎬ测量结果准确、易比对ꎬ直观性较差ꎬ所以试验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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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 ２ 种测量方法配合使用ꎮ

２.１.２

连续ꎬ平滑不间断) 、Ｂ( 流动较连续ꎬ流体表面不光

为 ０.２％时ꎬ分别利用以上 ４ 种分散剂ꎬ在最佳粒度

流动) 四个等级ꎮ 为了表示属于某一等级范围流动
性的较小差别ꎬ 分别用 “ ＋ ” 号 和 “ － ” 号 加 以 区 分ꎬ

煤制水煤浆分散性的影响ꎬ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ꎮ 从图

２ 可以看出ꎬ分散剂 ＮＳＦ 分散效果显著ꎬＭＮ 分散效

某一等级中流动性较差者ꎮ

阴离子将成为煤粒双电层电位离子的主体ꎮ 分散剂

１) 观察法根据水煤浆流动特性ꎬ分为 Ａ( 流动

滑) 、Ｃ( 借助外力才能流动) 、Ｄ( 泥状不成浆ꎬ不能
“ ＋” 号表示某一等级中流动性较好者ꎻ“ － ” 号表示
２) 数值法将水煤浆注满标准截锥圆模( 上口径

３６ ｍｍꎬ下口径 ６０ ｍｍꎬ 高度 ６０ ｍｍ) ꎬ 提起截锥圆

模ꎬ在流动 ３０ ｓ 后测定水煤浆在玻璃平面上自由流
淌的 最 大 直 径ꎮ 用 最 大 直 径 来 判 断 水 煤 浆 的 流
动性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制浆黏度的影响

将最终成浆浓度设定为 ６７％ꎬ在分散剂添加量

级配条件下制备水煤浆ꎬ考察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

果最差ꎮ 当分散剂吸附到煤粒表面后ꎬ分散剂中的
分散性能的好坏主要归因于分散剂分子中亲水阴离
子基团的种类和数量ꎮ 从结果可以看出ꎬ对于神木
煤ꎬ４ 种分散剂阴离子的匹配效果为磺酸基>羧基>

羟基ꎮ ＮＳＦ 和 ＭＮ 同为以磺酸基为主要亲水基团的
分散剂ꎬＮＳＦ 分散效果优于 ＭＮꎬ说明 ＮＳＦ 中亲水基
团含量高于 ＭＮꎮ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制浆成浆性的影响

２.１.１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最高成浆浓度的影响

根据 ＧＢ / Ｔ ３１４２６—２０１５« 气化水煤浆» 的相关

要求 [ １７ ] ꎬ在分散剂添加比例为 ０.２％( 添加比例为干
基分散剂质量 / 干基煤质量) 时ꎬ以水煤浆黏度低于

１ ３００ ｍＰａｓꎬ流动性好于 Ｂ － (１２ ｃｍ) 以上为评判标

图２

准ꎬ分别考察使用 ＭＮ、ＮＳＦ、ＭＰＥＧ、ＨＳＢ 分散剂时ꎬ
神木煤制水煤浆的最高成浆浓度ꎬ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２.１.３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水煤浆黏度的影响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ｓ ｏｎ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ｅｎｍｕ ｃｏａｌ ｓｌｕｒｒｙ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制浆流动性的影响

将最终成浆浓度设定为 ６７％ꎬ在分散剂添加量

为 ０.２％时ꎬ分别利用 ４ 种分散剂ꎬ在最佳粒度级配

条件下制备水煤浆ꎬ考察不同分散剂对水煤浆流动
性的影响ꎬ结果见表 ３ꎮ 水煤浆作为一种流体ꎬ在水
图１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最高成浆浓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ｕｌｐ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ｎｍｕ Ｃｏａｌ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在分散剂添加量相同时ꎬ使用

平 / 重力条件下能否自由流动也是判定其是否可以
正常使用的标准ꎮ 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使用 ＮＳＦ 对神

木煤浆流 动 性 改 善 效 果 较 明 显ꎬ ＨＳＢ 次 之ꎬ ＭＮ 和
ＭＰＥＧ 效果较差ꎮ

分散剂最主要的作用是增强煤粉颗粒表面的静

ＮＳＦ 或 ＨＳＢ 分散剂得到水煤浆最高浓度大于使用

电斥力ꎬ改变其表面亲水性ꎬ使得煤粉颗粒能够均匀

ＭＰＥＧ 分散剂ꎬ在这 ４ 种分散剂中ꎬ使用 ＭＮ 分散剂

制得水煤浆最高浓度最低ꎮ 这是由于除煤质本身的

水煤浆混合体系的热力学稳定性ꎮ 分散剂是一种表

特点决定最高成浆浓度外ꎬ水煤浆分散剂分子结构

面活性剂ꎬ具有两性分子的特征ꎬ分子的一端是极性

特征包括取代基的性质、磺化度或聚合度等ꎬ与煤质
及煤表面性质包括煤的变质程度、煤表面含氧官能
团的数量和种类、内在水分含量以及煤中无机矿物
等之间的匹配性ꎬ影响了煤的最高成浆性浓度ꎬ试验
结果表明 ＮＳＦ 和 ＨＳＢ 与神木煤的匹配性更高ꎮ
２２６

分散在水中ꎬ限制煤粉颗粒聚结的速度和程度ꎬ提高

亲水基ꎬ另一端是由碳氢化合物组成的非极性憎水
基ꎮ 在制得的水煤浆中ꎬ分散剂 ＮＳＦ 中亲水基向外

伸入水中ꎬ憎水基与煤粉颗粒表面的官能团通过化
学键结合的形式吸附在其表面上ꎬ使煤粉颗粒分子
表面由憎水性反转为亲水性ꎬ并形成了具有一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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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弹性的水化膜ꎬ从而改善了水煤浆的流动性ꎮ
表３

不同分散剂对神木煤制浆流动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原料ꎬ经过磺化、缩合反应制得的阴离子高分子表面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ｎｔｓ ｏｎ

活性剂 [２０] ꎬ利用亚硫酸盐对羰基的加成在分子链中

ｆｌｕ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ｅｎｍｕ ｃｏａｌ ｓｌｕｒｒｙ

引入亲水的磺酸基达到分散效果ꎮ 从试验结果可以

水煤浆质量

分散剂

分数 / ％

添加量 / ％

ＮＳＦ

６７

０.２

１６

Ｂ－

ＨＳＢ

６７

０.２

１４

Ｂ－

分散剂
ＭＮ

６７

ＭＰＥＧ

２.２

６７

０.２

０.２

流动性 / ｃｍ

流态

７

Ｃ

７

它是以丙酮、甲醛、亚硫酸钠、焦亚硫酸钠等为主要

Ｃ

分散剂添加量对水煤浆黏度的影响

以 ＮＳＦ 为研究对象ꎬ研究在水煤浆浓度为 ６７％

时ꎬ当 ＮＳＦ 的添加量由 ０.１％ 逐渐增加至 １.０％ 时水

看出ꎬ 分 散 性 能 从 优 到 劣 为 ＮＳＦ、 ＨＳＢ、 ＭＰＥＧ 和

ＭＮꎬ阴离子基团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分散剂的分散
效果ꎮ

３

结

论

１) 木质素磺酸钠、萘系、聚羧酸系、脂肪族 ４ 种

分散剂ꎬ对神木煤成浆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为萘系
>脂肪族>聚羧酸系>木质素磺酸钠ꎮ

２) 分散剂分散性能的好坏主要归因于分散剂

煤浆黏度的变化情况ꎬ结果如图 ３ 所示ꎬ从图 ３ 可以

分子中亲水阴离子基团的种类和数量ꎬ对于神木煤ꎬ

０.１％逐渐增加至 ０.３％时ꎬ水煤浆黏度明显降低ꎬ添

３) 分散剂在煤表面具有饱和吸附量ꎬ神木煤制

看出ꎬ 在 水 煤 浆 浓 度 相 同 时ꎬ 当 ＮＳＦ 的 添 加 量 由

阴离子匹配效果从优到劣为磺酸基>羧基>羟基ꎮ

加量由 ０.３％逐渐增加至 ０.６％时ꎬ曲线较为平缓ꎬ表

水煤浆表观黏度随萘系分散剂的增加而降低ꎬ在分

时ꎬ表观黏度缓慢上升ꎮ 水煤浆表观黏度随分散剂

点ꎬ继续增加分散剂的添加量会使水煤浆表观黏度

观黏度缓慢降低ꎬ添加量由 ０.６％ 逐渐增加至 １.０％

散剂的添加量为 ０. ６％ 时ꎬ煤浆表观黏度达到最低

的增加而降低ꎬ在分散剂的添加量为 ０.６％ 时ꎬ水煤

增加ꎮ

浆表观黏度达到最低点ꎬ继续增加分散剂会使水煤

浆表观黏度增加ꎮ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ꎬ分散剂
在煤表面具有饱和吸附量ꎬ即吸附到一定程度后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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