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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热解提高焦油产率及品质关键技术与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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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３ꎻ３.煤炭资源高效开采

１０００１３ꎻ４.国家能源煤炭高效利用与节能减排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ꎬ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

要:针对低阶煤热解工艺普遍存在的焦油产率低、焦油中重质组分( 沸点高于 ３６０ ℃ 的组分) 含

量高等关键技术问题ꎬ从煤热解机理及焦油产生过程出发ꎬ探讨了影响焦油产率和品质的主要因素ꎬ
提出通过原煤预处理强化挥发分的组成和结构的控制、设计结构新颖的热解反应器调控煤颗粒的热
解和挥发分的二次反应过程、协同控制热解条件、控制油气中粉尘含量等提高焦油产率和品质的方
法ꎮ 期望新型的热解技术可处理较宽粒度范围的煤ꎬ降低挥发分在高温区的停留时间、抑制焦油二次
反应ꎬ提高轻质焦油含量ꎬ并降低焦油中粉尘含量ꎬ构建热解条件和焦油组成之间的协同调控ꎬ实现煤
热解油品品质强化ꎮ
关键词:煤热解ꎻ二次反应ꎻ焦油产率ꎻ焦油品质ꎻ热解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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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中低温热解作为煤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ꎬ可
以将煤中挥发分提取获得高热值煤气和高附加值煤
焦油ꎮ 煤焦油中含有多种有机物ꎬ如萘、苯、甲苯等ꎬ

是重要的化工原料ꎬ处理后的煤焦油可以得到多种

油品 [１] ꎬ对于缓解我国油气匮乏的现状有很大的战
略意义ꎮ 热解技术发展至今ꎬ国内外已经开发出了
多种类型具有代表性的热解技术ꎬ国外如德国的在

移动床中热解块煤的 Ｌｕｒｇｉ － Ｓｐｕｅｌｇａｓ 技术 [２] ꎬ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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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多级流化床中热解粉煤的 ＣＯＥＤ 技术 [３] ꎻ国内

焦油的品质ꎬ可通过提供氢源产生氢自由基ꎬ使小分

ꎬ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发的多段回转窑 ＭＲＦ

在反应器内的二次反应温度ꎬ并适当降低二次反应

的如大连理工大学开发的新法固体热载体热解 ＤＧ
技术

[４]

热解技术

[５]

等ꎮ 这些研究对煤热解制取焦油产业

发展起了重大作用ꎮ
但国内外开发的热解技术很少有工业化运作ꎬ

子自由基快速稳定生成轻质焦油ꎬ同时调控挥发分
停留时间等来降低重质焦油组分的形成ꎮ

２

影响焦油产率和品质关键因素

且主要用于生产半焦或城市煤气ꎬ至今国内外仍无

热解反应是一个受多种条件影响的过程ꎬ主要

大规模煤热解生产半焦并联产油气的商业化运行技

影响因素包括:煤热解终温及升温速率、热解停留时

术ꎮ 现有热解技术工艺普遍存在油气产品产率低、

间、压力、煤粒径、热解气氛、催化热解等ꎮ 各因素具

焦油中重质成分( 沸点高于 ３６０ ℃ 的组分ꎬ难以加

工利用) 含量高等技术难题ꎮ 热解油中的重质组分

体影响如下:
２.１

不仅降低了焦油的品质和价值ꎬ而且高黏度的焦油

煤热解终温及升温速率

煤热解终温和加热速率是热解过程中 ２ 个重要

难于与系统中夹带的粉尘实现有效分离ꎬ导致热解

的操作参数ꎮ 温度指煤受热环境的温度和煤粒受热

工艺难以稳定运行ꎬ阻碍了热解获取油品及化学产

时温度ꎬ加热速率又受到环境温度和煤粒度所涉及

品技术的工业化应用

[６]

ꎮ 其技术缺陷的关键在于

缺乏对煤热解反应的有效控制ꎬ热解反应过程的定
向反应性能差

[７]

ꎮ 因此ꎬ掌握煤热解焦油产率和品

质的影响因素ꎬ寻找合适的方法和途径来提高煤热

的热传递和传质的影响ꎮ 热解是一个化学键断裂与
缩合的过程ꎬ温度不够高时ꎬ弱键难以完全断裂ꎬ产
生挥发分少ꎻ温度高于一定值时ꎬ挥发分发生二次反
应加剧ꎬ反而降低焦油产率ꎮ ＨＡＹＡＳＨＩ 等 [１０] 认为

解焦油产率及其品质ꎬ是当下迫切需要研究的ꎮ 笔

煤的热解升温速度影响桥键的断裂和交联键的生

者从煤热解机理及焦油产生过程出发ꎬ概述了工艺

成ꎬ而桥键的断裂利于焦油的生成ꎬ交联键生成则降

中影响焦油产率和品质的因素ꎬ总结了热解技术提

低了焦油产率ꎮ 相比交联键生成ꎬ桥键断裂需要更

高焦油产率和品质的方法ꎬ指出了提高焦油产率及

多的活化能ꎬ根据阿仑尼乌斯方程ꎬ升温速率增大

品质的方法及研究趋势ꎮ

时ꎬ桥键断裂反应发生更多ꎬ因此更高的升温速率增

１

煤热解机理及焦油产出过程分析
煤热解机理分为慢速热解机理和快速热解机

理ꎮ 慢速热解机理认为煤热解分为以下阶段:室温

至 ３００ ℃ 为干燥脱气阶段ꎻ３００ ~ ６００ ℃ 以解聚和分

解为主ꎬ生成大量挥发物( 冷却后成为煤气和焦油)

和半焦ꎬ３００ ℃ 开始析出焦油ꎬ４５０ ℃ 生成的焦油量

加了焦油产率ꎮ 刘振宇等 [１１－１２] 认为煤热解温度和
环境温度存在一个差值ꎬ煤热解挥发分的二次反应
程度即由这个差值决定:在较低温度下( 低于挥发

分发生气相二次反应的初始温度) ꎬ提高加热速率ꎬ
能够减少挥发分在颗粒内部的停留时间ꎬ从而减少
颗粒内部发生的二次反应ꎬ增加焦油产率ꎮ 在较高
的温度下( 明显高于挥发分发生气相二次反应的初

最大ꎬ羧基、酚羧基、羰基等都逐渐脱去ꎬ在 ４５０ ~ ６００

始温度) ꎬ提高加热速率ꎬ增加了产生挥发分的温度

ꎮ 快速热解机理认为煤颗粒

的程度大幅增加ꎬ从而减少了焦油产率ꎮ 因此ꎬ煤热

℃ 气体析出量最多ꎻ６００ ℃ 以后以缩聚反应为主ꎬ该
阶段产生焦油极少

[１]

与环境温度之间的差值ꎬ导致挥发分气相二次反应

在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快速升温ꎬ煤颗粒在短时间

解产物及分布是由环境温度和加热速率共同决定

内释放出大量挥发分ꎬ煤中弱键的断裂形成自由基

的ꎬ而加热速率又受到环境温度的影响ꎮ

以及自由基之间反应( 聚合反应、氢转移、取代反应

２.２

和缩合反应等) 几乎同时发生ꎬ焦油组分中萘、蒽、

终温停留时间

停留时间对煤热解过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３ 个

菲以及沥青含量大幅增加ꎬ酚类、不饱和烃类急剧减

方面:①煤料在温度场中有足够的反应时间ꎬ煤粒中

少ꎬ从而降低焦油产率ꎬ增大焦油中重质组分含量ꎬ

弱键会完全断裂形成挥发分释放出来ꎬ增大焦油产

降低了焦油品质

[８－９]

ꎮ

综上所述ꎬ中低温煤热解焦油的产率和品质受

到煤热解过程和焦油二次反应 ２ 个步骤控制ꎮ 为了

率ꎻ②煤热解产生挥发分的停留时间越长ꎬ热解产物
的二次裂解和缩聚反应增强ꎬ将降低焦油产率ꎻ③挥
发分的停留时间增长引起煤热解蒸气分压增大ꎬ焦

提高焦油的产率应尽量提高环境温度ꎬ以实现煤的

油分子更难从煤粒内逸散出来ꎬ并在煤粒内发生二

快速热解ꎬ使挥发分较快地从煤颗粒中释放出来ꎬ降

次反应ꎬ导致焦油收率降低ꎬ同时热解环境中的焦油

低挥发分在煤颗粒内部的反应程度ꎮ 为了提高热解

难以扩散出来发生二次反应ꎬ有利于焦油产量的提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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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１３－１４] ꎮ 朱廷钰等 [１３] 在鼓泡流化床反应器中研究

Ｈ ２ 、合成气( 主要成分为 ＣＯ、ＣＨ ４ 、ＣＯ ２ ) 、水蒸气等ꎮ

在 １８.２ ｓ 时焦油产率最高ꎬ之后随着停留时间的延

合和缩聚反应同时发生ꎬ也会发生加氢热解ꎮ Ｈ ２ 能

器中发现:热解温度 ６００ ℃ 以下、停留时间低于 ２ ｓ

过程ꎬ 抑 制 聚 合 反 应ꎬ 增 加 焦 油 产 率ꎬ 提 高 焦 油 品

了停留时间对煤热解的影响时ꎬ发现气体停留时间

长ꎬ焦油产率降低ꎻ敦启孟等

[１５]

在 ２ 段固定床反应

时ꎬ挥发分基本不发生二次反应ꎬ随着停留时间延

够通过稳定大分子自由基ꎬ实现芳族化合物的加氢
质 [２２] ꎮ 此外ꎬ热解过程中进行加氢裂解反应ꎬ包括

脱甲基、脱氧、脱羟基和一些官能团的消除ꎬ因此会

长ꎬ焦油产率降低ꎮ
２.３

煤热解产生自由基碎片之后ꎬ自由基的裂解、聚

压力
反应器内压力会影响热解过程中的传热和传

质ꎮ 热解时煤粒内部压力较大ꎬ增加外部压力会导

略微降低焦油产率 [２３－２４] ꎮ 同时ꎬＨ ２ 对焦油产率的作

用也取决于氢的分压及反应程度 [２５] ꎬ一般来说ꎬ当

加热速率较慢时ꎬ氢自由基的产生速率与煤热解生

致颗粒内部与外部的压差减少ꎬ挥发分扩散阻力增

成自由基和大分子碎片的速率相匹配ꎬ焦油产率增

大ꎬ热解产物难以快速从颗粒内部逸出ꎬ导致挥发分

加ꎻ当热解加热速率较快时ꎬ煤热解生成自由基的速

在颗粒内的停留时间增加ꎬ促进了颗粒内部自由基

率较快ꎬ氢的供给难以匹配煤热解自由基的生成速

聚合反应的进行ꎬ降低了焦油产率ꎬ同时聚合反应生

率ꎬ加 氢 裂 解 作 用 占 主 导 地 位ꎬ 会 导 致 焦 油 产 率

成更多的积炭ꎬ阻塞了孔道结构ꎬ更进一步降低了产

降低 [２６－２８] ꎮ

加挥发分的流动性ꎬ真空条件下热解焦油产率增加

改善焦油品质ꎬ实现焦油的轻质化ꎬＣＨ ４ 的效果相对

物分子的扩散 [１６] ꎮ ＬＩ 等 [１７] 证明了降低压力能够增
５％以上ꎻＣＨＥＮＧ 等

ＣＯ 和 ＣＨ ４ 气氛下热解有利于焦油产率的提高ꎬ

研究了煤在含有内构件固定
床减压下的热解特性ꎬ发现在压力从 ０ 降低到 － ４０

ＣＯ 气氛更为明显ꎮ ＣＨ ４ 在热解过程会产生大量的

应的程度ꎬ焦油产率从 ８.８５％ 增至 １０.２３％ꎬ焦油中

的生成ꎬ而 ＣＯ 能够抑制酚、甲酚、二甲酚( ＰＣＸ) 的

[１８]

ｋＰａ 时ꎬ减压促使挥发分流动性增加ꎬ降低了二次反

酚类和脂肪族类成分增多ꎬ芳香类成分降低ꎬ提高了

能促进焦油中酚羟基类化合物、单环芳烃和脂肪族
二次分解ꎬ提高焦油中 ＰＣＸ 含量ꎻＣＯ 能和热解生成

的水发生反应生成 Ｈ ２ 来影响热解过程ꎬ此外 ＣＯ 是

焦油品质ꎮ
２.４

自由基碎片ꎬ类似 Ｈ ２ 在热解中的作用 [２６] ꎬ同时 ＣＨ ４

煤粒径

脱氧产物ꎬ能够抑制焦油中酚类化合物发生脱氧反

颗粒粒度对热解的影响十分复杂ꎮ 比如粒径越
大ꎬ煤粒更难快速热解ꎬ煤粒受热均匀程度不一ꎬ既
降低了焦油产率ꎬ也影响焦油品质

[１９]

ꎮ 产生于颗粒

中心的挥发分产物必须通过颗粒外部表面逃逸出

应提高焦油品质 [２９－３１] ꎮ ＣＯ ２ 在热解条件下会与半焦
反应ꎬ一般认为对焦油产率影 响 较 小 [３２] ꎮ 总 的 来

说ꎬ在合成气气氛下ꎬ焦油产率有一定提升ꎬ焦油品
质有明显改善ꎮ

来ꎬ在逸散过程中再次经过热源会引发一系列二次

反应ꎬ影响了焦油的产率与品质ꎮ ＳＵＵＢＥＲＧ [２０] 考
察了不同颗粒粒径(０.０７４ ~ １ ｍｍ) 对热解产物组成

的影响ꎬ发现随着煤颗粒粒径的增大ꎬ热解气产率和
焦油产率都有所下降ꎮ 张纯

[２１]

在含内构件的固定

水蒸气在热解温度较低时能够减少焦油与热半
焦接触机会ꎬ抑制焦油的二次反应ꎬ从而增加焦油产
率并提高其品质ꎻ但是高温会导致焦油与水蒸气发
生重整ꎬ生产更多的气相产物ꎬ导致焦油产率降低ꎬ
但焦油品质有一定提高 [３３] ꎮ 水蒸气能够穿透煤中

床中将 ０ ~ ５、０ ~ １、１ ~ ３、３ ~ ５ ｍｍ 粒径煤分别破碎至

微 孔 结 构ꎬ 促 使 挥 发 分 物 质 挥 发 和 焦 油 的 回

８. ８８％、 ８. ２３％ 增 长 到 了 １０. ２３％、 ９. ９３％、 １０. ４５％、

对热解影响时认为ꎬ水蒸气在煤粒内有载体的作用ꎬ

即随着粒径降低ꎬ焦油产率增加ꎬ但是品质有所降

分子在煤大分子网络中的解吸ꎬ增大焦油产率并提

低ꎮ 类似于加压热解时情况ꎬ大颗粒煤热解二次反

高其品质ꎮ

应更多地发生在粒径内ꎬ导致焦油产率降低、品质变

２.６

０.２ ｍｍ 以下ꎬ发现焦油产率分别从 ８.５０％、８.７４％、

１０.４０％ꎬ焦油中可蒸馏组分随着粒径降低均减少ꎬ

差ꎬ二次反应生成的积碳堵塞煤粒孔隙ꎬ又进一步加
剧二次反应 [１６] ꎮ

２.５

热解气氛

不同热解气氛对热解影响较大ꎮ 通常热解过程

可以考虑的气氛除了惰性气氛 Ｎ ２ 外ꎬ 还可以利用

收 [３４－３５] ꎬＨＵ 等 [３６] 研究了有无内构件反应器中水分

促进了煤粒内挥发分的快速逸出ꎬ同时还能加强小

催化作用
催化热解能提高焦油产率ꎬ大幅改善焦油品质ꎮ

过渡金属、分子筛可改变煤热解产物分布ꎬ提高焦油
产率ꎮ 液化残渣与褐煤共热解降低了活泼分解阶段
的反应活化能ꎬ加快了反应速率ꎬ提高热解焦油产
率 [３７－３８] ꎮ 在催 化 热 解 研 究 中ꎬ 催 化 剂 形 态 多 种 多
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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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ꎬ如以橄榄石为载体附着 Ｃｏ 系催化剂 [３９] ꎬ焦油收

化这种作用从而降低焦油产率ꎮ 许明等 [４５] 认为原

在原煤表面喷涂 Ｆｅ 系或 Ｃｏ 系催化剂

生成ꎬ提高焦油产率ꎬ随着煤中水分增加ꎬ神东煤焦

率能增加 １９％ꎬ其中重质组分含量降低 １７％ꎮ 直接

半焦作为催化剂载体与煤共热解

[４１]

[４０]

ꎬ或者利用

ꎬ都能使得焦油

增产提质ꎮ 研究普遍认为催化剂可以改善 Ｈ 自由

基与半焦反应ꎬ有利于煤大分子的解聚ꎬ提高了低阶
煤的解聚度ꎬ同时可以使得脂肪侧链碎成更小的片

段ꎬ有利于焦油轻质化ꎮ 赵洪宇等

[４２]

直接以铁矿石

与煤共热解ꎬ焦油产率略有下降ꎬ但是其中轻质组分
含量最佳效果可增加 ２０％ꎬ柯娅妮等

[４３]

用白马钒钛

铁矿也证实了铁矿石对焦油的提质作用ꎮ 有部分研
究是在挥发分逸出途径加入原位半焦作为催化剂ꎬ

料煤中水分的增加有利于抑制煤热解水和热解气的
油产率从 ４.９２％增至 ９.９８％ꎮ

水蒸 气 预 热 原 煤 可 以 使 焦 油 产 率 增 加 ３％ ~

４％ꎬ轻质组分含量增加约 ２７％ [４６] ꎮ ＬＩＵ 等 [４７] 采用

高压反应釜对褐煤进行水热处理ꎬ发现处理后煤样
中的碳、氢含量增加ꎬ氧含量降低ꎬ认为水热处理对
煤样有脱氧提质作用ꎮ 在处理温度为 ２６０ ℃ 时ꎬ热
解焦 油 产 率 相 对 提 高 １９％ꎮ 通 过 固 体 核 磁 共 振

( ＮＭＲ) 分析水热处理温度 １８０ ~ ２６０ ℃ 条件下ꎬ煤中

分子有机结构中的弱化学键有一定断裂ꎬ含氧官能

这种催化热解方式会降低焦油产率ꎬ但是焦油中轻

团逐步减少ꎬ芳香侧链增加ꎬ热解时容易断裂形成焦

质组分含量大幅提高ꎬ通常认为半焦中的孔结构能

油ꎬ达到提高煤焦油产率的目的ꎮ 但水热处理温度

够阻碍挥发分中重质组分逸出

[４４]

ꎮ 总之ꎬ催化热解

能够提高焦油产率或者品质ꎬ采用不同催化剂可调

过高时ꎬ其热解焦油产率下降ꎮ ＹＥ 等 [４８] 认为热处
理会增加焦油产量ꎬ但会增加重质组分含量ꎮ

节焦油的成分ꎬ实现定向热解ꎮ

３

提高焦油产率和品质关键技术
通过分析影响煤中低温热解焦油产率和品质的

因素ꎬ提出提高热解焦油产率和品质的方法ꎬ包括原
煤预处理、反应器结构创新、适宜的热解条件、控制

溶剂预处理通常包括酸洗和有机溶剂预处理ꎮ
一般认为酸洗预处理可以增大煤中孔隙ꎬ增加其羧
基含量ꎮ 热解结果显示:焦油产率由 ７.５２％ 增加到

９.２７％ꎬ焦油中轻质组分含量增加 １０％ 左右 [４８] ꎬ有

机溶剂预处理也能起到相似的作用ꎮ 但是溶剂预处
理成本太高ꎬ难以实现工业化应用ꎮ

油气中粉尘含量等ꎮ
３.１

可见ꎬ对原煤的预处理ꎬ如选择合适粒度ꎬ保持

原煤预处理

原煤中一定的水分含量ꎬ水蒸气预热ꎬ酸洗等预处理

原煤的预处理是调控热解产物分布的一种简单
有效方式ꎬ会改变煤的元素组成、分子结构以及热解

可以提高热解焦油产率以及品质ꎮ
３.２

反应器结构调控

过程中自由基种类和特征ꎬ提高热解焦油产率和焦

热解反应器的结构是热解工艺的核心ꎬ直接决

油品质ꎮ 煤的预处理方式包括原料粒度调控、水分

定了热解所需原煤粒度、热解中煤料运动方式、煤料

控制、热预处理和溶剂预处理等ꎮ

受热方式、挥发分逸出途径等对热解产物有重大影

原料粒度的选择与煤热解反应器的结构有关ꎬ

响的因素ꎮ 通常ꎬ反应器与煤料之间的传热传质、挥

各种反应器对颗粒粒度有明确的要求ꎬ比如固定床

发分停留时间及逸出途径大幅影响了焦油产率及

而流化床反应器通常使用 ６ ｍｍ 以下的煤ꎮ 目前各

传统的反应器分为移动床、流化床、气化床等ꎬ

反应器只能使用 ６ ｍｍ 以上的块煤ꎬ无法使用粉煤ꎻ

品质 [１１] ꎮ

高校、研究院所等正在研发的大部分热解工艺主要

移动床结构简单ꎬ但是反应器内热载体和煤混合不

针对小粒度低阶煤ꎬ因为一般情况下认为小粒度低

易均匀ꎬ焦油中重质组分较高ꎻ流化床一般焦油产率

阶煤热解会得到较高产率的焦油ꎬ此外ꎬ煤矿大规模

较高ꎬ但系统复杂ꎬ焦油中含粉焦多ꎬ单段流化床焦

的机械开采会造成大量小粒度的煤ꎮ

油中重质组分高ꎬ含尘高ꎻ气流床热解速度快ꎬ焦油

随着煤中水分增加ꎬ焦油产率及轻质组分含量
都先增加后降低ꎬＨＵ 等

[３６]

产率高ꎬ但是利用粉煤需要粉碎能耗高ꎬ焦油与粉焦

在含内构件固定床中发

不易分离ꎬ焦油品质较差ꎮ 近些年出现了多种创新

现随着煤中水分增加ꎬ焦油产率及轻质组分含量都

的 反 应 器ꎬ 焦 油 产 率 及 品 质 取 得 了 很 大 进 步ꎮ

温度分布ꎬ增强热解过程中芳环的缩合ꎬ产生更多的

解ꎬ低温段产生焦油并及时导出ꎬ最底端半焦进行气

先增加后降低ꎬ认为 ５００ ℃ 左右时ꎬ水分会改变反应

挥发分ꎻ在 ９００ ℃ 左右时ꎬ水在热解过程中能够提供

更多的 Ｈ 自由基与焦油中重组分反应并阻止其缩
聚ꎬ从而实现焦油增产、提质ꎻ但是ꎬ过高的水分会弱
２３０

ＺＨＯＵ 等 [４９] 设计出多层流化床热解ꎬ反应器分段热

化反应并向上部热解提供还原性气氛ꎬ结果显示ꎬ多
级流化床相比单段流化床焦油产率由 １.５％ 增加到

２.８％ꎬ焦油轻质组分含量由 ２８％ 增加到 ６０％ꎬ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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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了焦油品质ꎮ 张纯等 [５０－５１] 设计了含有传热板

都是从其他工艺引用过来ꎬ如旋风分离除尘、静电除

和中心集气管的内构件固定床反应器ꎬ增大了热解

尘、洗涤除尘、颗粒床除尘等ꎮ 其中ꎬ颗粒床除尘技

传热同时改变挥发分的逸出途径ꎬ在小试和放大试
验均发现ꎬ内构件可以提高焦油的产率和质量ꎬ同时

术表现出较好的效果 [５５] ꎬ即将含尘气体通过性质稳

定的固体颗粒形成的过滤层ꎬ使得微细粉尘被颗粒

减少了焦油中的含尘量ꎮ 尽管目前尚无真正实现工

所阻拦而实现气相净化的一种技术ꎬ梁鹏等 [５６] 将此

业化生产的低阶煤热解工艺ꎬ但是通过这些研究证

技术运用在移动床热解中ꎬ控制焦油中粉尘含量低

明通过反应器的创新是制取高产率、高品质焦油的
重要方法ꎮ
３.３

于 １％ꎮ

综上所述ꎬ在热解反应器内主要通过调控颗粒

反应条件控制

的运动方式ꎬ降低颗粒之间的机械运动来抑制粉尘

热解是一个复杂的反应过程ꎬ不同的热解反应

的产生及夹带ꎻ在高温热解气除尘过程中ꎬ首先要调

条件( 如升温速率、热解终温、反应气氛、固体停留

节除尘器在适宜的温度下工作ꎬ避免高温下焦油发

时间、气体停留时间、气体逸出路径、催化作用等)

生结焦、析碳或低温下冷凝析出ꎮ 同时ꎬ要保证除尘

对焦油的产率及品质有不同的影响ꎬ应该综合考虑

器的在线快速再生ꎬ以维持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ꎮ

煤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热解反应器结构来调控热解条
件ꎮ 比如ꎬ热解终温及加热速率直接影响煤颗粒内

４

结

论

部的反应程度ꎬ也影响挥发分的二次反应ꎮ 选取较

通过对比分析煤的慢速热解机理、快速热解机

高的温度和较快的加热速率ꎬ能得到较高的焦油产

理和影响煤热解的主要因素ꎬ提出了通过试验前对

率ꎬ但是也容易加剧挥发分的裂解和缩聚反应ꎬ降低

原煤进行预处理改变煤颗粒的结构、设计创新结构

焦油中轻质组分的含量ꎻ而挥发分在反应器内的二

的热解反应器调控煤颗粒的热解和挥发分的二次反

次反应除了与温度有关外ꎬ还与反应气氛、催化剂、

应过程、协同控制热解条件、控制油气中粉尘含量等

气体在反应器内的停留时间等有关ꎮ 敦启孟等

[１５]

认为停留时间小于 １０ ｓꎬ热解温度在 ７００ ℃ 以下ꎬ挥

来突破低阶煤制备高产率和品质焦油的关键技术问
题ꎮ 笔者认为热解技术今后的发展应主要关注以下

发分二次反应由二次裂解反应控制ꎻ高于 ７００ ℃ 后

３ 个方面ꎮ

反应和结焦反应共同控制ꎮ

小粒径低阶煤ꎬ降低原料成本ꎬ减少细小颗粒及粉尘

挥发分转化为气体和积碳ꎬ挥发分二次反应由裂解

１) 新型热解技术应主要针对目前储量巨大的

总的来说ꎬ各因素在煤热解过程中对焦油产率

对环境的破坏ꎬ但小粒径的低阶煤在受热过程因磨

和品质的影响作用是交互的ꎬ各因素产生影响的主

损、粉化会产生更多的粉尘ꎮ 因此ꎬ最小化颗粒运动

次关系尚不清楚ꎬ需要进一步研究ꎬ揭示热解条件对

抑制粉尘的产生和夹带ꎬ在反应器内实现自除尘是

煤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规律ꎬ针对实际的生产需求

保障焦油品质、防止系统堵塞的重要措施ꎮ

２) 通过减小颗粒粒度、反应器内设置加热元件

提出调控方法ꎮ
３.４

油气粉尘含量控制

等手段可提高煤颗粒的升温速率ꎬ但过高的温度会

热解焦油的品质受焦油中的沥青质组分和粉尘

加剧挥发分的二次反应ꎬ导致轻质焦油产率的下降ꎮ

含量的影响ꎬ而焦油中的粉尘含量的高低受控于所

因此ꎬ通过创新反应器结构来调控挥发分的逸出路

选择的热解工艺和除尘技术ꎮ 在反应器内控制粉尘

径ꎬ降低挥发分在高温区的停留时间ꎬ抑制焦油发生

的产生及携带、开发高效的除尘技术将是热解提高

结焦反应和析碳反应ꎮ

焦油品质必要的措施ꎮ 热解过程中热力造成了煤颗
粒的粉化ꎬ机械力使得颗粒外层脱落ꎬ加剧了粉尘的
产生 [５２] ꎬ通常反应器中物料运动越激烈ꎬ热解挥发
物中粉尘含量就越高ꎬ设计物料运动相对平稳的热

解工艺至关重要:神雾集团开发了无热载体蓄热技
术ꎬ热解原煤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ꎬ极大地抑制了粉

尘的产生 [５３] 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发的内旋移动床

３) 各种热解条件对焦油产率和品质的影响作

用是交互的ꎬ各因素产生影响的主次关系尚不清楚ꎬ
需要进一步地进行研究来揭示煤颗粒自身物理化学
性质与热解焦油产率和品质的关系ꎬ构建热解条件
和焦油组成之间的协同调控方法ꎬ实现低阶煤的分
级分质利用ꎮ

热解技术 [５４] 通过降低煤粒在移动床中的运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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