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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粉特征温度及热量释放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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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热重和差示扫描量热(TG-DSC)同步热分析仪在空气气氛条件下研究不同煤阶煤粉的燃烧特性．将

煤粉在挥发分燃烧及焦炭燃烧过程分为 4 个不同的反应区域．研究得出，煤粉低温氧化主要从 150～200,℃区段
开始显著发生，200,℃之前，不同加热速率下的煤粉低温氧化并无明显区别；随着煤阶的增加，吸氧增重量逐渐
降低；煤粉在挥发分燃烧及焦炭燃烧区段内对应的最大热流量均随加热速率的增加而增加，且释热加速度也随之
增加；相同加热速率下，煤阶增加导致释热加速度减小．煤粉在高温段氧化最大热流值对应的温度 Tmax、着火温
度 Ti、强着火温度 Tig 及其他特征温度均随加热速率及煤阶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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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 Temperatures and Heat Release
Properties of Coal Combu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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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anks of coal sample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DSC)and thermogravimetry analysis(TG)，under air atmosphere．The processes of coal
combustion which includes combustion of volatile matter and combustion of coal carbon are divided into four different reaction zone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ow temperature oxidation mainly occur in the temperature range of
150—200,℃，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ow-temperature oxidation of pulverized coal under
different heating rates before 200,℃．With the increase of coal rank，the weight of oxygen absorption decreases．Both in the combustion of volatile matter and combustion of coal carbon，the maximum heat flow increases with increasing heating rate，and the acceleration of heat release is also increasing．At the same heating
rate，increasing of coal rank leads to decreasing of acceleration of heat release．The temperature corresponding to
the maximum heat flow Tmax of high temperature combustion，the ignition temperature Ti，the intensive ignition
temperature Tig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 temperatures both increase with heating rate and coal rank.
Keywords：coal combustion；thermogravimetry and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er；heat rate；acceleration of
hea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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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热重实验辨别出煤粉在常温至 200,℃温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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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不同燃烧阶段．从那时起，热分析(包括热重
TG，差式热分析仪 DTA 及差式扫描量热仪 DSC)得
到广泛的应用并且为煤粉自加热及煤粉自燃机理提
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1-2]．
热分析技术的使用不仅包括 TG-DTG 研究煤粉
或煤粉生物质混燃的燃烧特性，其中热重分析仪与差
式扫描量热仪联用，即 TG-DSC 联用技术在研究煤
粉着火及燃烧过程中热量的释放特性也有重要研究
成果．Kok 等[3]利用热重分析仪、差式扫描量热仪研
究 农 业 残 渣 的 燃 烧 特 性 ．在 不 同 的 加 热 速 率 下
(5, ℃ /min 、10, ℃ /min 、15, ℃ /min 、25, ℃ /min 及
50,℃/min)得出样品的反应区间、着火和燃尽温度、
热流速率值．同时，Kök[4]利用热重分析仪、差式扫描
量热仪在非等温条件下研究沥青矿的燃烧及动力学
特 性 ．在 空 气 气 氛 下 ，样 品 通 过 不 同 的 加 热 速 率
(5, ℃ /min 、10, ℃ /min 、15, ℃ /min 及 20, ℃ /min) 从
20,℃升温至 600,℃，DSC 曲线上显示两个反应区
间，第一个区间是因为样品中水分的蒸发，第二个区
间则为挥发分的释放及碳的燃烧．Rosenvold 等[5]通
过 DSC 及非等温热重实验分析了 21 种烟煤的特性，
指出惰性气氛下通过 DSC 可辨别出煤粉不同的 3 段
吸热区间．第 1 个峰值(25～100,℃)对应于有机物的
热解，550,℃之上的一段恒温区间可能对应于煤粉颗
粒的破碎及结焦过程．
煤粉燃烧过程中，煤粉颗粒的不同温度表征其在
此时所发生的不同物理及化学反应，这过程中个别温
度点可描述出煤粉在燃烧过程中的反应特性．如煤
粉的着火温度、最大燃尽率对应的温度，燃尽温度
等．研究这些特征温度有助于更深入地解释煤粉的

燃烧特性．Ulloa 等[6]通过 TGA 加热焦样，研究其在
燃烧过程中的特征温度，如定义焦样在转化率为 10%
时 对 应 的 温 度 为 着 火 温 度 ，定 义 焦 样 转 化 率 达 到
95%,时的温度为熄火温度；Cloke 等[7]定义煤粉样品
在燃烧过程中当其 DTG 曲线达到 1%/min 时的温度
为其着火温度，燃尽温度则为 DTG 曲线从最大值下
降到 1%/min 时对应的温度；Chen 等[8]通过研究指出
当煤粉燃烧的 TG 曲线与煤粉热解的 TG 曲线开始
出现偏离时的温度对其着火温度；熊友辉等[9]通过检
测煤粉着火及燃烧至燃尽阶段 CO2 气体浓度的变
化，分析燃烧的特征点(着火点、燃尽点等)．
目前研究所出现的对煤粉特征温度的研究报道
只是局限于煤粉的着火温度、熄火温度或最大失重速
率对应的温度点．这仅仅只是根据煤粉反应过程中
质量变化所分析得到的结论，而煤粉燃烧过程中质量
变化只是其一方面研究，更主要的是煤粉在此过程中
的热量变化．研究热量变化对煤粉的低温氧化、着
火、加速燃烧、熄火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分
析煤粉燃烧过程的热量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
分析得到不同煤阶煤粉的特征温度．

1 实验条件
1.1 煤粉分析
本文选用不同煤阶的煤样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
胜利褐煤、彬县烟煤、黄石烟煤、准东烟煤、新桥贫
煤、黄石贫煤、晋凤凰无烟煤．煤样采用空干基，在
TG-DSC 测定前在 60,℃下干燥 8,h，去除外部水
分．样品粒径为 37～74,µm．煤样参数见表 1．

表 1 实验煤样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煤 样

工业分析/%,

元素分析/%,

Qdaf,gw/(MJ·kg-1)

Mad

Vdaf

Aad

FC,ad

wC,daf

wH,daf

wO,daf

wN,daf

wS,daf

胜利褐煤

7.32

50.63

15.45

38.13

71.21

5.24

21.49

1.08

0.98

26.91

彬县烟煤

1.28

32.12

17.56

55.09

81.65

4.59

12.15

0.80

0.81

29.18

黄石烟煤

5.89

35.95

14.69

50.87

74.67

4.88

18.99

0.89

0.53

27.83

准东烟煤

2.34

29.91

15.59

57.52

87.72

5.49

5.03

0.84

0.92

29.78

新桥贫煤

1.48

14.94

27.03

60.81

85.30

5.62

7.52

0.63

0.93

28.28

黄石贫煤

0.72

13.59

15.07

72.77

90.57

4.13

3.46

1.47

0.37

32.98

晋凤凰无烟煤

3.03

12.33

12.54

74.02

94.54

3.46

0.47

1.04

0.49

34.29

1.2 实验条件
对煤样燃烧过程的质量和热效应测定利用
NETZSCH STA449,F3 Jupiter TG-DSC 同步热分析
仪．根据 Liu[10]的建议，5～6,mg 的样品质量为最佳
质量，因为此时燃烧过程中质量传输及热传导影响较
低，可以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及燃烧的准确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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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中样品质量均为(5±0.1)mg．实验均在空气
气氛下进行，用 80%,氮气和 20%,氧气供气，流速为
100,mL/min ．在 室 温 下 ，以 3 种 不 同 的 升 温 速 率
5,℃/min、10,℃/min 及 15,℃/min 升至 1,000,℃，在此
温度程序下直至煤样质量不再变化为止．样品燃烧
过程的质量变化和热效应分别通过 TG-DSC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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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开始前，DSC 实验设备已进行过温度校
正，并且 DSC 结果通过空样实验进行基线校准．

2 煤粉特征温度理论分析
基于谢蒙诺夫热爆炸理论，煤粉临界着火条件：
⎧d T / d t = 0
⎨ 2
2
⎩d T / d t = 0

(1)

根据式(1)得出当煤粉散热量等于其释热量时，煤粉
开始着火，又因为 DSC 曲线是样品释热功率曲线，
即单位时间释放热量曲线，所以式(1)转化为
⎧qre = qen
(2)
⎨
⎩d qre / d T = d qen / d T
式中：qre 为煤粉燃烧释热功率；qen 为煤粉燃烧散热
功率，mW/mg．
根据煤粉燃烧时 DSC 曲线的释热趋势将煤粉在
着火阶段直至燃尽阶段内的释热量进行定量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研究煤粉特征温度．图 1 为煤粉在 40～
500,℃温度区间内的 TG-DSC 反应曲线，根据 DSC
曲线将煤粉燃烧过程分为 4 个区域：区域Ⅰ为挥发分
氧化的起始阶段，从氧化开始释热温度 TL, i 到拐点温
度 TL, ig；区域Ⅱ为挥发分氧化阶段，从拐点温度 TL, ig
到初始着火温度点 Ti ；区域Ⅲ为焦炭氧化的着火阶
段，从初始着火温度 Ti 到拐点温度 Tig；区域Ⅳ为焦
炭氧化反应区，从温度点大于 Tig 开始进行剧烈反
应．每个区域内，煤粉着火或稳定燃烧都需要不同的
外界条件加以实现，称为加热条件．

图 1 煤粉燃烧反应区域分布及挥发分与焦炭着火温度分布

3 实验结果及分析
燃料燃烧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期间涉及到各
种竞争反应，正是由于这些反应过程的发生才有了热
分析曲线．TG-DSC 实验中煤粉样品的反应过程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低温氧化区和高温燃烧区．煤粉的低
温氧化主要发生在电站锅炉和煤矿的煤堆中，而高温
燃烧则与工业锅炉相关．

3.1 挥发分燃烧释热特性
挥发分燃烧在低温段内即可实现．在挥发分氧
化区段，样品内部存在多种反应过程，主要为表面官
能团吸氧导致增重．低温氧化段内样品吸热主要包
括固定碳及灰分的热容吸热、煤粉热解吸热以及水分
蒸发吸热．当温度低于 153,℃时，低温氧化释热功率
小于其吸热总功率，其低温氧化过程难以继续发生．
在低温氧化段内，随着温度的升高，当达到拐点
温度 TL, ig 时，其对应的释热加速度为此区域内的最
大值，释热加速度定义：
a=

d2 q
mJ/(s2· mg )
dt2

(3)

式中：q 为 DSC 释热量；t 为煤粉所经历的燃烧反应
时间．此时低温氧化过程最为迅速；随着温度继续升
高，低温氧化释热速率达到最大值，当温度升至 Ti
时，样品的着火开始发生．
图 2 和图 3 为不同煤粉在综合热分析仪中燃烧
得到的 TG-DSC 曲线图，DSC 曲线向上代表放热．左
侧为煤粉热重实验的 TG-DSC 曲线，右侧为其对应
的 DSC 一阶导数，即其热量释放加速度曲线．本实
验包括了从褐煤、烟煤、贫煤到无烟煤的不同煤阶的
煤粉．从图 2(a)～(c)中的 TG-DSC 曲线可以看出，
胜利褐煤、彬县烟煤以及黄石烟煤在低温段呈现出明
显的低温氧化放热的特性．从 DSC 曲线可以看出，
低温氧化主要从 150～200,℃区段开始显著发生，
200,℃之前，不同加热速率下的煤粉挥发分氧化并无
明显区别，当温度进一步升高时，随着加热速率的增
加，同一煤粉的热流量逐渐增加；从 TG 曲线可以看
出，在低温区段内，煤粉增重较为明显，增重量为
1.6%～1.7%,，这主要是因为煤粉颗粒表面的碳原子
吸附氧分子导致煤粉增重．胜利褐煤低温氧化热流
量为 4～10,mW/mg，彬县烟煤及黄石烟煤低于褐煤，
为 2～7,mW/mg．低温段物理吸附放热快慢可以从其
释热加速度曲线看出，释热加速度随着加热速率的增
加而增加．从图 2(d)可以看出，准东烟煤与其他烟煤
存在显著差异性．从 DSC 曲线得出，准东烟煤在低
温段的物理吸附放热特性几乎不存在，这可能是由于
准东烟煤属于低阶煤种，低阶煤种的平均孔径越大，
孔隙间的作用力就越小，体积吸附常数、吸附量也会
随之减小[11]．在经历较弱的低温吸氧增重后，立即氧
化并大量释热．说明准东烟煤反应活性较强，属于较
易着火煤粉．图 3(a)和(b)为新桥贫煤及黄石贫煤的
TG-DSC 曲线，可以看出，贫煤物理吸附放热相比褐
煤及烟煤有所降低，新桥贫煤及黄石贫煤的低温氧化
热流量分别为 0.9～3.4,mW/mg，1.8～5.4,mW/mg，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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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热加速度明显减弱，尤其是新桥贫煤；其次，从 TG
曲线看出，其吸氧增重的初始温度相比褐煤及烟煤要
滞后，处于 300～400,℃温度区间内；再者，从分析得
出，贫煤的吸氧增重量为 0.9%～1.1%,，小于褐煤及
烟煤的吸氧增重量．从释热加速度来看，煤阶增加，
煤化程度高，小分子化合物少，导致放热峰逐渐减
弱，低温氧化释热加速度逐渐降低．图 3(c)为晋凤凰
无烟煤 TG-DSC 曲线．相比其他煤种，无烟煤的吸氧
增重量最小，TG 曲线显示增重量仅为 0.1%～0.4%，

其物理吸附放热过程微乎其微，DSC 曲线也只显示
一个波峰对应于煤粉的燃烧氧化反应， 而其释热加
速度曲线也只呈现出一个峰值．
3.2 焦炭燃烧释热特性
在煤粉经历挥发分燃烧后，随着温度的升高，焦
炭开始逐渐与氧分子反应释热．从图 2(a)看出，胜利
褐煤最大热流量随着加热速率的增加而增加，加热速
率为 5,℃/min 时，其最大热流量为 9.9,mW/mg，增加
至 10,℃/min 时的 20.4,mW/mg，再到 15,℃/min 时

（a）胜利褐煤

（b）彬县烟煤

（c）黄石烟煤

（d）准东烟煤

图 2 胜利褐煤、彬县烟煤、黄石烟煤和准东烟煤热重实验的 TG-DSC 曲线及其释热加速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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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桥贫煤

（b）黄石贫煤

（c）晋凤凰无烟煤

图 3 新桥贫煤、黄石贫煤和晋凤凰无烟煤热重实验的 TG-DSC 曲线及其释热加速度曲线

的 32.3,mW/mg，且其最大释热加速度具有相同规律
性 ，15, ℃ /min 加 热 速 率 下 的 最 大 释 热 加 速 度 为
0.16,mJ/(s2 ·mg)，10,℃/min 及 5,℃/min 下分别为
0.069,mJ/(s2·mg)及 0.016,mJ/(s2·mg)，约为其 2.3
倍及 10 倍关系，加热速率对煤粉燃烧过程中的反应
影响非常显著．另一方面，燃烧反应剧烈同时也表示
其反应较快，熄火速度相对也较高，可以从释热加速
度曲线上负值最大点看出．图 2(b)～(c)为烟煤燃烧
DSC 曲线，烟煤最大热流值小于褐煤，且随着加热速
率增加而增加；从最大释热加速度来看，彬县烟煤随
着 加 热 速 率 增 大 依 次 为 0.009,mJ/(s2 · mg) 、
0.043,mJ/(s2 ·mg)、0.075,mJ/(s2 ·mg)，黄石烟煤为
0.018,mJ/(s2 · mg) 、0.076,mJ/(s2 · mg) 、0.138,mJ/
(s2·mg)，彬县烟煤与胜利褐煤相差较大，而黄石烟
煤则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黄石烟煤挥发分含量与胜利
褐煤更为接近，释热特性也因此较为相似．
准东烟煤与其他煤种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特性，如

图 2(d) 所 示 ．其 燃 烧 过 程 中 最 大 热 流 值 可 达 到
66.8,mW/mg，是褐煤及烟煤的近 3 倍，燃尽时间仅是
其他煤种所需时间的 1/3，属于极易着火、极易燃尽
煤种．实际锅炉燃用准东煤时，因其着火较早引起燃
烧器区热负荷升高，从而导致燃烧器区水冷壁结渣严
重，在燃烧器喷口和水冷壁上都出现结渣区，严重影
响水冷壁吸热．准东烟煤最大释热加速度从 5,℃/min
下的 0.9,mJ/(s2 ·mg)增加到 15,,℃/min 下的 1.14
mJ/(s2 ·mg)，加热速率对准东烟煤的影响不如褐煤
及烟煤明显，但其释热加速度远大于褐煤及烟煤，存
在量级差异．
图 3(a)和(b)为贫煤 DSC 曲线，从热流值可以
看出，贫煤热流值小于烟煤及褐煤的值，与之前分析
相同，均与煤阶高低相关．新桥贫煤及黄石贫煤随着
加速速率增加，最大释热加速度分别为 0.014,mJ/
(s2 ·mg)、0.056,mJ/(s2 ·mg)、0.094,mJ/ (s2 ·mg)，
及 0.015,mJ/(s2 · mg) 、0.06,mJ/(s2 · mg) 、0.11,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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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mg)，小于烟煤及褐煤的值，煤阶与释热加速度
成反比关系．
图 3(c)为晋凤凰无烟煤 DSC 曲线，其最大热流
值随着加热速率从 5,℃/min 升至 10,℃/min 再到 15,
℃ /min 依 次 为 12.3,mW/mg 、23.2,mW/mg 、31.4
mW/mg，与胜利褐煤相当，因为无烟煤中热值主要在
于固定碳中，当固定碳参与反应时，其燃烧程度相对
更剧烈，热流量也更高；释热加速度随着加热速率增
加依次为 0.019,mJ/(s2 ·mg)、0.063,mJ/(s2 ·mg)及
0.11,mJ/(s2·mg)，虽然其热流值与褐煤相当，但其释
热加速度仍小于褐煤的值，即释热速度不及褐煤快.
不同煤阶的煤粉普遍具有的共同特性为最大释
热速率对应的温度随着加热速率的增加呈现出滞后
现象，主要是因为较低加热速率能为煤粉在达到最大
热流量前经历了更长的加热时间，其受热也更为均
匀，使得其在较低的温度下即能达到充分反应．
3.3 煤粉燃烧特性温度
如前所述，煤粉氧化分为不同阶段，从低温段开
始，煤粉经历挥发分氧化放热，到煤粉着火发生，再
达到其强着火温度点，继而可燃质反应直至殆尽．煤
粉挥发分氧化从温度点 TL,i 开始在到挥发分氧化的
拐点温度 TL,ig，此时挥发分氧化释热加速度最大，当
温度继续升高到 Ti 时着火发生．
从图 2(a)得出胜利褐煤低温氧化开始于 100,℃
左右的温度，随着加热速率从 5,℃/min 增加到 15,
℃/min，低温氧化最大释热加速度 aLmax 对应温度点
TL, ig 逐渐增加，依次为 278,℃、293,℃、306,℃．低温
氧化最大热流值对应的温度 TLmax 也随着加热速度的
增加而增加．当温度进一步升高时，煤粉开始脱吸
附，煤颗粒表面碳原子开始与氧分子发生反应，温度
达到 Ti 时，煤粉着火发生，此后热流值逐渐增大，反

应逐渐加速，当达到 Tig 时，煤粉释热加速度达到最
大值，此为煤粉强着火点，即当达到此温度点后，煤
粉能实现稳定着火并继续加速反应直到最大热流值，
此时对应的温度点为 Tmax，此后可燃质量逐渐减少，
热流值逐渐降低直至燃尽．可以看出，胜利褐煤的着
火温度 Ti 及强着火温度 Tig 随着加热速率增加而增
加，Ti 依次增加为 325,℃、340,℃、346,℃，Tig 依次增
加为 380,℃、393,℃和 401,℃．彬县烟煤及黄石烟煤
的特征温度随加热速率的趋势变化与褐煤燃烧特性
相似，只存在量上差异．
准东烟煤表现出的燃烧特性与其他两种烟煤
相差甚大，在几乎不存在低温氧化情况下，达到一
定温度时立即开始着火，在极快时间内燃尽．加热速
率对其着火温度及强着火温度几乎无影响，T i 均在
380,℃附近，T ig 为 405,℃、408,℃和 417,℃，变化
不大.
新桥贫煤及黄石贫煤特征温度随加热速率的变
化趋势与彬县烟煤、黄石烟煤及胜利褐煤相类似．新
桥贫煤 Ti 及 Tig 分别为 411,℃、418,℃、422,℃及 505,
℃、526,℃、543,℃，黄石贫煤 Ti 及 Tig 分别为 408,℃、
423,℃、432,℃及 493,℃、516,℃、528,℃．可见加热速
率对这两种贫煤的特征温度的影响相当，Ti 波动范围
在 11～24,℃，Tig 波动范围在 35～38,℃．
然而，加热速率对晋凤凰无烟煤的影响不显著，
着火温度 Ti 均在 460,℃附近，Tig 随着加热速率增加
依次为 522,℃、547,℃、562,℃．
表 2 列出了煤粉分别在低温段及高温段的特征
温度及释热加速度值，得出随着加热速率的增加，Tig
增加，amax 也随之增加，表明煤样在较大的加热速率
下释热程度更剧烈；再者，加速度与煤粉的活性呈正
比，煤粉活性越高，Tig 越低，amax 则越高．

表 2 不同煤粉在低温氧化段及高温反应段特征温度及释热加速度值
aLmax/(10-2,mJ·s-2·mg-1)

amax/(10-2,mJ·s-2·mg-1)

煤 样

加热速率/(℃·min-1)
5

144

278

0.36

335

380

18.900

胜利褐煤

10

97.6

293

1.36

345

393

41.100

15

194

306

3.07

357

401

65.600

彬县烟煤

黄石烟煤

准东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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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i/℃

TL, ig/℃

Ti/℃

Tig/℃

5

153

279

0.18

381

455

0.91

10

195

298

0.82

390

473

4.33

15

167

314

1.55

405

488

7.48

5

123

271

0.22

346

399

1.83

10

163

290

1.07

355

410

7.65

15

152

298

2.03

361

417

13.800

5

177

—

—

378

405

90.600

10

108

—

—

380

408

143.8000

15

150

—

—

382

417

1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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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煤样

加热速率/(℃·min-1)

新桥贫煤

2

05
10
15

TL, i/℃
156
160
162

TL, ig/℃
337
355
366

aLmax/(10-2,mJ·s-2·mg-1)
0.10
0.37
0.65

Ti/℃
411
418
422

Tig/℃
505
525
540

amax/(10-2,mJ·s-2·mg-1)
1.39
5.57
9.35

黄石贫煤

05
10
15

202
208
213

309
336
346

0.17
0.68
1.33

408
423
432

493
516
528

1.52
6.03
10.800

晋凤凰无烟煤

05
10
15

103
137
113

—
—
—

—
—
—

453
457
462

522
546
563

1.88
6.30
11.400

［4］ Kök M. Non-isothermal DSC and TG/DTG analysis of

4 结 论

the combustion of Silopi asphaltites [J]. 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 ， 2007 ， 88(3) ：

(1) 煤粉低温氧化主要从 150～200,℃区段开始
显著发生，200,℃之前，不同加热速率下的煤粉低温
氧化并无明显区别，当温度进一步升高时，随着加热
速率的增加，同一煤粉的热流量逐渐增加．在挥发分
燃烧区内，随着煤阶的增加，吸氧增重量逐渐降低；
物理吸附在 200～300,℃温度区间内最为活跃，随着
煤阶的增加，煤粉物理吸附效应逐渐减弱，由于吸附
产生的放热量也随之降低．
(2) 随着温度的升高，煤粉开始逐渐与氧分子反
应释热．煤粉的最大热流量随着加热速率的增加而
增加，且释热加速度及最大释热加速度均随之增加，
即反应更剧烈，加热速率对煤粉燃烧过程中的反应影
响非常显著；另一方面，相同加热速率下，随着煤阶
增加，释热加速度随之减小．
(3) 随着加热速率增加，不同煤阶的煤粉的氧化
最大热流值对应的温度、着火温度及强着火温度及其
他特征温度均随之增加；相同加热速率下，随着煤阶
增加，煤粉特征温度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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