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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化过程砷释放的在线监测及动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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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烟气痕量元素在线监测方法研究了煤气化过程中砷的释放动力学特性．该方法基于 ICP-OES 技

术，用于连续定量测量烟气中痕量元素的瞬时质量浓度．烟气中砷的质量浓度随反应温度的改变发生明显变化，
表明温度对砷的迁移转化有显著影响．根据在线监测结果求取砷的释放速率，建立煤气化过程中砷释放的动力学
方程，并包含温度的影响．采用热力学方法研究了煤气化过程中砷的形态和分布，砷可与飞灰中的 CaO 反应生
成 Ca(AsO2)2，使砷由气相迁移到固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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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kinetic behavior of arsenic release during coal gasifica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applying an on-line
analysis system of trace elements in flue gas．This system is based on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scopy(ICP-OES)and developed to measure temporal mass concentrations of trace element in flue gas quantitatively and continuously．Obvious variation of arsenic mass concentration in flue gas was observed during coal
gasification，indicating strong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arsenic release．Based on the results of on-line
analysis，the release rate of arsenic during coal gasification was obtained and the kenitic law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was determined．Thermodynamic calculation was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forms and distribution of arsenic in vapor and solid phases during coal gasification．The gaseous arsenic species can react with CaO to
form solid Ca(AsO2)2.
Keywords：arsenic；release kinetics；on-line analysis；coal gasification

砷是煤中易挥发有毒痕量元素之一，是一种致癌
物质，可引起有机体的突变，给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
带来严重危害．虽然砷在煤中的赋存总量通常较低，

但在煤气化等领域的大量煤炭消耗加剧了砷的排放
和积累[1]．研究煤气化过程砷的释放行为对开发高效
的砷控制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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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主要通过分析煤炭反应固体残余物
的方法探索砷的释放行为．Seames 等 [2] 研究了砷在
煤燃烧气固产物中的分布，认为气相中砷与飞灰表面
的反应是砷由气相迁移到固相的重要因素．Zhou 等[3]
研究了砷在煤中的赋存形态对其在燃烧过程中释放
行为的影响，发现原煤中砷主要赋存在 Fe-Mn 氧化
物和残渣态中，并且在燃烧后转变为可交换态和有机
结合态．Lu 等 [4] 认为煤中的矿物组分可延缓砷在热
解过程中的释放．然而，通过分析反应固体残余物的
方法难以完全掌握砷在煤气化过程中的释放行为，该
方法需要长时间离线采样，仅能给出一段时间内砷释
放的平均值，因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砷释放峰值．
为进一步了解煤气化过程中砷的迁移转化规律，
需要掌握砷释放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开展动力学方面
的研究．当研究 Al2O3 颗粒等矿物基体时，由于矿物
基体在热处理过程中不会破碎，可以通过间隔相同时
间对固体样品直接采样测定的方法掌握砷的释放规
律 [5] ．然而，由于煤样在气化过程中会破碎，难以通
过采样分析方法获得砷的实时质量浓度，仅能够通过
在线监测方法获得反应器出口烟气中砷的质量浓度
随时间变化的关系．实现对烟气中砷质量浓度的在
线监测是研究砷释放动力学特性的关键之一．
基于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ICP-OES)的
在线监测方法是连续定量测量烟气中痕量元素质量
浓度最为可靠的技术之一 [6-7] ．然而，目前尚没有关
于煤气化过程中砷释放的在线监测研究．
本文应用烟气痕量元素在线监测方法，连续定量
测量煤气化烟气中砷的质量浓度．根据在线监测结
果和反模型方法确定砷的释放速率，从而建立煤气化
过程中砷的释放动力学方程．

1 实验部分
1.1 流化床反应器
实验系统如图 1 所示．采用小型鼓泡流化床作
为 反 应 器 ，材 质 为 Cr25Ni20 不 锈 钢 ．流 化 床 高
1,500,mm，内径 40,mm，上段(1,100,mm)为反应段，
下段(400,mm)为预热段．采用三段式电阻炉加热及
保温炉膛，采用热电偶监测流化床不同位置的实时温
度．当反应器温度稳定后，由进样口向流化床加入
2,g 样品．流化气(CO2 流量 5,L/min)从反应器底部通
入，并经过预热段预热．床料为粒径 0.55～0.83,mm
的石英砂，初始床高 35,mm．实验采用神府烟煤，煤
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数据见表 1，灰成分分析见表
2．实验前将煤样粉碎并筛分至 60～80 目(粒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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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50,μm)，50,℃干燥 6,h．

Fig.1

图 1 实验装置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experimental setup

表 1 煤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Tab.1 Proximate analysis and elemental analysis of coal
工业分析/%

元素分析/%

Mar

Ad

Vd

FC,ad

wC,d

wH,d

wO,d

wN,d

wS,d

10.19

6.5

31.16

62.34

74.03

4.8

13.41

0.89

0.37

表 2 煤灰成分分析
Tab.2 Component analysis of coal ash

%

SiO2

MgO

Al2O3

TiO2

SO3

K2O

CaO

Fe2O3

35.3

1.1

20.6

0.3

8.7

1.15

15.2

14.0

1.2 烟气中砷的在线监测系统
采用烟气痕量元素在线监测方法测量流化床出
口烟气中砷的质量浓度，该方法基于 ICP-OES 技术，
如图 1 所示．该方法可连续定量测量烟气中多种元
素的瞬时质量浓度．采用内径为 1.8,mm 的可替换石
英炬管，该炬管能实现较大的冷却气流速，有利于提
高等离子体功率，从而在送入烟气样品时维持等离子
体的稳定性．应用谱线 189.042,nm 测量烟气中砷的
信号强度．反应器出口烟气样品经过一个初级取样
泵和次级取样泵送入等离子体．采样管线保持温度
200,℃，避免水分凝结在采样管壁．
采用超声雾化器(USN，Cetac U5000AT＋)雾化
含有已知砷质量浓度的标准溶液，制备校准所用的标
准气溶胶(0.1～2.0,μg/L)．该超声雾化器包含蒸发冷
凝系统，确保标准气溶胶和样品气溶胶中水分含量一
致．采用部分流化气体作为气溶胶载气，用于维持标
准气溶胶和样品气溶胶组分的一致性．由于标准气
溶胶和样品气溶胶流速和组分一致，ICP-OES 测得的
砷元素激发信号强度与元素质量浓度呈正比，因而在
校准完成后可获得烟气中砷的质量浓度．烟气中砷
的检出限为 0.004,4,mg/m3 ．在线监测系统操作条件
在表 3 中给出．

燃烧科学与技术

沈锋华等：煤气化过程砷释放的在线监测及动力学特性
表 3 在线监测系统运行参数
Tab.3 Operating parameters of on-line analysis system
参 数

数 值

输出功率/kW
频率/MHz
等离子体气流速/(L·min-1)
辅助气流速/(L·min-1)
雾化气流速/(L·min-1)
炬管内径/mm
样品气流速/(L·min-1)
积分时间/s
加热温度/℃
冷凝温度/℃

1.42
27.15
13
0.8
0.8
1.8
0.35
3
140
3

的砷质量浓度来确定煤粉颗粒中砷的释放速率．关
于反模型方法的详细介绍在本课题组前期的报道中
给出 [11] ．煤气化过程中砷释放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如
图 3 所示．砷的释放速率在气化过程中随温度升高
而明显增大．结果表明，温度对 As 释放动力学特性
有显著影响，研究砷在气化过程中的释放动力学特性
需充分考虑温度的影响．

2 结果与讨论
2.1 烟气中砷的实时质量浓度
实验在 600～850,℃范围内进行，间隔 50,℃．采
用烟气痕量元素在线监测方法测量烟气中砷的瞬时
质量浓度，所有实验重复 3 次以确保实验结果的准确
性．不同温度下气化烟气中砷质量浓度的在线监测
结果如图 2 所示．温度对砷在煤气化过程中的释放
行为有显著影响，砷质量浓度曲线的峰面积随温度上
升而增大，意味着砷释放总量的增大．砷质量浓度的
峰值随反应温度上升而增大，850,℃下烟气中砷质量
浓度的峰值为 0.6,mg/m3，600,℃时为 0.24,mg/m3．较
高的反应温度促进了煤样颗粒的分解[8]，因而提高反
应温度利于砷的释放．本研究发展的在线监测方法
准确测量了烟气中砷质量浓度的瞬时变化，获得了砷
在煤气化烟气中质量浓度的定量数据．

图 3 砷释放速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Fig.3 Variation of temporal release rates of arsenic from
coal with time

以 ln(rmax)为纵坐标，1/T 为横坐标，建立直线方
程，该直线方程的斜率和截距分别对应动力学方程的
表观活化能 Ea 和指前因子 A．气化过程 As 释放的表
观 活 化 能 Ea 为 32.8,kJ/mol ，指 前 因 子 A 为
0.8,mg/(kg·s·m2)．
采用机理函数 f(x)描述释放速率 r 和反应分数 x
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以 r/rmax 为纵坐标，x 为横坐
标，获得归一化的释放速率和反应分数 x 间的关系曲
线，并采用多项式拟合这些关系曲线，从而得到机理
函数的数学表达式：
f(x)＝-0.87,x2-0.19,x+1.06

图 2 烟气中砷的质量浓度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Fig.2 Variation of temporal mass concentrations of arsenic with time in flue gas

2.2 煤气化过程中砷的释放动力学方程
采用反模型方法求取煤气化过程中砷的释放速
率[9-10]．该方法应用经过修正的 Kunii 和 Levenspiel
的模型，床层假设为等温．这种宏观的处理方法利用
了颗粒外表面的物质产生量．反模型方法建立了释
放率和释放速率的关系，因而能够仅根据出口气体中

(1)

图 4 机理函数拟合
Fig.4 Normalized mechanism function fitted by f(x) for
all temperatures

对于机理函数(1)，不包含气化过程中 As 挥发
的初始阶段，在 0.1 ≤ x ≤ 1 范围内有效．As 挥发初始
阶段仅代表挥发总量较少部分，因而可忽略．这种近
似处理有助于简化最终建立的动力学方程．因而，得
— 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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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砷在煤气化过程中释放遵循的动力学方程：
r(x)＝ 0.8 e

32.8
−
RT

(-0.87,x2-0.19,x+1.06)
(0.1 ≤ x ≤ 1)

(2)

该动力学方程包含了温度的影响，有助于将它代
入更复杂的气化总包模型．理论预测结果和实验动
力学结果的对比在图 5 中给出，其中红色曲线通过动
力学方程计算得到．

Fig.5

图 5 验证砷释放动力学方程
Validation of kinetic law for As at each temperature

从图中可以看出，采用动力学方程(2)预测的煤
气化过程中砷的释放动力学特性与实验结果吻合良
好，表明该动力学方程较为准确地描述了砷在煤气化
过程中的释放动力学特性．建立描述砷释放动力学
特性的方程需充分考虑反应条件的影响，建立的动力
学方程准确描述了温度对砷释放动力学特性的影响.
各温度下煤中剩余砷质量浓度随时间的变化在
图 6 中给出．煤气化过程中砷释放持续的时间约为
80,s．通过动力学方程得到的煤中砷质量浓度与实验
结论吻合良好，表明动力学方程(2)可用来描述气化
过程煤中砷质量浓度随时间演化的规律．煤气化过
程中砷的释放率随温度上升而增大，当反应温度从
600,℃提高到 850,℃，砷的释放率从 21.3%,提升到
59.0%,．

2.3 煤气化过程中砷释放的热力学分析
煤中砷主要赋存在黄铁矿中[12]．经过煤粉气化，
大量的砷从煤中释放出来，并以不同的比例分布于气
相和固相产物中．采用热力学方法分析砷在煤气化
过程中的释放行为．图 7 给出了煤气化条件下砷的
形态及摩尔分数．气化气氛下砷在气相中以 As2 、
AsS、AsO、As4 和 AsH3 等多种形态存在，不同形态
As 的摩尔分数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挥发到气相中的
砷可能冷凝并富集到细颗粒表面，以多种不同的方式
排放到大气中．气相中的砷与飞灰的反应对砷在气
固产物中的分布有显著影响 [13] ．砷具有较强的亲钙
特性，可能与飞灰中的钙发生反应，并形成 As-Ca 化
合物．Ca(AsO2)2 是气化气氛下砷在飞灰中可能存在
的形态．另外，As 在不同条件下从煤中的释放速率
可能影响气相中的 As 与飞灰中钙的反应．以下反应
是气化过程形成 As-Ca 化合物的主要反应路径[14]：
2,CaO(s) ＋As4(g)＋6,H2O→
2,Ca(AsO2)2(s)＋6,H2(g)
CaO(s)＋As2(g)＋3,H2O→
Ca(AsO2)2(s)＋3,H2(g)

图 7 砷的形态及分布随温度的变化
Fig.7 Variation of form and distribution of As with the
temperature

3 结 论

图 6 煤中砷质量浓度随时间变化
Fig.6 Comparison between the kinetic law predicted and
the experimental mass concentration profiles in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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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采用烟气痕量元素在线监测方法研究
了煤气化过程中砷的释放动力学特性．在线监测结
果表明，温度是影响砷释放行为的重要因素，烟气中
砷的质量浓度随温度上升而显著增大．
(2) 根据在线监测结果求取气化过程砷的释放
速率，并进一步建立砷释放的动力学方程．煤气化过
程砷的释放动力学特性采用二阶多项式描述．该动
力学方程能准确描述砷释放随时间演化的规律，并包
含温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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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用热力学方法预测砷的形态和分布，发现
不同温度下砷的形态和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4) 气化过程中砷可与飞灰中的钙反应，砷在烟
气中的主要形态为 AsS、AsO、As4、As2 和 AsH3 等，
与飞灰中氧化钙反应形成 Ca(As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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