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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半焦对神木烟煤快速热解焦油的改质作用
张俊杰1,2 ,王光永1 ,徐绍平2 ,王晓东1 ,王大军1 ,邓 鸿1
(1. 西南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家碳-化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工业排放气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2. 大连理工大学 化工学院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辽宁 大连

摘

116024)

610225;

要:煤中低温热解焦油可用于制取液体燃料或高值化学品,提高热解焦油产率和焦油品质是实

现热解制油工业化的关键技术之一。 半焦作为煤热解反应体系的主要中间产物之一,利用半焦改
质煤热解焦油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利用热解反应器落下床反应段中神木烟煤快速热解提供稳
定的挥发分来源,通过调节下游移动床反应段中快速热解新生半焦( 原位半焦) 的停留时间,研究
了稳态下半焦床层温度和半焦床层高度对煤快速热解焦油改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相较于无半焦
-挥发分作用,新生半焦明显减少了沥青质的生成,提高了焦油品质。 半焦床层高度为 3 cm、半焦
床层温度低于 610 ℃ 时,轻质焦油产率基本不变,轻质焦油中苯酚和其他芳香类含氧化合物含量降

低、苯和萘类芳烃化合物含量上升。 半焦床层温度高于 610 ℃ 时,气相缩聚反应增强,不利于焦油

品质的提升。 半焦床层高度增加后,沥青质产率有所降低,轻质焦油产率基本不变。 与挥发分作用
后,半焦产率增大,比表面积减小。 研究表明,新生半焦改质焦油利于在热解过程中原位减少重质
焦油的生成,从而有效延缓或抑制后续处理过程中的结焦和设备堵塞。 研究结果可对通过中低温
热解进行低阶煤的分质清洁高效利用,进而实现目标产品的定向转化提供借鉴。
关键词:焦油提质;快速热解;煤;半焦;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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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grading of coal tar from fast pyrolysis of Shenmu
bituminous coal by nascent c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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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ar from the pyrolysis of coal at relatively low temperature can be used to produce liquid fuel or high-

valued fine chemicals.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for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pyrolysis tar production is improving the
tar yield and quality. As one of the main intermediate products of coal pyrolysis reaction system, the char used for im-

proving the tar from coal pyrolysi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e volatiles from the fast pyrolysis of Shenmu bitumi-

nous coal ( SM) in the free fall reaction section of the pyrolysis reactor were upgraded over the nascent char ( in-situ
char) in the downstream moving bed upgrading reaction section. The effects of char bed temperatures and heights on
the tar upgrading at a steady state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ascent char reduces the formation of as收稿日期:2019- 0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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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ltene obviously and thus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ar compared with that without char-volatiles interaction. When the
char bed height is 3 cm and the char bed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610 ℃ , the yield of light tar remains almost un-

changed, the contents of phenol and other aromatic O-containing compounds in the light tar decrease and the contents

of benzene and naphthalene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crease. When the char bed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610 ℃ ,
the poly-condensation of the gas phase is enhanced, which would adversely affect the tar quality. The yield of asphalt-

ene shows a slightly decrease trend and the light tar yield changes little by further increasing the char bed height. After reacting with the volatiles, the yield of char increases and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the char decreases. The re-

sults show that the use of nascent char to modify the coal tar is beneficial to reduce the formation of heavy tar in-situ

during pyrolysis, which can effectively delay or restrain the coking and blockage of the equipment in the subsequent
treatment process. This work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clean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low rank coal

through the pyrolysis at a relatively low temperature, so as to realize the directional conversion to the target products.
Key words:tar upgrading; fast pyrolysis; coal; char; tar
富煤少油是我国能源的基本国情,以煤为主的能
源消费结构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改变。 清洁高效利
用煤炭成为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和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的迫切需要和现实选择

[1]

。 煤热解和以其为核心的

多联产是实现煤炭分质清洁高效利用的重要途径。
我国低阶煤资源丰富,占煤炭资源的 55% 以上。 低

后,半焦的比表面积减小。 FU 等 [14] 在两段式固定床

中研究了生物质半焦作用下褐煤热解挥发分的二次
反应,发现半焦表面的 K,Na,O 等可促进重质焦油分

解转化为小分子气体,半焦 - 挥发分作用提高了油气

品质。 可见,半焦 - 挥发分作用是实现焦油品质提升
的有效手段。 但目前基于半焦改质焦油的研究多采

阶煤反应性好、油产率较高,通过中低温热解,可以获

用一段或两段式间歇固定床反应器,挥发分和半焦得

取优质的液体燃料和精细化学品。 因煤本身贫氢,造

不到稳定的供应和更新。 另外,与通常采用的异位半

成其热解焦油中重质组分含量高,并限制了油产率的

焦相比,煤快速热解新生半焦或其前体不稳定,表面

提高,是 制 约 煤 热 解 技 术 商 业 化 利 用 的 瓶 颈 问 题

存在较多的活性位点,反应活性较高,与挥发分作用

之一。

过程中,既可直接参与反应,又可作为催化剂促进热

目前,对煤热解过程及产物优化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改变工艺条件、反应气氛及催化热解等方面,但单
纯的依靠改变工艺条件、热解气氛等对提高煤热解转

解中间产物二次反应的完成 [15-16] ,稳态下新生半焦

改质焦油效果及半焦 - 挥发分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尚
不充分。

课题组前期工作 [17] 对生物质和煤热解及共热解

化率及实现产物分布的定向调节作用有限。 催化热
解通过引入特定的催化剂调控煤热解过程中自由基
间的结合,可在温和热解条件下提高煤热解转化率、
实现油气品质及目标产品的定向转化,成为近年来研
究的热点问题

[2-9]

。 半焦作为煤热解反应体系的主

要中间产物之一,其与一次反应产生的挥发分之间的
相互作用对热解过程中主要元素的迁移和产品分布
具有重要作用

[10-11]

。 HAN 等

[12]

过程中新生半焦 - 挥发分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
半焦床层的存在提高了焦油的产率和品质,但因反应

器结构的局限性,不能实现半焦床层连续更新、高度

可调,且难以区分新生半焦二次热解、半焦 - 挥发分

作用对产物生成及调变的贡献。 笔者在新构建的落
下床快速热解耦合移动床提质反应体系中,利用落下

采用上段热解、下段

床中神木烟煤快速热解提供稳定的挥发分来源,通过

催化焦油改质的两段式固定床反应器研究了半焦对

调节下游移动床中快速热解新生半焦的停留时间,研

府谷煤热解焦油二次改质的影响。 结果表明,半焦可

究了不同床层温度和高度下新生半焦对神木烟煤热

促使重质焦油沥青质转化为小分子不凝气和轻质焦

解产物产率及特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原位半焦对焦油

油。 JIN 等

[13]

在一段式固定床( 煤和半焦分层布置)

改质效果的影响机制。

中研究了半焦对神木次烟煤热解产物分布及组成的

1

用促进了轻质焦油的生成,提高了焦油的品质;半焦

1. 1

影响,发现热解温度为 450 ~ 750 ℃ ,半焦 - 挥发分作
较大的比表面积利于重质焦油的转化,与挥发分作用

实

验

实验原料
实验选取 0. 25 ~ 0. 38 mm 粒级的神木烟煤(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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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其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结果见表 1。 实

验前将样品置于 105 ~ 110 ℃ 鼓风干燥箱中干燥至
恒重。

表1

煤样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Proximate and ultimate analyses of coal %

Table 1

工业分析
M ad

Ad

5. 16

6. 73

元素分析
V daf

35. 38

C daf

77. 53

H daf

4. 70

N daf

1. 02

O daf ∗
15. 34

S t,d

1. 32

注:∗为差减值

1. 2

实验装置及方法

实验装置如图 1 所示,主要由进料单元、落下床

图2

主体、气固分离器、产物收集单元和信号采集与控制

Fig. 2

单元组成,该装置可用于固体物料快速热解、快速热
解挥发分原位改质实验研究

[18]

。 实验过程中,自由

落下床快速热解新生半焦,下料速率通过旋转阀控
制,在旋转阀以上可形成连续更新的半焦料层。 当旋
转阀以上半焦料层的上端面略低于落下床反应管出

口( 图 2( a) ) 时,半焦与挥发分无相互作用,可独立
评价快速热解半焦的二次热解过程。 继续延长半焦

停留时 间, 半 焦 料 层 逐 渐 堆 入 落 下 床 反 应 管 ( 图

2( b) ) ,此时一次热解挥发分须穿过该连续更新的新
生半焦 床 层, 可 用 于 研 究 原 位 半 焦 - 挥 发 分 相 互
作用。

有、无半焦-挥发分作用下半焦料位示意

Char level with and without char-volatiles interaction

实验过程及热解气体、水、焦油和固体产品的收

集方法见文献[ 18] 。 其中,依焦油组分在不同溶剂

中溶解能力的不同将其分为 CH 2 Cl 2 可溶物即轻质焦
油、水可溶物和 THF 可溶物即重质焦油沥青质,3 者
之和为焦油总质量。

1. 3

产物分析

采用 GC7890Ⅱ型气相色谱仪检测分析热解气体组
成。 使用 Agilent -5975C 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分析

热解焦油中轻质焦油组分。 采用北京精微高博科学技
术有限公司 JW -BK122W 型氮吸附仪测定与挥发分作
用前后热解半焦的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 采用静态等
温吸附法,温度为 - 196 ℃ ,比表面积由多点 BET 法计

算得出,微孔孔容和孔径分布分别由 HK 法和 BJH 法
计算得到,总孔孔容由相对压力趋近于1. 00 时的平衡
吸附量求得[18] 。 此外,采用 EQUINOX55 型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对半焦进行红外分析。 分析前将样品

和 KBr 同时放入温度为 105 ℃ 的真空干燥箱中干燥

4 h,采用 KBr 压片法制样,将样品和 KBr 粉末以质量
比 1 ∶150 置于玛瑙研钵中,充分研磨均匀后压制成薄

片,迅速将制好的薄片放置于红外光谱仪的样品室进
行测试。 每个样品扫描时的扫描次数为 32,分辨率
为 4 cm -1 ,波数扫描范围为 500 ~ 4 000 cm -1 。

2

2. 1

结果与讨论
半焦床层温度的影响

在热解反应温度 610 ℃ 、半焦床层高度 3 cm 条

件下,考察了新生半焦床层温度对神木烟煤热解产物
图1

Fig. 1

原位半焦作用下焦油提质实验装置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in-situ char upgrades tar

产率的影响,结果如图 3 所示。 图 3 中虚线为无半
焦 -挥发分作用,即新生半焦二次热解结果,实线为
半焦 -挥发分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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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变化;继续升高温度至 560 ℃ 时,气体各组分产
率均有所降低;而当温度高于 610 ℃ 时,H 2 和 CO 产
率呈现增加的趋势,CH 4 和 CO 2 产率降低。 整个温
度范围内 C 2+ 均 降 低, 随 温 度 的 升 高 降 幅 无 明 显 变
化。 挥发分 -半焦作用过程中,半焦和一次热解挥发
分中的小分子气体、热解水及焦油等物种形成了一个
复杂反应体系,其特点是多组分和多反应共存。 由前
期工作 [18] 可知,神木烟煤快速热解半焦中残余较多
的挥发分,在挥发分 - 半焦作用过程中,新生态的高
温半焦会继续发生二次热解。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不
同温度下新生半焦 - 挥发分作用均降低了半焦二次
热解程度,导致气体产率降低,但新生半焦与挥发分
作用机制因温度不同而有所差别,从而导致气体组分
产率的不同变化。 较低的床层温度下,焦油的缩聚和
脱烷基作用使得 H 2 和 CH 4 产率增加;当床层温度升
高至 560 ℃ 时,与挥发分作用后半焦二次热解减弱占

主导,导致气体各组分产率均降低;当床层温度高于
610 ℃ 时,在半焦作用下,Boudouard 和甲烷分解反应
明显增强,使得 CO 2 和 CH 4 产率降低,CO 产率增加。
与无半焦 -挥发分作用存在时相比,不同床层温
度下,神木烟煤热解轻质焦油产率无明显变化,沥青

质产率降低,水可溶物产率较低且基本不变。 随温度
的升高,轻质焦油产率无明显变化,沥青质产率降低;
当温度高于 610 ℃ 时,轻质焦油产率有所降低,沥青
质产率呈现增加的趋势,但仍显著低于无半焦 - 挥发
分作用时的相应值。 460 ~ 610 ℃ 时,原位半焦 - 挥发

分作用过程中,沥青质在半焦表面及孔隙内经缩聚成
焦,造成其产率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半焦产

图3

半焦床层温度对神木烟煤快速热解产物产率的影响

Fig. 3

Effect of char bed temperature on product
yields of SM pyrolysis

相较于无半焦 - 挥发分作用,不同温度下半焦 -

挥发分作用后,神木烟煤热解半焦和水产率有所增
加,焦油和气体产率降低。 随温度的升高,各产物产
率的变化幅度有所增强。 这表明,原位半焦的存在降
低了焦油产率。 同时,挥发分的作用也降低了半焦的
反应活性,导致半焦二次热解减弱,表现为半焦产率
增加、气体产率降低。 水产率的增加可能源于两方面
因素,一方面,新生半焦促进了已形成的焦油或自由
基中含氧官能团以水的形式脱除;另一方面,快速热
解半焦中残余大量的含氧官能团,挥发分与其作用过

程中,气相中 H·与半焦中 OH 官能团结合,从而促
进了水的生成。
产气中各组分产率无明显变化规律。 当温度低
于 560 ℃ 时,H 2 和 CH 4 产率增加,CO 和 CO 2 产率无

率增大。 此外,由于新生成挥发分中包含大量自由
基 [16] ,而孔令伟等 [19] 研究认为半焦缩聚析氢会促进
煤热解自由基碎片稳定,从而使焦油产率及轻质化程
度均有所增加。 由前期工作 [18] 可知,新生半焦二次
热解过程中会发生脱烷基和缩聚脱 H 反应,因此可
推断,新生半焦促使小分子活性中间体与自由基碎片

结合形成轻质焦油,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沥青质产
率,这在较高温度下更为显著。 这与较高温度下半
焦 -挥发分作用过程中,相较于无半焦 - 挥发分作用,
H 2 和 CH 4 产 率 变 化 较 小 相 一 致。 该 过 程 中, 半 焦

促使轻质焦 油 生 成 的 同 时 也 促 进 了 轻 质 焦 油 的 分
解转化,轻质 焦 油 的 减 少 和 生 成 相 当,使 得 其 产 率
基本不变。 当温度高于 610 ℃ 时,焦油及自由基碎

片的缩聚反应增强,导致轻质焦油产率有所降低,沥
青质反之。
2. 2

半焦床层高度的影响
半焦床层高度对神木烟煤热解产物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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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 所示。 快速热解反应温度和半焦床层温度均

度和半焦床层温度均为 610 ℃ ;有半焦 - 挥发分作用

为 610 ℃ ,相较于无半焦 -挥发分作用( 床层高度 0) ,

时,半焦床层高度为 3 cm。 焦油组分按分子结构的

产率降低;床层高度增加,各产物产率变化趋势增强。

类等 [18] 。

不同床层高度下,半焦和水产率均增加,焦油和气体

半焦 -挥发分作用促进了 H 2 和 CO 的生成;床层高度

增加,H 2 和 CO 产率增加,CO 2 和小分子烃类反之。
因此,CO 和 CO 2 的 变 化 主 要 源 于 半 焦 气 化 反 应 增

相似性分为几种不同的种类,包括苯类、苯酚类、萘

有无半焦作用下神木烟煤热解轻质焦油的 GC-MS 分析

表2

Table 2

GC-MS analysis of light tars from SM pyrolysis

%

with and without char

强;H 2 和小分子烃类的变化分别主要源于沥青质缩

相对含量( 峰面积)

聚 [20] 和小分子活性中间体稳定自由基碎片作用增

组分

强,这与床层高度增加后,沥青质产率降低,轻质焦油
产率基本不变相一致。 整体来看,床层高度增加,对

苯类

于进一步减少沥青质生成作用不大。

苯酚类

无相互作用

有相互作用

31. 29

33. 96

06. 29

04. 90

05. 10

二氢萘类

19. 93

萘类

06. 79

芴

01. 25

联苯

08. 65

蒽类

03. 47

菲

03. 98

芘
芳香类含氧化合物

∗

脂肪类含氧化合物 ∗∗
脂肪烃
含氮化合物

05. 09
01. 15
02. 83
02. 53
01. 65

其他

02. 58

23. 73
05. 90
01. 64
08. 43
03. 36
04. 32
04. 27
01. 01
02. 00
02. 42
01. 48

注: ∗ 为其他芳香类含酯基、醚氧和醇羟基化合物; ∗∗ 为脂肪醇、
酯和酸类化合物。

由表 2 可知,相比较于无半焦 - 挥发分作用,新

生半焦促进了神木烟煤热解轻质焦油中苯、联苯及萘
类的生成;苯酚类、其他芳香类含氧化合物、二氢萘、
芴及脂肪碳氢化合物含量降低,且以苯酚类降低最为
显著。 这表明,新生半焦减少了轻质焦油中含氧化合
物的生成,其中羟基的脱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
的生成。 二氢萘、脂肪烃及芴类的变化可能源于相应
前驱体的芳构化及自由基的稳定。
图4

半焦床层高度对神木烟煤快速热解产物产率的影响

Fig. 4 Effect of char bed height on product yields of SM pyrolysis

2. 3

热解焦油组成分析

2. 4

热解半焦性质分析
有无半焦 - 挥发分作用下神木烟煤热解半焦的

孔结构参数见表 3。 快速热解反应温度和半焦床层

温度均为 610 ℃ ;有半焦 - 挥发分作用时,半焦床层

对有无原位半焦 - 挥发分作用下神木烟煤快速

高度为 3 cm。 与挥发分作用后,半焦的比表面积、微

焦油改质的影响机制,结果见表 2。 快速热解反应温

要是由于与挥发分作用后半焦二次热解减弱,半焦中

热解轻质焦油组成进行分析,有助于阐明新生半焦对

孔容积及总孔容积均减小,平均孔径有所增大。 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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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余挥发分的析出减少,限制了半焦微孔的发展,从

化具有一定的工业指导价值。

而使得其比表面积减小。

3

表3

与挥发分反应前后神木烟煤热解半焦的孔结构特性
Table 3

Pore tex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rs
from SM pyrolysis

比表面积 /

微孔孔容 /

总孔孔容 /

平均孔

项目

( m2 ·g -1 )

( cm3 ·g -1 )

( cm3 ·g -1 )

径 / nm

无相互作用

6. 8

0. 002 9

0. 009

5. 17

有相互作用

2. 8

0. 001 1

0. 004

5. 60

结

语

利用落下床快速热解提供稳定的挥发分来源,连
续更新的新生半焦为提质床料,开展了稳态下原位半
焦改质神木烟煤快速热解焦油研究。 研究表明,原位
半焦 -挥发分作用对神木烟煤快速热解焦油改质具

有显著效果,焦油中沥青质产率明显降低,从而提高
了焦油的品质。 利用新生半焦的高活性,优化半焦床
层温度( <610 ℃ ) 还可促进轻质焦油的生成,轻质焦

图 5 为与挥发分作用前后神木烟煤热解半焦的

油产率基本不变。 半焦床层高度增加后,沥青质产率
降低,轻质焦油产率基本不变。 原位半焦 - 挥发分作

种类不变,但相对强度有所差别。 与挥发分作用后,

成,苯、萘类芳烃化合物含量明显增大。 沥青质缩聚

红外分析结果。 与挥发分作用前后半焦表面官能团

用抑制了神木烟煤热解轻质焦油中含氧化合物的生

神木烟煤热解半焦中 C = O 伸缩振动峰和烷基 C—H

结焦及半焦二次热解减弱造成半焦产率增大,半焦比

伸缩振动峰保持单个峰。 这进一步证实,与挥发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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