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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灰熔点煤两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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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建立了 20,kg/h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装置，针对高灰熔点煤进行了无二段供氧和两段供氧的

气化实验．结果表明：当 O/C 摩尔比大于 0.95 后，二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术的气化效果开始优于无二段
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术．当 O/C 摩尔比为 1.10 时，二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术的有效合成气效率为
80.4%，碳转化率为 93.24%；无二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术的有效合成气效率为 78.8%，碳转化率为
9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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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Experiment by Two-Stage Oxygen Supply
with High Ash Fusion Temperature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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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20,kg/h 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testbed with dry slag by two-stage oxygen supply is set up and
conducted．The results show that，when the molar ratio of O/C is larger than 0.95，the 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technology with dry slag by second-stage oxygen begin to have a better gasification result than that with nonsecond-stage oxygen．Specifically，when the molar ratio of O/C is 1.10，the effective syngas volume fraction and
carbon conversion rate are 80.4% and 93.24% for second-stage oxygen gasification，and 78.8% and 91.67% for
non-second-stage oxygen gasification，respectively.
Keywords ： 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 high ash fusion temperature coal ； two-stage oxygen supply ；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作为洁净煤技术的重要组成之一，煤气化技术近
年来发展迅速，在化工、发电等重要领域都占有重要
地位．相比于固定床和流化床气化技术[1]，气流床气
化技术以其高效、高容量、低污染等优势，成为现今
煤气化技术的主流 [2-3] ．近年来，由于中国高灰熔点

煤储量和产量所占比例很大，对于高灰熔点煤的气流
床气化研究也日益增多[4-6]．
根据给料方式的不同，气流床气化技术可分为水
煤浆气化技术与干煤粉气化技术．这两种气化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操作之中，各自具有其特点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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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其中，水煤浆气化技术具有煤种适应性广，进料
易控制、安全，合成气组分中氢气含量大等特点．干
煤粉气化技术气化温度高，碳转化率和有效合成气效
率高，合成气中氢气含量较低等特点 [7] ．然而，现有
的大规模气流床气化技术都采用液态排渣方式，为了
保证稳定的液态排渣，就要求使用灰熔点低于 1,400,
℃的低灰熔点煤[8]．当煤的灰熔点高于 1,500,℃时，
为了应用该煤种进行气流床气化反应，一般采取的办
法是提高炉内温度以超过煤灰熔点温度，或者在煤中
掺混石灰石或低灰熔点煤等以降低煤的灰熔点[9]．但
是这些办法会造成炉内温度过高，耐火砖使用寿命缩
短，能量损失大，石灰石等掺混物使用造成的成本增
加，或者混煤气化过程不稳定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在前人对高灰熔点煤气化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
术，并且在 20,kg/h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装置
上进行了相关实验．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
术通过将氧气分级供给，降低了气化炉内燃烧区的最
高温度，将其控制在灰熔融温度以下．在氧气耗尽
后，通过气化装置两侧对置的二段喷嘴喷入一定比例
的氧气/水蒸气混合气，在保证气化炉内温度不超过
灰熔融温度的前提下，通过二段喷嘴射流增强炉内反
应气体与煤颗粒的混合，促进气化反应过程中的外扩
散影响因子．因为在温度高于 1,200,℃后，扩散作用
对气化反应速率的影响逐渐增加，气化反应速率受到
化学反应速率和扩散速率的共同影响[10]．

图 1 20,kg/h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装置系统
Fig.1 Experimental system of 20,kg/h two-stage dry
slagging 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2 实验原料
采用一种典型的高灰熔点煤(贵州老矿精煤)进
行水煤浆的制备．该煤种的煤质分析、元素分析、灰
成分分析及灰熔融特性如表 1 所示．
使用高速球磨对原煤进行研磨，筛选．保证制浆
所使用的煤颗粒平均粒径小于 50,µm．使用匀速搅拌
槽制备质量分数 65%的水煤浆，适量添加水煤浆添
加剂．
表 1 煤质分析数据
Tab.1 Coal analysis data

1 实验装置及燃料特性
1 实验装置及方法
20,kg/h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装置系统如
图 1 所示．系统主要包括了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
气化炉、点火及升温辅助系统、水煤浆制备及输送系
统、二段供氧蒸汽制备及输送系统、激冷水冷却循环
系统、灰渣收集及处理系统、温度及合成气组分检测
系统等．实验开始前，使用水煤浆搅拌槽制备质量分
数约为 65%的水煤浆，匀速搅拌 1,h 以上，并保持整
个实验过程中不停止．使用柴油对气化炉进行预热
和升温，在达到实验温度后，通入水煤浆和液氧，逐
步替换掉柴油和空气，在气化炉内温度稳定后，进行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化实验．实验炉内温度由气化炉
一侧 5 支热电偶进行测量和记录，合成气组分由合成
气出口处的 Gasboard310 煤气分析仪进行测量和记
录．实验过程中的灰渣通过气化炉底部的锁渣罐收
集，通过热天平实验，确定气化过程中的碳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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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工况
主要的实验工况参数如表 2 所示．水煤浆的供给
速率为 20,kg/h，约为 13,kg/h 的给煤量．实验工况可
根据是否有二段供氧分为 A、B 两组：A 组代表无二
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B 组代表二段供氧气流床气
化实验．本实验主要通过改变 O/C 摩尔比进行实验
对比，在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中，二段氧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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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的比例固定为 1/9，且因为实验安全考虑，二段氧

全部由水代替．

表 2 实验工况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参数 水煤浆速率/(kg·h-1) O/C 摩尔比λ 一段氧(m3·h-1)
1,A
1,B
2,A
2,B
3,A
3,B
4,A
4,B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0.90
0.90
0.95
0.95
1.00
1.00
1.10
1.10

二段氧气/(m3·h-1)

二段水/(kg·h-1)

二段氧/一段氧(η)

系统压力/MPa

0
0
0
0
0
0
0
0

0
1.22
0
1.30
0
1.38
0
1.51

0
1/9
0
1/9
0
1/9
0
1/9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7.6
6.8
8.1
7.3
8.6
7.7
9.4
8.5

本文中，O/C 摩尔比被定义为氧原子(包含氧气
中的氧原子，二段水中的氧原子和煤中的氧原子)与
碳原子(煤中固定碳)的物质的量比，即
n +n +n
λ = o,c o,o o,s
nc,c
式中：no,c 是煤中氧原子的物质的量；no,o 是一段氧气
和二段氧气中氧原子的物质的量；no,s 是二段水中氧
原子的物质的量；nc,c 是煤中固定碳的物质的量．
在本文中，选取 O/C 摩尔比为 0.90、0.95、1.00
和 1.10 共 4 种工况进行实验，在每个 O/C 摩尔比的
条件下，又分为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和二段供
氧气流床气化实验．实验设备保持常压操作．
在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中，二段供氧段的温
度如果超过 1,200,℃，煤焦与 CO2、煤焦与水的气化
反应速率就会受到外扩散速率的影响，随着温度的升
高，外扩散速率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气体浓度在煤颗
粒外表面的扩散速率受到 Fick 定律的影响[11]：
J i = hM i (cbulk,i − cC,i )
结合相应气化反应的化学反应当量比、分子扩散
特性等可以推出煤气化反应外扩散速率表达式[12]：
6 N i DM,i M i
r=
( pbulk,i − pC,i )(2 + 0.6 Re0.5 Sc 0.33 )
d 2 ρ RT
式中：Ji 是反应气体 i 在煤颗粒外表面的质量流；h 是
质量传递系数；Mi 是反应气体的摩尔质量；cbulk,i 和
cC,i 是煤颗粒体内和外表面的摩尔浓度；r 是气体外
扩散速率；Ni 是煤焦和反应气体 i 的化学当量比；d
是煤颗粒的直径；ρ 是煤焦颗粒的表观密度；DM,i 是
反应气体的摩尔扩散系数；Re 和 Sc 是反应器中反应
气体与煤焦的雷诺数和施密特数．

2 结果与讨论
2.1 温度分布
气化炉内温度分布可分为几个部分：从顶部主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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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开始，煤颗粒在高温区内挥发分快速挥发并燃烧，
气化炉内达到第 1 个最高温度，此区域称为煤的热解
燃烧区．在高温条件下，发生煤焦的燃烧和气化反
应，温度缓慢下降，此区域可称为燃烧气化区．当氧
气完全耗尽，炉内只发生煤焦的气化反应，此区域可
称为气化区．当气化反应接近平衡，各组分气体基本
保持平衡，此区域可称为反应平衡区．在此实验中的
二段供氧气化实验中，二段喷嘴位置处于燃烧与气化
区和气化区之间，在纵向从上至下的第 2 个热电偶位
置，由于喷入的二段氧均由水组成，以及喷嘴的雾化
作用，所以在 B 组实验结果中，二段喷嘴位置附近的
温度有一个明显下降．具体温度分布如图 2 所示．

Fig.2

图 2 气化炉内温度分布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in gasifier

总体上，对锁渣罐收集的灰渣进行分析，可以得
知几乎所有操作工况下的炉内温度都低于实验煤种
的灰熔融温度．如图 2 所示，当 O/C 摩尔比为 1.1
时，4A 和 4B 组的主要气化过程温度分别高于 1,300,
℃和 1,250,℃．在这样的温度范围内，煤焦的气化反
应更容易发生．相比于 4A 的实验结果，4B 组在二段
供氧喷嘴位置的温度要低 38,℃，此区域的温度受到
喷嘴雾化作用的影响明显整体偏低．其结果也决定
了 4B 组实验尾部出口温度(1,228,℃)低于 4A 组尾
部温度达 42,℃．在其余 O/C 摩尔比的条件下，温度
分布的特点与 4A 和 4B 组实验结果呈现出的特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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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似．温度分布结果表明，氧气供给量是决定气流
床气化过程温度的主要原因，二段供氧对于降低气化
炉内整体温度具有明显的作用．
2.2 合成气组分
本实验得到的粗合成气包含 CO、CO2 、H2O、
H2、N2 和 CH4．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实验结果的优劣，
以及方便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比对[13-14]，本
实验合成气组分选定 CO、CO2、H2 和 CH4 共 4 种气
体进行研究，结果如图 3 所示．当 O/C 摩尔比增加
时，由于燃烧作用气化炉温度升高．因此，高温促进
了吸热反应 C＋CO2 和 C＋H2O，使得 CO 和 H2 的产
量增加，CO2 的消耗增加．在气流床气化中，合成气
中 CH4 的产量是非常小的，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而
减小．分析具体的实验结果可知，随着 O/C 摩尔比的
增加，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中(A 组)，合成气
中的 CO 体积分数从 33.4%增加到 46.4%，H2 体积分
数从 26.9%增加到 32.2%，CO2 的体积分数从 38.0%减
少到 21.2%；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中(B 组)，合
成气中的 CO 体积分数从 32.8%增加到 44.0%，H2 体
积分数从 25.6%增加到 36.1%，CO2 的体积分数从
39.4%减少到 19.5%．换言之，增加了 O/C 摩尔比，使
得 A、B 两组合成气中的 CO 分数分别增长了 38.9%
和 34.1%，H2 分数分别增长了 19.7%和 41.0%．结果
显示，在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中(B 组)，增加
O/C 摩 尔 比 ，对 增 加 H2 的 生 成 起 到 了 重 要 的 作
用．与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A 组)相比，由于
二段供氧增强了反应气体与煤颗粒边界层的质量传
递，煤焦与水的气化反应( C+ H 2O → CO+ H 2 )和水煤
气变换反应( CO+ H 2 O → CO 2 + H 2 )均被促进正向发
生，使得合成气中 H2 的体积分数大幅增加．

图 3 合成气组分与 O/C 摩尔比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osition of syngas
and the molar ratio of O/C

为了进一步研究二段供氧对整体气流床气化过
程的影响，本文在相同 O/C 摩尔比条件下，对比二段
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B 组)与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
化实验中(A 组)合成气各组分，并将其差值与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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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比的关系绘制成图，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当 O/C 摩尔比低于 0.95 时，二段供氧喷嘴位置附
近的气化炉内温度低于 1,200,℃，此时气化过程中扩
散对气化反应速率的影响有限，所以此时通过二段喷
嘴射流增强的扩散扰动对提高气化反应速率的作用
不明显．因此，此时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的有效
合成气体积分数小于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的
结果．随着 O/C 摩尔比的继续增加，二段供氧喷嘴位
置的温度增加，扩散速率对气化反应速率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同时，由于射流造成的影响，反应气体与煤
颗粒的相对速率不能再像一般的气流床气化炉中假
设为 0[12]，即 Re 数大于 0．此时，外扩散速率受到二
段喷嘴射流及雾化的增大影响十分明显．由于本实
验中二段供氧全由 H2O 代替，H2 产量的增加十分明
显[15]．另外，随着出口温度的升高，CH4 在合成气组
分中的体积分数应该逐渐减少，即二段供氧气化实验
合成气中 CH4 的体积分数应该高于无二段供氧气化
实验合成气中 CH4 的体积分数，这与图 4 中的结果
也一致．

图 4 二段供氧与无二段供氧实验合成气组分变化
Fig.4 Variation of synthetic gas component in two-stage
oxygen supply and no two-stage oxygen supply
experiments

2.3 碳转化率和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
实验中的碳转化率和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的变
化趋势如图 5 所示．随着 O/C 摩尔比从 0.90 增长到
1.10，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A 组)的碳转化率
从 72.48%增长到 91.67%，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
(B 组)的碳转化率从 71.39%增长到 93.24%．碳转化
率与 O/C 摩尔比的关系与上文研究的结果一致，在
O/C 摩尔比为 0.95 左右时，A 组与 B 组实验曲线产
生交点，说明此时二段供氧对气流床气化反应的影响
很小．随着 O/C 摩尔比的增加，二段供氧对高灰熔点
煤气流床气化产生积极影响，本实验中，在 O/C 摩尔
比为 1.10 时，二段供氧可提升碳转化率 1.57%，有效
合成气体积分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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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碳转化率和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
Fig.5 Carbon conversion rate and effective syngas volume fraction

为了证明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技术的可
行性，选取本实验中的最佳工况结果与其他研究者的
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对比结果如表 3 所示[2, 16-18]．其
中，为了方便与其他研究结果进行直接对比，将本文
中的 O/C 摩尔比、合成气组分(CO，CO2，H2 和 CH4)
分别转化成氧煤比和合成气组分(CO，CO2 和 H2)．
从结果可以看出，干煤粉气流床气化技术过程温
度总是高于水煤浆气流床气化技术．但是，无论哪种
技术，均需要气化炉膛出口温度高于灰熔点 150,℃以
上，以保证液态排渣和气化过程的安全．文献[1]中，
Baodian 煤的气化过程温度控制在高达 1,600,℃，而

表 3 气流床气化实验结果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entrained flow gasification
文献

炉型及给料方式

煤种

氧煤比/
(m3·kg-1)

碳转化
率/%

CO

H2

CO2

[2]
[2]
[2]
[16]
[17]
[17]
[18]
工况 4A
工况 4B

气流床气化炉-耐火砖水煤浆给料
气流床气化炉-水冷壁膜干煤粉给料
气流床气化炉-水冷壁膜干煤粉给料
气流床气化炉-水煤浆给料
气流床气化炉-干煤粉给料
气流床气化炉-干煤粉给料
对置多喷嘴气流床气化炉水煤浆给料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炉水煤浆给料
两段供氧干排渣气流床气化炉水煤浆给料

混煤(低灰熔点)
Nantun 煤(高灰熔点)
Baodian 煤(高灰熔点)
Shenfu 煤 6(低灰熔点)
Tuncbilek 褐煤(低灰熔点)
Soma 褐煤(高灰熔点)
混煤(低灰熔点)
老矿精煤烟煤(高灰熔点)
老矿精煤烟煤(高灰熔点)

0.66
0.62
0.75
0.66
0.64
0.62
0.64
0.72
0.65

98.30
99.00
100.000
98.40
—
—
—
91.67
93.24

46.5
66.3
65.7
45.1
60.1
62.4
44.9
46.5
44.2

37.0
27.3
24.9
35.9
20.5
24.2
35.6
32.3
36.2

16.5
6.3
9.6
17.7
19.4
13.4
19.5
21.2
19.6

Nantun 煤则需要添加石灰岩以降低煤的灰熔点．从
表中看出，干煤粉气化技术相比于水煤浆气化技术可
以获得更高的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CO＋H2)．然
而，即使增加了水蒸气的供给，干煤粉气化技术中产
生的 H2 仍然远小于水煤浆气化技术．对比各研究者
对于高灰熔点煤气化与低灰熔点煤气化技术的研究，
其中，使用一种典型的低灰熔点煤(神华煤)进行水煤
浆气化技术，可以得到 98.4%的碳转化率、81.0%的有
效合成气体积分数(CO＋H2)和 0.66 的氧煤比[4]；使
用高灰熔点煤中掺混低灰熔点煤等在耐火砖气流床
气化炉及多喷嘴对置气流床气化炉中进行气化反应，
分别可以得到 83.5%和 82.5%的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
(CO＋H2)，同时，保持 0.66 和 0.64 的氧煤比[2,,18].
本实验中采用的老矿精煤烟煤进行干排渣水煤浆气
流床气化反应，不掺混降低灰熔点的各种添加剂，分
别进行了无二段供氧气化实验(与传统气化技术一
致)和二段供氧实验．其中，在无二段供氧实验中，可
以得到 91.67%的碳转化率、78.8%的有效合成气体积
分数(CO＋H2)和 0.72 的氧煤比．其结果无疑要低于
普遍的低灰熔点煤气化技术所达到的气化指标．引
入二段供氧的气流床气化过程中，可以取得 93.24%
的碳转化率、80.4%的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CO＋H2)
和 0.65 的氧煤比．其结果已然很接近于低灰熔点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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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技术达到的气化指标．总的来说，考虑到实验室
实验过程中的气化炉热量损失、二段供氧中未掺混氧
气等不利因素，所得到的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技术结
果已经基本达到气流床气化技术的平均气化指标．

3 结 论
(1) 随着 O/C 摩尔比的增加，无二段供氧与二
段供氧的干排渣气化实验中的气化炉内温度、有效合
成气体积分数和碳转化率都会增加．当 O/C 摩尔比
为 1.10 时，使用老矿精煤进行二段供氧干排渣气流
床气化，可得到的最佳气化结果为 93.24%的碳转化
率、80.4%的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CO＋H2)．
(2) 相比于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技术，增加
O/C 摩尔比，更利于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技术中 H2
的产生，对 CO 的产生影响不大．
(3) 当 O/C 摩尔比大于 0.93 后，二段供氧气流
床气化合成气中 H2 的体积分数开始高于无二段供氧
气流床气化合成气中 H2 的体积分数；当 O/C 摩尔比
大于 0.95 后，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合成气中有效合
成气体积分数(CO＋H2)开始高于无二段供氧气流床
气化合成气中有效合成气体积分数(CO＋H2)，同
时，高出值逐渐趋于一个稳定的数值．

燃烧科学与技术

安海泉等：高灰熔点煤两段供氧气流床气化实验

(4) 当 O/C 摩尔比大于 0.95 后，二段供氧气流
床气化的碳转化率开始高于无二段供氧气流床气化
的碳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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