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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煤浆技术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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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介绍了近年来国内水煤浆制备工艺、添加剂研究及燃烧、气化应用等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根据我国水煤浆应用的发展格局 （ 南方及沿海地区以燃料水煤浆应用为主，北方及主要产煤区以气

摘

化水煤浆为主） ，指出燃料水煤浆生产将向大型化浆厂及煤炭资源短缺的区域发展 ； 水煤浆生产工艺
（ 设备） 将向洁净化、高效率、低能耗发展； 制浆用煤选择向低阶煤、配煤和工业、生活废弃物发展。 基
于燃料水煤浆在节能、减排方面的重要作用，其在作为燃料代油、在城镇 （ 供暖 ） 炉窑上燃烧以及在水
煤浆气化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水煤浆管道输送技术也是今后水煤浆的发展方向 。

中
w 国
w 煤
w 炭
.c
hi 期刊
na
ca 网
j.n
et

关键词： 水煤浆； 洁净煤燃料； 气化原料； 添加剂； 节能减排
中图分类号： TQ5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3 －2336（ 2015） 01 －0129 －05

Applica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coal water mixture technology in china
DUAN Qing －bing

（ 1． Energy Sav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Branch，China Coal Ｒesearch Institute Company Limited，Beijing 100013，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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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tional Key Lab of Coal Ｒesource Mining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Beijing 100013，China；

4． National Energy Key Lab of Coal High Efficient Utilization，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Ｒeduc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Beijing 100013，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d new achievements of the domestic coal water mixture preparation technique，additive research，combustion，
gasification application and other areas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the coal water mixture application（ fuel
coal water mixture mainly in South China and Coast Area and gasified coal water mixture mainly in North China and main coal producing
area）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duction of fuel coal water mixture would be developed forward to a large scale and coal resources
shortage areas． The produc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of the coal water mixture would be developed forward to clean，high efficient and
low energy consumption． The coal selected for the coal water mixture preparation would be developed forward to the low rank coal，blended
coal and the industry and domestic waste material． Based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fuel coal water mixture in th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the coal water mixture as the fuel to replace the oil would have a wide development prospect in the combustion of the township（ heating supply） ovens，coal water mixture gasification and other areas． A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of the coal water mixture
also would be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oal water mixture in later．
Key words： coal water mixture； clean coal fuel； raw material of gasification； additive；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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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部门的重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发以
来，
历经 30 余年的科技攻关与生产实践，形成了多

言

水煤浆是国家洁净煤计划发展中的一项重要技
术，其作为洁净煤燃料和气化原料，一直受到国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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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科研试验基地和生产应用示范基地，水煤浆技术
［1］
也不断取得创新发展 ，现已进入工业化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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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2013 年底，全国燃料
水煤浆的设计产能已突破 5 000 万 t / a，生产和使用

［7］
原料的选择及其结构特性对煤成浆性的影响 ，添
加剂性能与制浆工艺的结合，添加剂之间的相关性

量已达 3 000 万 t / a； 在气化水煤浆领域，含多喷嘴、
GE、多元料浆等以水煤浆进料的气化炉投产数量近

及匹配性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开展技术攻关 。通过对
添加剂进行分子结构设计、原料改性、复配合成以及

300 台，年耗浆量 1 亿 t 以上。目前水煤浆应用范围
涵盖了电力、石油、冶金、化工、建材、轻工等多个行

改善工艺条件 （ 反应温度、反应时间、原料的配比 ）
等手段，研发出了多个系列、多种性价比更高的添加

业，随着煤制甲醇、煤制油、煤制烯烃等多个大型煤
化工项目的开工建设，气头多采用水煤浆加压气化

剂新品种。如某大学研发的 NDF 系列添加剂，对不
同制浆工艺和制浆煤种的适应性较强； 江苏某精细

技术，预计未来几年水煤浆气化的用煤量将突破 2
亿 t，我国也将成为世界上水煤浆产能最大、应用行

化工公司研发的有机酸羧酸为主体的共聚物合成制
取的添加剂成本较低廉； 淮南某合成材料厂生产的

业最广泛、制备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

HNF 型添加剂具有良好的分散性和稳定性作用； 北

水煤浆技术发展与应用现状

京某大学研发的聚丙烯酸系列添加剂比萘系添加剂
更能提高制浆浓度，且添加剂用量少； 国家水煤浆工

1. 1

制浆用煤种类和水煤浆品种更加丰富
近年来，随着中等变质炼焦煤种资源的紧张和

程技术研究中心针对以神华为代表的低阶煤种的煤
质特征，通过优选添加剂分子主体结构，调节其疏水

中
w 国
w 煤
w 炭
.c
hi 期刊
na
ca 网
j.n
et

1

煤价的不断攀升，开拓新的制浆原料煤源、研发新的
制浆工艺技术，以满足水煤浆产业化发展需求成为

和亲水基团的组成比例，制备生产出了性价比很高
的 SHPF 系列添加剂，并在水煤浆生产中得到成功

重中之重。为此，科技工作者通过反复试验研究各
种煤炭资源性质及其成浆性能，分析、化验各类废弃

应用。
1. 3 水煤浆燃烧技术更趋完善和多样化

物资的成分组成及其可利用物的价值，并针对可供
选择的制浆用原料，以粒度级配模型为指导，提出选

随着水煤浆品种的增多，根据各类水煤浆的燃
烧特性，水煤浆的燃烧方式也由单一的喷雾—悬浮

择性粗磨和超细磨组合的循环制浆工艺理念 ，开发
出“多破少磨、分级研磨、超细浆返流、优化级配 ”等

燃烧发展成为流化—悬浮燃烧、多重配风旋风燃烧、
催化燃烧及水煤浆低温、低氧、低灰熔点、低挥发分

制浆新工艺，并通过大量的试验研究确定最佳的细
浆返流比，实现不同粒级的分级研磨，解决水煤浆粒

煤浆燃烧等。在燃烧装置方面，水煤浆的雾化喷嘴
和煤浆的燃烧器都呈现出多样化，不仅类型多、适用

度分布不可控的技术难题，使利用低阶煤制备的气
［2－3］
。
化煤浆浓度提高 3% ～ 5%

范围广，而且在结构设计、材质选择及雾化质量和配
风量的合理性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燃烧

新的制浆工艺选用过去认为不能制备高浓度水
煤浆的低阶煤，或者配入了除煤以外的其他原料 ，如

技术的提高，使得各类煤浆作为清洁燃料在我国多

造纸黑液、工业废水 （ 污水 ） 及城市污泥、废弃物等
制浆，不仅拓宽了制浆原料种类，降低制浆生产成
本，也增加了水煤浆品种。 例如，配入污泥、污水可
制备生物质煤浆，配入煤焦油等可制备多元料浆，用

低挥发分（ 石油焦） 可制备超细煤浆，用超低灰煤可
制备精细煤浆，用低阶煤可制备神华环保型水煤浆 、
褐 煤 煤 浆、煤 泥 煤 浆、气 化 用 煤 浆 及 速 溶 煤 粉
［4－6］
。目前，这些新的水煤浆品种已在市场上逐
等

个行业的多种改造炉窑和专用锅炉上得到长期应
用，节能和环境效益显著。
1） 水煤浆在热电锅炉上的应用。 北京燕山石
化第三热电站、茂名热电厂、佛山南海热电厂、汕头
410、
670 t / h 级的热电锅炉以水煤
万丰热电厂 220、
220 t / h 以上大型
浆代油长期稳定运行的实践表明，
锅炉热效率为 90% ～ 91% ，可在 40% ～ 100% 负荷
范围内运行，锅炉燃烧效率均在 98% 以上，与燃油

步得到应用，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潜力。
1. 2 水煤浆添加剂更加适应煤种和制浆工艺要求

相比，经济效益显著。
2） 水煤浆在工业 （ 供暖 ） 锅炉上的应用。 目前
我国有千台以上容量从 75 t / h 以下不等的各类蒸

水煤浆分散剂主要是以阴离子型为主，新型多
功能的非离子型添加剂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汽锅炉、热水锅炉和热载体锅炉在以水煤浆为燃料 ，
采用雾化燃烧方式或流化燃烧方式稳定 、安全、清洁

近年来，国内水煤浆添加剂的研究重点是以提高添
加剂的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为核心，主要围绕添加剂

运行，燃烧效率≥98% ，锅炉热效率≥85% ，与同容
量烧 散 煤 锅 炉 相 比，效 率 提 高 15% 以 上 （ 节 煤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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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烟尘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 ≤ 50 mg / m3 ，SO2
3
排放质量浓度≤ 100 mg / m ，NO x 排放质量浓度 ≤

250 mg / m3 ，节能与环保效果非常明显。
3） 水煤浆在工业窑炉上的应用。 工业窑炉门
类很多，水煤浆代替燃油或天然气、焦炉气，在陶瓷
行业的隧道窑、喷雾干燥塔，耐火、保温及冶金行业
的倒焰窑、膨化窑、锻造加热炉、烧结矿加热炉等炉
型上应用，不仅可满足这些炉窑加热工艺的要求 ，优
化加热件产品质量，还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
减排效果也十分明显。
1. 4

气化用高浓度水煤浆成套制备技术取得突破
以湿法煤浆进料的德士古水煤浆气化、多喷嘴

对置式水煤浆气化、多原料浆气化及分级气化工艺
等近些年来在我国发展很快，目前商业化运行的工

2

水煤浆技术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水煤浆应用发展格局是： 南方及沿海
地区以燃料水煤浆应用为主，北方及主要产煤区以
气化水煤浆为主，水煤浆技术发展趋势表现如下。
1） 燃料水煤浆生产向大型化浆厂及煤炭资源
短缺的区域发展。 国家发改委明确要求“水煤浆生
产厂要大型化，单机系统生产能力应为 50 万 t / a”；
国内外专家也普遍认为“建设百万吨级水煤浆厂 ”
才为经济规模。因此，我国的燃料水煤浆厂正在由
单机生产能力为 25 万 t / a 的小型生产向大型水煤
浆厂发展。这对于制浆用原料煤定点供应、水煤浆
制浆厂的生产、储存、运输及用户供浆，保证水煤浆
的数量和质量以及降低用浆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珠三角、长三角及环勃海湾地区经济发展较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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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有数十台（ 套） ，年用水煤浆量达到 1 亿 t，但由于

2015 年第 1 期

制浆工艺不合理，很难制出高浓度水煤浆，难以满足
水煤浆气化用料要求。
近年来，国家水煤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根据低

阶煤种的成浆特性和堆积效率理论，研发出“分级
研磨、超细浆返磨、优化粒度级配 ”的制浆工艺及关
键成套设备，可将低阶煤 （ 含褐煤 ） 气化水煤浆的制
［8］
浆浓度提高 3% ～ 5% 。 分级研磨气化水煤浆提

浓技术以其制浆浓度高、气化效率高、经济效益显著
等特性，将成为我国煤化工企业利用低阶煤制备高
浓度气化煤浆的首选技术，填补了国内气化水煤浆
提浓技术领域的市场空白，形成以新型制浆工艺技
术转让、关键设备制造与销售、工程运行与承包等为
主营方式的相关产业链条。该项成套工艺技术选用

神木、鄂尔多斯等低阶煤，先后在兖矿鲁南化肥厂、
内蒙古伊泰、荣信化工、呼伦贝尔、榆林能化等多家
煤化工企业推广已达 1 500 万 t / a。 以兖矿鲁南化
20 万 t 甲醇） 工业化应用为
肥厂（ 年产 80 万 t 尿素、
例，原制浆工艺流程经改造后，水煤浆制备浓度提高
3. 1% ； 磨机系统产能由 51. 9 t / h 提高至 78. 4 t / h；
气化 炉 产 出 的 有 效 气 体 （ CO + H2 ） 体 积 分 数 由

对能源的需求和对水煤浆燃料 （ 原料 ） 的应用消耗
数量增长很快，目前在广东东莞、佛山、福建、江浙一

带建设百万吨级及以上用户型 （ 区域性 ） 大型浆厂
的速度正在加快，如东莞市拟在目前 100 万 t / a 浆

厂规模基础上，扩建到 500 万 t / a，以满足东莞市周
边地区用户年 700 万 t 的用浆供应。
2） 水煤浆生产工艺 （ 设备 ） 向洁净化、高效率、
低能耗发展。随着我国大气中 PM2. 5 严重超标，导
致雾霾天气的增多，水煤浆生产必须要洁净化。 目
前，国内现有多种制浆工艺，其共同流程都是需要把
煤破碎、研磨至一定的粒度并达到较好的级配 ，这个
环节控制不好就会对环境造成粉尘污染 。同时生产

优质水煤浆也必须有完善的工艺和高效的设备 ，工
艺和设备的不同影响着水煤浆产品的质量 、加工成
本、耗能和生产环境。因此，只有优化和完善制浆生
产工艺，力求生产工序之间衔接紧凑，无飞尘、无液
漏、不跑煤，才能使水煤浆厂区达到洁净化生产 。水
煤浆生产工艺核心是破碎和磨矿，其动力消耗占整
个制浆工艺的 70% 以上。 因此，开发高效、低能耗
制浆设备，是降低水煤浆生产成本的主要途径。 近

80. 2% 提高至 81. 4% ； 比氧耗降低 28. 1 Nm3 /1 000

年来，我国开发出多种高效、低能耗破、磨设备，已经
在水煤浆生产中得到逐步应用，真正起到了降低制

Nm3 （ 标况 ） ，比煤耗降低 29. 78 kg； 灰渣残碳降低

浆电耗的作用。其中国家水煤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44% ，气化用水煤浆浓度提高改善了气化炉运行

采用自行研发的选择性粗磨和超细磨有机组合的方
式制浆，超细煤浆的加入可大幅提高粗磨机的研磨

技术 指 标，扣 除 生 产 运 营 成 本 后，每 年 为 企 业 带
来 4 578 万元的净利润，经济效益非常明显。 因此，
分级研磨高浓度水煤浆制备技术及装备在煤气化领
域推广应用前景将十分广阔。

效率，使制浆能耗降低 30% 以上。
3） 制浆用煤选择向低阶煤、配煤和工业、生活
废弃物发展。我国水煤浆生产一直存在用煤选择范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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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窄的问题，国内燃料水煤浆的制浆用煤多以中等
变质程度的炼焦煤为主，但炼焦煤的储量已十分匮

等行业的大量导热油炉等，国内的这些燃油 （ 窑 ） 炉
用户由于油（ 气） 供应紧张和价格的不断上扬，经济

乏且价格昂贵，因此拓展制浆用煤范围，是水煤浆大
规模工业应用的前提。目前燃料水煤浆制浆煤种的

压力大，燃用进口高硫油的炉 （ 窑 ） 用户也由于油中
的硫含量高而造成较严重环境污染 ，因此，水煤浆作

选择已向变质程度较低的煤种过渡，但低阶煤种的
成浆性较差，采用传统工艺无法制备出高质量的水

为当前最现实的代油燃烧的清洁燃料，仍将具有较
大的市场潜力。

煤浆产品，这已成为制约水煤浆产业进一步发展的
决定性因素。因此，需大力开发低阶煤种 （ 弱黏煤、

3. 2

不黏煤、长焰煤和褐煤 ） 制浆新工艺，解决制浆用煤
紧张及价格昂贵的问题。

万台工业窑炉及数以千万计的城乡居民的生活炉灶
在直接燃煤，且绝大多数为层燃式工业锅炉，其中又

拓展制浆用煤意味着采用过去认为不能制浆的
煤种制浆，但这些煤的煤质特征导致采用单一煤种

以小型锅炉为主体，造成煤炭利用效率低，污染物排
［9］
放严重 。随着国家对环境要求的日益严格及城

制出的水煤浆不能满足锅炉燃烧用燃料要求 ，因此
可采用配煤制浆使煤种间特性互补，达到制备优质

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工业园区及居民社区实施
集中供热或热电联产，燃用清洁燃料，发展水煤浆清

水煤浆的目的。 如高挥发分煤特点是内水含量高、
灰熔点低、化学活性好，但成浆浓度低，燃烧易结渣；

洁流体燃料，采用较为先进的喷雾—悬浮燃烧和流
化—悬浮燃烧的方式，提高煤炭燃烧效率，减少烟尘

而低挥发分煤内水含量低、化学活性差，不易点燃和
燃烬。将两者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浆，不仅可以解

的污染物排放，将是政府和企业完成国家提出的节
能减排指标任务的最好选择。

决高挥发分煤燃烧时易结渣、成浆性差的问题，还可
以解决低挥发分煤在锅炉中不易燃烬的问题 ，从而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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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在工业（ 供暖） 炉窑上的应用具有优势
我国是燃煤大国，每年近 60 万台工业锅炉、20

达到拓展制浆用煤范围和降低制浆用煤成本的目
的。随着我国工业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市政污水

处理厂排出的污泥、工业生产中排出的各种废弃物
如造纸黑液、工业废水、分选煤泥产量等日益增多，
这些废弃物成分复杂，含有病菌，难以处置，对环境
造成严重污染。但由于含有一定量有机物质并具有

热值，因此可将它们适量地与煤配合制备成水煤浆 ，
不仅可以降低制浆成本、节省用煤量和用水量，还可
以实现废弃物资源再利用，应用前景广阔。

3

水煤浆市场应用前景

转向水煤浆气化应用市场更加宽广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使用煤气化装置最多的国
家，以水煤浆进料的煤气化技术为例，有美国德士古

气化工艺，国内自主研发的四喷嘴对置气化工艺 、气
流床氧气分级气化工艺及多元料浆气化工艺等 ，这
些以水煤浆作原料的煤气化工艺，采用成熟的生产
燃料煤浆的工艺技术转向生产气化用煤浆 ，使气化
煤浆的浓度提高 65% 以上，这对于发展水煤浆气化
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投产和在建的合成氨、煤制甲醇、煤制二甲
醚、煤制烯烃、煤制油和煤制天然气等诸多煤化工项

目，
气头多采用水煤浆加压气化。 但煤化工项目多
采用内水高、氧碳比大，可磨性差、变质程度较低的

水煤浆作为一种煤基洁净燃料和气化原料，所
具有的高效、节能、污染少、运行成本相对较低及可

难成浆煤种，制浆工艺多为常规单磨机 （ 棒磨或球
磨） ，存在煤浆粒度级配不合理，浓度偏低、流变性

保证安全供应的优势，受到了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等
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及环保部门的高度重视 ，也受到

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严重影响水煤浆气化的气化
效率和有效气体产量。 因此，采用先进的制浆工艺

越来越多企业的认可与应用。水煤浆技术有着较大
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和设备，提高气化水煤浆的成浆浓度，进而提高水煤
浆的气化效率和有效气体产量，是当前国内外水煤

3. 1

水煤浆燃料代油仍具有市场发展潜力

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及国家一直倡导“以
煤制油和以煤代油 ”的能源政策使得水煤浆这一种
外观类似重油，可以泵送的流体燃料仍会有一定的
市场空间，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仍有大量燃油
用户，如石化行业的燃油自备锅炉，轻纺、印染、皮革
132

浆气化技术领域最为迫切的需求。
3. 4 水煤浆管道输送市场具有发展前景
水煤浆是像石油一样可以流动的浆体，适合管
道运输。随着水煤浆用量增加及我国煤炭运力紧
张，用管道输送水煤浆将成为水煤浆输送的主要方
式。目前，水煤浆由制浆厂到用户的运输方式主要

段清兵： 中国水煤浆技术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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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短距离罐车，制浆厂内部和炉前供浆的制浆生产
企业与锅炉之间均采用管道输浆，这在水煤浆制浆

发高效节能制浆新工艺和设备，使气化煤浆的浓度
进一步得到提高，制浆成本进一步降低； 技术应用方

和燃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些管道较短，长距
离、大范围运输水煤浆尚存在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华

面应偏重开发气化水煤浆市场，以使清洁燃料、原料
水煤浆技术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对水煤浆的应用，也造成了这些
地区对其他能源产品（ 如石油 ） 的依赖，这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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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煤浆以其高效、节能、环保等优势，近年来在
国内得到快速发展。随着国内雾霾天数的日益增多

以及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建设，水煤浆产业化规模将
不断扩大。因此，水煤浆技术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燃料水煤浆需要建设大型、集中型、环保型水煤浆生
产厂，同时也需开发长距离管道输送水煤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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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和应用已经证明了其性能
车辆全部采用湿式盘形制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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