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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提高压块活性炭的强度，采制大同侏罗纪烟煤煤样，经破碎、粉磨制成煤粉，在煤焦油沥青
存在下将煤粉制成压块成型料后炭化至 600 ℃ 制成炭化料，测定压块成型料和炭化料样品的耐压强
摘

度和磨损强度，并研究煤粉粒度、水分、沥青添加量和成型压力对压块成型料和炭化料强度的影响规
律。结果表明，压块成型料和炭化料的耐压强度呈现一致的变化规律 ，炭化过程中料块出现微裂隙导
致炭化料的耐压强度低于成型料 ； 水分对耐压强度的影响规律不明显； 减小煤粉粒度、增加沥青含量
和提高成型压力对耐压强度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 成型压力和水分对磨损强度影响规律性并不明显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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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煤粉粒度和增加沥青含量可提升炭化料的磨损强度 。在煤粉 74 μm （ 200 目） 通过率为 96．5%、水
分和沥青添加量（ 质量分数） 均为 10%、成型压力 120 MPa 时，以大同侏罗纪烟煤为原料可制备出高
强度的压块活性炭产品。
关键词： 煤基活性炭； 压块活性炭； 煤焦油沥青； 煤粉粒度
中图分类号： TD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3 － 2336（ 2016） 11 － 0178 － 06

Study on briquetting characteristics of briquetted activated carbon
prepared with Datong Jurassic bituminous coal
Jiang Yu 1，2 ，Yang Jin 1 ，Xie Qiang 1

（ 1 School of Chemica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 Beijing） ，Beijing
2. Datong Coal Mine Group Co．，Ltd．，Datong

100083，China；

037003，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mechanical strength of briquetted activated carbon，Datong Jurassic bituminous coal was sampled，crushed
and pulverized，and the pulverized coal were briquetted in the presence of coal tar pitch，then briquettes were carbonized at the temperature
of 600 ℃ ． The briquette and carbonized briquette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wearability． Meanwhile，the effect law
of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pulverized coal，water content，amount of coal tar pitch and briquetting pressure on mechanical strength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ariation tendency of compressive strength for briquettes whether or not carbonized was similar．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arbonized briquette was less than that of briquette as cracks occur during carbonization process． There was not
a regular effect of water content on compressive strength，whereas the finer the size of coal powder and the more the coal tar pitch content
and the greater the briquetting pressure enhanced，the higher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Apart from this，no obvious influence of water content and briquetting pressure on wearability could be observed，whereas the smaller the size of coal powder and the greater the coal tar pitch
content，the higher the wearability of carbonized briquettes．In the end，the briquette prepared from pulverized coal powder，
96．5% of which
could pass the sieve of 74 μm mesh，in the mass fraction of 10% water and 10% coal tar pitch at briquetting pressure of 120 MPa，the optimal strength of briquetted activated carbon could obtained with Datong Jurassic bituminous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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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磨粉 －成型 － 炭化 － 活化等关键步骤，压块成型后

言

料块的强度不够意味着不能进行后续的炭化和活化
工艺，整条压块活性炭生产线因此就会停顿 。

活性炭是一种具有高度发达的孔隙结构和极大
［1］
内表面积的人工炭材料制品 ，由于其独特的吸附

影响压块活性炭成型强度的因素很多，分析以

性能和物化特性而被广泛地应用于液相处理 、气体
净化、食品脱色、催化剂载体制备等领域。活性炭应

上新建活性炭项目压块强度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优质的大同侏罗纪烟煤随着多年的超强

用最广泛的领域就是液相处理，其中水处理，尤其是
饮用水深度净化领域使用量最大，且绝大部分为煤

度开采，剩余可采储量不多，并且煤质条件变化较
大； 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调节活性炭产品的孔结构或

［2］
基活性炭 。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基活性炭生
产国，其中饮用水深度净化用的煤基活性炭包括原

者提高压块强度通常会添加一些配煤或者添加剂 ，
配煤或者添加剂对于成型强度影响的研究并不充
分； 新投产的活性炭项目中，为了提高生产能力通常

煤 直 接 破 碎 活 性 炭、压 块 活 性 炭 以 及 柱 状 活 性
［3］
炭 。原煤直接破碎活性炭装填密度和强度低，在

选用一些产能较大的新型压块成型设备 ，这些设备
对于原料的适应性还有待探索。 另外，对于煤粉粒

水中下沉速度慢、漂浮率高，应用效果较差； 柱状活
性炭在制备过程中使用了煤焦油 ，生产成本较高、工

度、外加水分、添加剂含量、成型压力等压块成型关
键因素的研究也不充分。目前以提高活性炭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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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复杂且污染严重。随着地表水质的不断下降以及
2012 年 GB 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在

目的的煤粉压块成型研究较少，已有文献多以配方
［5－7］
，研究结果呈碎片化，可供参考的研究
探索为主

全国的强制实施，饮用水的监测指标从 35 项增加至
106 项，国内的旧水厂改造、新建水厂都要采用国外
［4］
已经成熟的臭氧 － 生物活性炭工艺 。 压块活性炭

主要集中在提高气化型煤和工业型焦的耐压强度和
［8－10］
。 为提高压块活性炭强度，笔者
热稳定性方面

具有均匀的粗糙表面，比其他活性炭更加适用于臭
氧 －生物活性炭工艺。 因此，压块活性炭将成为未

采用大同侏罗纪烟煤为主要原料，配入高温煤焦油
沥青为添加剂，研究煤粉粒度、外加水分、沥青添加

来水处理用活性炭市场的主流产品 。
大同侏罗纪烟煤灰分低、挥发分高、黏结性适

量和成型压力对其成型性质的影响，得出以大同侏

中，是制备压块活性炭的优质原料。 从 2012 年开
始，大同市活性炭产业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建设 ，
包括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10 万 t 活性
炭项目，其中压块活性炭产能为 5 万 t / a； 大同电力

罗纪烟煤为主要原料制备高强度压块活性炭的最优
工艺参数，为工业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1

1. 1

试

验

煤样及煤沥青

机车有限公司活性炭项目升级改造后可达 2 万 t / a
的压块活性炭产能。这些项目在投料生产过程中存

煤样选用大同侏罗纪烟煤 （ DT） ，以山西金晖煤
焦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温煤焦油沥青为添加剂，原料煤

在的最大问题是原料煤粉压块成型后的料块强度不
够，并且经过炭化后强度下降明显，破碎率过高，不

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见表 1。由表 1 可知，原料煤
中灰分仅有 4．70%，固定碳含量为 75．39%，且碳元素

能满足正常生产的需要。压块活性炭的生产需要经

含量达到 83．22%，
是制备活性炭的理想煤种。

表1
Table 1
煤样
DT

1. 2

原料煤样品的工业分析及元素分析

Proximate and ultimate analysis of raw material coal sample

工业分析 / %

元素分析 / %

M ad

Ad

V daf

FC daf

2．14

4．70

24．61

75．39

压块成型料的制备

采用鄂式破碎机将煤样破碎后，再用球磨机磨
粉，
通过磨粉时间控制煤粉的粒度。 球磨机磨粉时
3、
4 h 时，对应的 74 μm（ 200 目） 标准筛过筛
间为 2、
率分别为 94．0%、96．5%、98．0%。 沥青利用高速万

w（ C）

daf

83．22

w（ H）

daf

4．87

w（ O）

daf

10．35

w（ N）

daf

1．02

能破碎机磨至全部通过 200 目的标准筛。 将煤粉、
沥青粉以及一定量的外加水混合均匀，利用自制的
成型模具在外压作用下将其压成直径 25 mm、高 8
mm 的饼状料块。 自制的成型模具由底座、套筒和
压杆 3 部分构成，材质为 45 号钢，外加压力由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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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机提供。
1. 3 炭化料的制备

1） 煤粉粒度对耐压强度的影响 （ 图 2） 。 由图 2
可知，成型料和炭化料的耐压强度都随着磨粉时间

利用管式炉炭化压块成型料，管式炉装置如图
1 所示。每次取成型料块 38 个，以 N 2 为保护气，流

的延长而增加。成型料耐压强度由 6．5 MPa 增加至
8．8 MPa，炭 化 料 耐 压 强 度 由 4． 5 MPa 增 加 至 5． 5

量为 100 mL / min； 以室温为初始温度，升温速率为 5
℃ / min，达到炭化终温 600 ℃ 后恒温 45 min，待炭化

MPa。根据奥西波夫的理论，微孔隙坚硬结构体的

料冷却至室温后置于干燥箱以备使用 。

强度，不是由该物体的颗粒强度所决定的 ，而是由颗
粒间的接触性质所决定，结构体强度与单位接触面
［11］
上的接触点数量及单个接触平均强度成正比 。
随着磨粉时间的增加，煤粉粒度越来越小，在相同的

1—N 2 高压钢瓶； 2—N 2 流量计； 3—温控仪；
4—管式炉； 5—不锈钢管； 6—尾气吸收瓶

图1
Fig. 1

料的耐压强度明显低于压块成型料 。

管式炉炭化装置

The tube furnace device for carbonization

成型料与炭化料的强度评价
1） 耐压强度测定。 压块成型料与炭化料的耐

中
w 国
w 煤
w 炭
.c
hi 期刊
na
ca 网
j.n
et

1. 4

接触面积条件下接触点数量就会增加，块状物料的
耐压强度也就随之上升。 从图 2 还可以发现，炭化

压强度测试参考 MT / T 748—1997《工业型煤冷压强
度测定方法》进行。 将压块成型料或炭化料置于电

图2

动立式压力机测试面中心位置，以 10 ～ 15 mm / min
的均匀速度向物料施加单向压力，记录断裂时的最
大压力值，即压力机测试时第 1 次停顿时或达到第

一峰值时的压力。 每一组样品取 10 个料块进行试
验，以得出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耐压强度 。

2） 磨损强度测定。成型料与炭化料的磨损强度
测试参考 GB / T 2565—2014《煤的可磨性指数测定方
法 哈德格罗夫法》进行。将成型料或炭化料破碎至
粒径 3 ～ 13 mm，
取 50 g 放入哈式可磨仪中，
以转速 20

r / min 转 60 转后利用筛分的方法分离物料。炭化料
粒径 1 mm 以上的颗粒物较多，因此评价炭化料磨损

Fig. 2

磨粉时间与耐压强度的关系

Ｒelationship between grinding time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根据材料力学的 Griffith 理论，压块成型料内部
［12］
微裂纹是导致其耐压强度降低的主要原因 。 将

磨粉时间为 3 h 条件下煤粉制得的压块成型料和炭
化料的外观形貌进行对比 （ 图 3） ，可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压块成型料和炭化料耐压强度有所差异的原
因。如图 3 所示，压块成型料表面较为光洁，没有裂
纹出现； 炭化料由中心延伸至物料边缘出现了多条
狭缝宽窄不一的裂缝，同时整个表面布满了微裂纹。

强度是用 1 mm 以上的颗粒质量占总质量之比表示。
成型料经过哈氏可磨仪磨损后 1 mm 以上的质量较
少，
所以其磨损强度表示方法与炭化料有所差异，将
1 mm 孔径网筛分离出的物料分别利用激光粒度仪测
定出平均粒径，
以平均粒径与其所占比例（ 质量分数）
相乘，
相乘之和即成型料的磨损强度。

2
2. 1

结果与讨论
原料煤粒度对强度的影响
通过磨粉时间调节原料煤的粒度，配以质量分

10% 的水分，在成型压力 120 MPa 条
数 10% 的沥青，
件进行压块试验，分析煤粉粒度对耐压强度和磨损
强度的影响。
180

图3
Fig. 3

炭化对于物料外形的影响

Influence of carbonization on appearance of samples

原料煤经过磨粉后煤粉颗粒间和颗粒中必然吸
附有空气，在高压作用下会储存在压块成型料中 。
在逐渐升温的炭化过程中，空气膨胀与煤中的挥发
分一起逸出，气体膨胀、逸出的过程中会导致炭化料
出现裂纹，因 此 炭 化 料 的 耐 压 强 度 比 成 型 料 有 所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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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2） 煤粉粒度对磨损强度的影响 （ 图 4） 。 由图 4
可知，随着磨粉时间由 2 h 增加至 3 h，原料煤粒度
变细，压块成型料的磨损强度减小，炭化料磨损强度
增加。其中压块成型料的磨损强度由 43．9 μm 减小
至 33 μm； 炭化料由 67．6% 增加至 92．9%。 随着磨
粉时间由 3 h 增加至 4 h，成型料和炭化料的磨损强
度又略有上升。

2016 年第 11 期

强度的影响与原料煤的种类、添加剂的种类和添加
［14］
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振刚等 认为适宜的水分
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降低型煤颗粒间的摩擦力，使
［15］
颗粒更加紧密地结合。 王越 通过显微镜观察型
煤发现尽管添加剂和煤粉经过了混合处理 ，型煤仍
然是一种非均质的材料，并且观察到型煤显微结构
中由于含有空气而存在空隙； 同时还发现，尽管外加
水可以减少成型煤粉的空隙率，但是空隙率和压块
成型料的耐压强度并没有很好的相关性 。

Fig. 4

磨粉时间与磨损强度的关系

中
w 国
w 煤
w 炭
.c
hi 期刊
na
ca 网
j.n
et

图4

Ｒelationship between grinding time and wearability

磨损强度侧重考察物料的抗磨损能力，主要是
沿着切线方向受力，受力部位从边缘开始逐渐向中

心延伸，这与耐压强度整体受力并不相同 。因此，虽
然压块成型料结构较致密，耐压强度相对较高，但是

边缘尤其是突出部分受力，易破碎。 大同侏罗纪烟
煤具有一定的黏结性，其在炭化过程中软化、熔融，
形成胶质体，这些气、液、固的三相胶质体在炭化过
程中流动，会渗入煤颗粒中，将颗粒连接成桥，冷凝
后形成骨架起到稳固的作用，因此炭化料的磨损强
度比成型料高，并且随着煤粉粒度越来越细，胶质体
渗透、分布就越好，这种连接、稳固作用发展的就更
加明显。
2. 2 外加水分对强度的影响

结合实际生产成本和成型效果考虑，采用磨粉
时间 3 h 条件下的煤粉，配以质量分数 10% 的沥青，

图5

Fig. 5

水分与耐压强度的关系

Ｒ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tent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2） 外加水分对磨损强度的影响如图 6 所示，成
型料及炭化料的磨损强度呈并不一致的变化趋势 ，
炭化料的磨损强度在外加水分添加量为 10% 时达
到最高 92．9%。在不同外加水分条件下炭化料的磨

损强度与升温条件也存在一定关系 。炭化升温速度
过快，内部水分汽化膨胀造成内部应力过大 ，会极大
［12］

地影响到磨损强度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以大同

侏罗纪烟煤为主要原料制备活性炭的炭化升温工艺
10% 的外加水可以使得炭化料的强度达到
条件下，
最高。

改变水分的添加量，在 120 MPa 条件下压块成型，
考察外加水分对耐压强度和磨损强度的影响 。
1） 外加水分对耐压强度的影响如图 5 所示，外
加水分为 0 时，压块成型料和炭化料的耐压强度最
高，随着外加水分由 0 逐渐增加至 7%、10%、13%、
16%、
20% 时，压块成型料和炭化料的耐压强度呈现
［13］

不规律的变化趋势。 房兆营

图6
Fig. 6

水分与磨损强度的关系

Ｒrelationship between water content and wearability

利用神府煤研究型
煤工艺条件时发现水分过少或者过多都会降低型煤
的耐压强度，过多的外加水会形成水膜降低强度 ，适

2. 3

量的水形成毛细力对型煤耐压强度有促进作用 。然
而，其试验中外添加水分最高量仅为 12%，未添加

添加 10% 的水分，改变沥青的添加量，在 120 MPa
条件下压块成型，研究沥青添加量对耐压强度和磨

更多水分进行深入研究。 实际上，水分对物料耐压

损强度的影响。

沥青含量对强度的影响
以磨粉时间为 3 h 条件下的煤粉为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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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沥青添加量对压块成型料及炭化料耐压强
度的影响如图 7 所示，当沥青添加量在 0 ～ 18% 范围
内，压块成型料及炭化料耐压强度均呈现波动 ，成型
料的耐压强度比炭化料高。 当沥青添加量增加至

第 44 卷

120、
160、
200 MPa 条件下对耐压强度和磨损强度的
影响。
1） 成型压力对压块成型料及炭化料耐压强度

25% 时，炭化料耐压强度显著高于压块成型料。 根

的影响如图 9 所示，成型压力为 70 MPa 时，成型料
和炭化料的耐压强度仅 3 MPa 左右，其中炭化料的

据以上分析，成型料炭化过程中空气和挥发分的逸
出产生的微裂隙降低了炭化料的耐压强度 。沥青作

耐压强度略高于成型料。 随着成型压力的升高，成
型料的强度都要高于炭化料，其中炭化料的耐压强

［16］
为黏结剂在升温过程中会形成可融组分 ，分析认
为当沥青添加量达到 25%，炭化升温过程中沥青形

度逐渐增加； 成型料的耐压强度在 160 MPa 时达到
200 MPa 时耐压强度略有降低。成
最大值 9．4 MPa，

成足够量的可融组分弥合裂隙，并且最终形成骨架
提升了炭化料的耐压强度。

型压力提高，成型料内部颗粒更加致密，接触点增
多，
耐压强度随之增加。 过高的成型压力导致成型
料耐压强度略有降低，在型煤研究过程中成型压力
过大导致耐压强度降低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分析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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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煤粉颗粒有一定的弹塑性，卸压后物料反弹在微
结构结合处出现裂隙； 或者是煤颗粒的显微结构被
［15，
17］

压溃，出现裂隙导致耐压强度下降

图7
Fig. 7

沥青添加量与耐压强度的关系

。 炭化料与

压块成型料的耐压强度基本呈现一致的变化规律 ，
即成型料的耐压强度决定了炭化料的耐压强度 。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tar pitch content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2） 沥青添加量对压块成型料及炭化料磨损强
度的影响如图 8 所示，不添加沥青时炭化料的磨损
强度低于成型料，添加沥青的所有炭化料的磨损强
度都高于成型料，说明沥青对于炭化料的磨损强度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尽管沥青添加量达到 18% 和
25% 条件下，磨损强度分别达到了足够高的 99．1%
和 97．2%，但是沥青添加量过大，煤粉成型的生产成

图9

Fig. 9

成型压力与耐压强度的关系

Ｒelationship between briquetting pressure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本也会相应提高。 在沥青添加量为 10% 条件下磨
损强度可达到 92．9%，因此综合成本及成型强度考

2） 成型压力对成型料及炭化料磨损强度的影响
如图 10 所示，
不同成型压力条件下的压块成型料的

10% 的沥青添加量最为合适。
虑，

磨损强度在 35 μm 左右波动，炭化料的磨损强度在
120 MPa 时达到了最大值 92．8%，
160
成型压力在 70、
MPa 时的磨损强度均为 43．8%，
在 200 MPa 时略有升
高，
为 59．24%。由此可知，
成型压力对成型料和炭化
料磨损强度的影响规律并不显著。

图8

沥青添加量与磨损强度的关系

Fig. 8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oal tar pitch content and wearability

2. 4

成型压力对强度的影响
以磨粉时间为 3 h 条件下的煤粉为主要原料，

添加 10% 的水 分，10% 的 沥 青，考 察 成 型 压 力 70、
182

图 10

成型压力与磨损强度的关系

Fig. 10 Ｒelationship between briquetting pressure and wearability

蒋

3

煜等： 大同侏罗纪烟煤制备压块活性炭成型性能研究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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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ed carbon ［J］．Carbon Techniques，
2012，
31（ 2） ： 33－36．

论

［6］ 王

峰，李

婷，范琳琪，等．无烟煤与气肥煤配煤制备中孔活

2012，
40（ 8） ： 121－124．
性炭［J］．煤炭科学技术，

1） 炭化料与成型料的耐压强度有很好的相关
性，由于炭化升温过程中储存在成型料中的空气膨

prepared with blending coal of anthracite and gas － fat coal ［J］．

胀、逸出产生微裂隙，炭化料的耐压强度比成型料有
所降低。

［7］ 吉建斌，薛保平，刘大鹏，等．采用压块工艺试制煤质颗粒活性

2） 磨粉时间越长，煤粉粒度越小，对炭化料的
耐压强度和磨损强度愈有促进作用。 磨粉时间为
3 h，
200 目煤粉通过率为 96．5% 是较为合适的煤粉
粒度。

Wang Feng，Li Ting，Fan Linqi，et al．Mesoporous activated carbon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40（ 8） ： 121－124．
2004（ 4） ： 22－25．
炭［J］．煤化工，
Ji Jianbin，Xue Baoping，Liu Dapeng，et al． Trial － production of
granular coal － based activated carbon using agglomerated method
［J］．Coal Chemical Industry，
2004（ 4） ： 22－25．
［8］ 田

斌，许德平，杨芳芳，等．成型压力与粉煤粒度分布对冷压

3） 外加水分对炭化料强度的影响规律性并不
明显，外加沥青含量增加对炭化料强度有一定的促

2013，
41（ 10） ： 125－128．
型煤性能的影响［J］．煤炭科学技术，

进作用。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沥青的添加量不宜
10% 沥青添加量较为合适。
过高，

and fine coal particle distribution affected to performance of cool
pressed briquette ［J］． Co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13，41
（ 10） ： 125－128．
［9］ 房兆营，巩志坚，蔡

涛，等． 型煤型焦技术研究新进展［J］．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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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型压力对于炭化料耐压强度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在煤粉 200 目通过率为 96．5%，外加水分

Tian Bin，Xu Deping，Yang Fangfang，et al． Briquetting pressure

和沥青量同为 10%，成型压力 120 MPa 时炭化料的
耐压强度为 5．1 MPa，磨损强度可达到 92．8%，是大
同侏罗纪烟煤制备压块活性炭的最佳成型条件 。

2010，
16（ 3） ： 44－47．
净煤技术，

Fang Zhaoying，Gong Zhijian，Cai Tao，et al．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e briquette and the formcoke production ［J］．Clean Coal

Technology，
2010，
16（ 3） ： 44－47．

［10］ 党钾涛，温振华，杨

芊，等．用于中低温热解的低阶烟煤型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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