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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自主搭建的小型规模旋风渣膜煤气化装置上，开展了对褐煤气化特性的实验研究，重点研究了气化炉

负荷、一次风氛围、氧煤比以及蒸汽煤比对粗煤气中有效组分含量、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的影响．研究表
明，随着气化炉运行负荷的增加，粗煤气中有效组分含量、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均先增加后趋于稳定；用
CO2＋O2 送粉相比于用空气送粉，粗煤气中有效组分含量增加、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升高；随着氧煤比的
增大，粗煤气中 CO 含量和冷煤气效率先增加后减少，当氧煤比为 0.9 时两者均达到最大值；随着蒸汽煤比的增
加，粗煤气中 CO 含量、碳转化率、冷煤气效率均逐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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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nite Ga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Cyclone Slagging Gas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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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ga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ignite was carried out on a small-scale cyclone
slagging gasifier，focusing on the effects of gasifier load，primary air atmosphere，ratio of oxygen to coal and
ratio of steam to coal on the content of CO and H2，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gasifier load，the content of CO and H2，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first increase and then tend to be stable．The content of CO and H2，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are greater for CO2 and O2 than those for air．With the increase of ratio of oxygen to coal，the content of CO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increase first and then decrease，and they both reach the maximum when the ratio of oxygen to coal is 0.9．CO content，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gradually decrease with the increase of
ratio of steam to coal.
Keywords：cyclone gasification；slagging gasification；coal gasification

煤气化技术可以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从而达到
节能减排的效果．工业化的煤气化工艺有十几种，主
要可以分为 3 类[1-2]：以 Lurgi(鲁奇炉)技术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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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床煤气化技术；以德国高温温克勒炉(high temperature winkler，HTW)、灰熔聚(中国)技术为代表的
流化床煤气化技术 [3] ；以 Texaco、Shell、GSP、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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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D、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华能两段干
煤粉气化炉和航天干煤粉气化炉为代表的气流床气
化技术．目前，以悬浮气化为主的气流床煤气化技术
占主导地位．相比水煤浆煤气化技术，干煤粉煤气化
技术具有比氧耗低、冷煤气效率高、煤气热值高等特
点 ，在 整 体 煤 气 化 联 合 循 环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IGCC)中采用干煤粉气化是一种发
展趋势[4]．
旋风燃烧技术采用空气带动燃料在炉内产生高
速旋转的流场，实现燃料与空气的迅速混合以及热量
的快速传递．利用旋风燃烧原理进行气化的技术目
前主要应用于生物质气化．Miskam 等[5-6]对木屑进行
了空气旋风气化研究，结果表明燃料粒径在 0.25～
1.00,mm 范围内，产气的热值在 3.9,MJ/m3 左右，质量
转化率最高可达到 60%，气化效率可达到 73.4%.
Syred 等[7-8]和 Gabra 等[9-10]均采用旋风气化器与旋风
燃烧室联用技术，使用两级空气气化/燃烧系统，气化
气无需燃气净化直接通入旋风燃烧室，减轻了灰分对
后续设备的磨损等不良影响．Kuprianov 等[11]在流化
床的基础上设计了一次给风的稻壳气化装置，研究了
稻壳含湿量对稻壳燃烧效率和有害气体排放量的影
响. Guo 等[12-13]、张孟芝等[14]研究了微米级生物质颗
粒旋风气化，实验表明适当降低物料粒径可以提高燃
气品质．孙绍增等 [15-16] 利用设计的旋风气化炉进行
生物质气化实验，表明该气化方式具有焦油含量低且
污染小、燃气热值高、可控性强、炉内气固混合充分
和反应剧烈等特点．
旋风渣膜煤气化技术是以旋风气化为基础，兼具
熔融床气化和悬浮气化优点的新型高温煤气化技术，

Fig.1

其技术原理是：通过气化剂在气化炉内的高速旋转运
动，使煤气化过程中产生的熔融态灰渣在离心力的作
用下被抛附在气化炉内壁面上，形成一层高温熔融渣
层，以提供煤粉气化反应所需的部分热量和场所．当
气化炉内壁面上形成熔融态渣膜后，一部分煤粉颗粒
将粘附在渣膜表面上，它们的气化过程即在渣膜表面
上进行．煤粉颗粒吸收来自渣膜的热量后迅速达到
气化温度，同时由于气化剂和煤粉颗粒的相对速度很
高，使气化产物的扩散过程加快，气化速度增加．
基于上述旋风渣膜煤气化技术路线，本文设计搭
建了实验室规模的旋风渣膜煤气化实验系统，研究了
锡林浩特褐煤在该气化炉中的气化特性，重点研究了
气化负荷、一次风氛围、氧煤比以及蒸汽煤比等对粗
煤气中有效组分含量、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的影响.

1 实验装置和实验工况
1.1 实验装置
旋风渣膜煤气化实验系统包括气化炉本体、送粉
系统、气化剂供应系统、控制系统、取样分析系统和
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等．实验系统如图 1 所示．
旋 风 渣 膜 气 化 炉 主 体 内 径 为 200,mm ，长
1,000,mm，中心管高度为 400,mm．气化炉内胆和中
心管均由氮化硅耐高温材料制成．该气化炉具有两
个一次风喷口和两个气化剂喷口，一次风喷口与气化
剂喷口均从炉体切向进入炉内，二者之间互成 60°夹
角；一次风喷口与气化剂喷口均向下倾斜 10°．气化
炉采用液态排渣，为了保证实验过程中排渣顺利，防
止渣在排渣口凝固，在气化炉的排渣部位装了硅碳棒

图 1 旋风渣膜气化实验系统示意
Experimental system of the cyclone slagging gas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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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元件．气化炉结构如图 2 所示．

1.2 实验工况
实验选用锡林浩特褐煤为原料，锡林浩特褐煤的
元素分析和工业分析如表 1 所示．将原煤破碎、研
磨、筛分后，选择粒径小于 200,µm 的煤粉作为实验
用煤．由于褐煤水分含量较高，为保证煤粉输送顺
利，将煤粉在 95,℃的干燥箱中干燥后储存备用．实
验前测得煤粉的全水含量为 2%,．锡林浩特褐煤煤灰
的软化温度(ST)为 1,190,℃，流动温度(FT)为 1,210,
℃．气化实验工况见表 2．

图 2 气化炉结构尺寸简图(单位：mm)
Fig.2 Schematic of the cyclone slagging gasifier structure
(unit：mm)

表 1 锡林浩特褐煤的元素分析和工业分析
Tab.1 Proximate and ultimate analyses of Xilinhote lignite
元素分析/%

发热量/(MJ·kg-1)

工业分析/%

wC,ar

wH,ar

wN,ar

wO,ar

wSt,ar

Mt

Mad

Aar

Vdaf

FC,ad

Qb,ad

Qgr,d

Qnet,ar

41.45

2.62

0.49

10.89

0.91

34.23

8.61

9.41

47.2

41.35

21.99

23.9

14.39

表 2 旋风渣膜煤气化实验工况
Tab.2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of the cyclone slagging
gasification
参 数
给煤量/(kg·h-1)

设计值
3～15

氧煤比 mO2 /mcoal

0.6～1.1

蒸汽煤比 mH2O /mcoal

0.10～0.25

送粉气氛

空气、
CO2＋O2

2 结果分析
2.1 变负荷特性
气化强度是表征煤气化炉生产能力大小的重要
参数．采用运行负荷(即单位时间内煤粉的处理量)
来表征该煤气化装置气化强度的大小，研究了褐煤在
不同运行负荷下的气化特性．实验采用空气送粉，氧
煤质量比为 0.8，蒸汽煤质量比为 0.1．该煤气化炉设
计的煤粉气化处理速率为 15,kg/h．实验采用 3,kg/h、
6,kg/h、9,kg/h、12,kg/h、15,kg/h 的给粉速率，获得了
气化炉在 20%,、40%,、60%,、80%,以及 100%,设计负
荷下的气化特性，探究了该煤气化装置的气化强度．
由图 3 可以看出，随着气化炉运行负荷的提高，
粗煤气中有效组分体积分数直线上升，当气化炉运行
负荷增大至 80%,时，粗煤气中有效组分含量达到最
大．再继续增大气化炉运行负荷，粗煤气中有效组分
含量基本保持不变．由图 4 可以看出，随着渣膜煤气
化炉运行负荷的增加，气化炉的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
率先升高后降低．气化炉负荷的增加会从两个方面
影响到气化炉的运行结果．随着气化炉负荷的增加，
气化剂与煤粉的比例没有发生改变，但进入炉内的气
化剂总量增大，二次风速度大幅度提高．一方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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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气化炉运行负荷对粗煤气中有效组分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gasifier load on CO and H2 contents

图 4 气化炉运行负荷对气化炉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
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gasifier load on 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次风速度的提高导致炉内湍流强度增大，较大的湍流
强度会增强混合，加快气固反应的进行；另一方面，
二次风速度的提高使得煤粉在炉内的停留时间缩短，
降低了气化效率．这两方面作用的综合结果决定了
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的变化．因此，可以推测，对
于该旋风气化装置，低负荷运行时，湍流强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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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导因素，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随着给煤量的增
加而升高；高负荷运行时，停留时间的缩短是主导因
素，部分煤粉颗粒未完成气化反应就通过煤气出口排
出炉体，从而导致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都略有降
低．此外，从这两幅图还可以看出，气化炉运行负荷
在 60%～100%变化时，运行较为稳定，各气化指标变
化幅度不大，表明该气化炉具有较好的变负荷特性．
2.2 一次风氛围的影响
在新型旋风渣膜气化炉实验系统上采用空气送
粉和 CO2＋O2 送粉(CO2 与 O2 体积比分别为 0.79∶
0.21 和 0.7∶0.3)来研究一次风氛围对褐煤在旋风渣
膜气化炉中气化特性的影响．
图 5 所示为一次风氛围对气化炉气化特性参数
的影响．由图 5 可以看出，当一次风为 CO2＋O2 时，
气化炉粗煤气中有效组分(CO＋H2)含量比采用空气
送粉时高，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均有一定的提
高．这是由于采用空气送粉时，送入气化炉内的氮气
并不参加反应，稀释了气化炉内反应气体组分浓度，
降低了化学反应速率，导致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
降低；而采用 CO2＋O2 送粉，CO2＋O2 均为气化剂，
消除了 N2 带来的稀释作用．此外，由图 5 可以看出，
采用 CO2＋O2 送粉，一次风中 O2 含量增加时，粗煤
气中 CO 含量有较小幅度的增加；气化炉碳转化率和
冷煤气效率有较小幅度的提高．主要原因是，当一次
风中氧气含量增加时，煤粉经一次风送入气化炉后，
煤粉着火温度降低，煤粉着火提前，这样就延长了着
火的煤粉颗粒在炉内的停留时间，从而使得气化炉运
行效果得到改善．

图 6 一次风气氛对气化炉内温度分布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conveying atmosphere on temperature
profile in the cyclone slagging gasifier

2.3 氧煤比的影响
氧煤比即送入气化炉内的氧气与煤的质量
比．在旋风渣膜煤气化实验中，本文在给煤速率为 9
kg/h、蒸汽煤比为 0.1 的条件下改变氧煤比获得了氧
煤比对粗煤气组分、气化炉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率
等气化参数的影响．
图 7 为氧煤比对气化炉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
的影响．图 8 为氧煤比对粗煤气组分含量变化的影
响．由图 7 可以看出，随着氧煤比的增大，气化炉的
碳转化率逐渐升高；当氧煤比增大至 0.9 时，气化炉
碳转化率稳定在 90%,左右；而气化炉的冷煤气效率
随着氧煤比的增加呈现一个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并
在氧煤比为 0.9 时取得最大值．结合图 8 可以看出，
随着氧煤比的增加，煤气化反应增强，生成大量的
(CO＋H2)，气化炉冷煤气效率升高；然后继续增加
氧煤比，送入气化炉内氧气量增加，粗煤气中部分
CO 开始氧化生成 CO2，煤气有效组分(CO＋H2)含
量减少，从而导致冷煤气效率降低．
蒸汽煤比即送入气化炉内的水蒸气与煤的质量
比．本文在给煤量为 9,kg/h、氧煤比为 0.8 的条件下
研究了蒸汽煤比对粗煤气组分、气化炉碳转化率以及
冷煤气效率等气化参数的影响．

图 5 不同一次风气氛对气化炉气化特性参数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conveying atmosphere on 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一次风采用 CO2＋O2 送粉
时，气化炉内温度比采用空气送粉时低．主要原因是
采用 CO2＋O2 送粉时，C 与 CO2 的吸热反应得到了
加强．采用 CO2＋O2 送粉时，一次风中 O2 含量增加
会使气化炉内温度有较小幅度的增加．

图 7 氧煤比对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的影响
Fig.7 Effect of ratio of oxygen to coal on carbon conversion and cold gas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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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氧煤比对粗煤气组分含量变化的影响
Fig.8 Effect of ratio of oxygen to coal on gas content

图 9、图 10、图 11 分别为蒸汽煤比对粗煤气中
组分含量、碳转化率和冷煤气效率、气化炉内温度分
布的影响．由这 3 幅图可以看出，随着蒸汽煤比的增
加，气化炉粗煤气中 CO 含量、碳转化率、冷煤气效
率逐渐降低；而粗煤气中 H2、H2O、CO2 含量则略有
增加．其原因在于，随着蒸汽煤比的增加，送入气化
炉内水蒸气量增加，部分多余的水蒸气并未参与气化
反应，而是成为了粗煤气的冷却介质，导致气化炉气
化温度降低，气化反应减弱，气化炉的碳转化率呈逐
渐下降的趋势．同时由于过量水蒸气的喷入，导致粗
煤气中有效组分(CO＋H2)含量逐步下降，气化炉冷
煤气效率逐步降低．因此，气化炉实际运行中应控制
好水蒸气的送入量，选择较小的蒸汽煤比参数．

图 9 蒸汽煤比对粗煤气中组分含量的影响
Fig.9 Effect of ratio of steam to coal on gas content

图 11 蒸汽煤比对气化炉内温度分布的影响
Fig.11 Effect of ratio of steam to coal on temperature
profile in the gasifier

3 结 论
(1) 随着气化炉运行负荷的增加，气化炉粗煤气
中有效组分(CO＋H2)含量、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效
率等先增加后减小，气化炉气化效果得到改善；对于
所设计的气化装置，当气化炉运行负荷在 60%～
100%,变化时，粗煤气中 CO 和 H2 含量、碳转化率以
及冷煤气效率均变化不大，即气化性能较为稳定．
(2) CO2＋O2 送粉与空气送粉相比，气化炉粗煤
气中有效组分(CO＋H2)含量、碳转化率以及冷煤气
效率均有一定的提高．但是一次风采用 CO2＋O2 送
粉时，气化炉内温度比采用空气送粉时低．
(3) 随着气化炉氧煤比的增大，煤气化反应生成
粗煤气中 CO 含量和气化炉冷煤气效率先增加后减
少；当氧煤比为 0.9 时气化炉粗煤气中 CO 含量达到
最大值，冷煤气效率达到最佳；气化炉碳转化率则随
着氧煤比的增加而增大，当氧煤比为 0.9 时气化炉的
碳转化率达到稳定，该煤气化实验装置的最高碳转化
率可达 90%,．
(4) 随着气化炉蒸汽煤比的增加，气化炉粗煤气
中 CO 含量、碳转化率、冷煤气效率逐渐降低；而粗
煤气中 H2、H2O、CO2 含量则略有增加．采用过高的
蒸汽煤比参数时，过量的水蒸气在气化炉内充当了粗
煤气冷却介质，降低了炉内气化温度．因此，在气化
炉运行中应该选择较小的蒸汽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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