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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水煤浆技术是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中的重要分支ꎬ对提高我国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煤

炭利用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实现煤炭的高价值利用具有重要意义ꎬ是我国能源长效稳定发展的必然选
择ꎬ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环保要求ꎮ 随着水煤浆尤其是气化浆用量的扩大和节能环保要求的提高ꎬ化
工厂对水煤浆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ꎮ 但目前国内气化水煤浆普遍存在浓度偏低、流变性差、气化效果
不理想等问题ꎬ降低了水煤浆气化炉效率ꎬ不利于企业降本增效和稳定生产ꎮ 笔者基于水煤浆性能的
评定指标ꎬ介绍了水煤浆性能指标的测定方法ꎬ并简要说明了水煤浆的浓度、黏度、稳定性、流态及流
变性对实际生产的意义ꎻ重点介绍了煤质、添加剂、级配方式以及颗粒形态等因素对水煤浆性能的影
响ꎬ为改善水煤浆性能指明了方向ꎬ强调了粒度级配对水煤浆浓度、流态及流动度改善的重要意义ꎻ总
结了近年来水煤浆制浆领域的研究进展ꎬ包括对成浆用煤的复配、新型水煤浆添加剂的研发以及“ 以
破代磨“ 新型制浆工艺的介绍ꎬ并对水煤浆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ꎬ包括新制浆工艺的开发和核
心设备的研制、高效经济低阶煤水煤浆添加剂的研制、化工污泥和气化细渣等废弃物的处理以及水煤
浆颗粒间作用规律和颗粒形态研究等ꎮ
关键词:水煤浆ꎻ性能ꎻ影响因素ꎻ技术进展ꎻ颗粒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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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雨等:水煤浆性能的影响因素及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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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烧、泵送和运输 [５] ꎮ 浓度是水煤浆性能的主要考察

言

指标ꎬ也是实际生产中水煤浆的主要控制指标ꎮ 崔

水煤浆技术是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中的重要分

意华等 [６] 通过对比不同煤浆浓度和气化温度下的

支ꎬ对提高我国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煤炭利用

气化效率ꎬ研究了煤浆浓度对气化效率的影响ꎬ研究

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实现煤炭的高价值利用具有重

表明ꎬ在相同的气化温度下ꎬ水煤浆气化效率随煤浆

要意义ꎬ是我国能源长效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ꎬ符合
国家政策导向和环保要求ꎮ 水煤浆作为一种能源替
代燃料ꎬ已广泛应用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
达地区ꎬ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ꎮ 据

浓度的升高而升高ꎬ当煤浆浓度高于 ７０％ 时ꎬ气化
效率的提升趋缓ꎻ气化温度为 １ ３５０ ℃ 时的气化效
率比同浓度下 １ ５００ ℃ 的气化效率高ꎮ

水煤浆在气化炉中先发生水的汽化ꎬ产生的水

不完全统计ꎬ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全国燃料水煤浆使用

蒸气中很小部分参与反应ꎬ大部分都随产生的粗煤

建材等行业ꎮ 水煤浆作为煤气化原料ꎬ具有生产效

显热完全由煤部分或完全燃烧提供ꎬ同时产生了对

量已达 ３ ０００ 万 ｔ / ａꎬ范围涵盖了电力、石油、化工、
率高、持续运行时间长、设备国有化程度高、投资运
行费用低等优点ꎬ在合成甲醇、合成氨、煤制烯烃等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我国水煤浆
气化 炉 达 ３００ 余 台 套ꎬ 气 化 水 煤 浆 使 用 量 已 超 过

１.２ 亿 ｔ / ａꎬ并随着我国煤制油、煤制烯烃等大型煤
化工产业的迅猛发展ꎬ我国气化煤浆用量仍将保持
高速增长态势

[１]

ꎮ

目前国内气化水煤浆普遍存在浓度偏低、流变

气一起进入下一工段ꎮ 水分蒸发所需的气化潜热和
合成无效的 ＣＯ ２ ꎬ增大了比煤耗和比氧耗 [７－８] ꎮ 工
业实践证明ꎬ水煤浆浓度的提高可显著提高气化效
率ꎬ减少因煤浆自身水分蒸发引起的能源消耗ꎬ扩大
原料煤的选择范围ꎬ降低气化比煤耗、比氧耗ꎬ可为
企业带可观的经济效益ꎮ 因此在满足气化正常运行
的条 件 下ꎬ 浓 度 越 高ꎬ 气 化 能 耗 越 低ꎬ 有 效 气 比 例
越高 [９－１２] ꎮ

１ ２

水煤浆的表观黏度和流变性

性差、气化效果不理想等不足ꎬ降低了水煤浆气化炉

水煤浆属于固液两相流体ꎬ是一种包括宾汉塑

效率ꎬ不利于企业降本增效和稳定生产ꎮ 水煤浆性

性体、胀塑性体等多重性的非牛顿流体ꎬ具有“ 剪切

能的改善ꎬ尤其是煤浆浓度和流动性的提升ꎬ不仅可

变稀” 性质ꎬ即具备了一定的流变性ꎮ 水煤浆的流

提高煤浆的雾化性能和气化效率ꎬ还可有效降低气

变性受煤粉粒度分布、煤表面性质及所使用的添加

化的比煤耗和比氧耗ꎬ同时可减少因煤浆质量问题

剂等因素影响ꎮ 水煤浆黏度与温度、剪切速率有关ꎬ

导致的设备、系统停车ꎬ对煤气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１

[２]

ꎮ

一般要求在常温下(２５ ℃ ) ꎬ水煤浆在低剪切速率下
具有较高的黏度ꎬ以保证浆体的稳定性ꎬ在较高的剪

水煤浆性能评定指标
水煤浆是煤与水的非均相固液悬浮液ꎬ属于典

型的非牛顿流体ꎬ既保持了煤炭原有的物理性质ꎬ如
发热量、灰熔融温度、水分、灰分、挥发分、硫分等ꎬ又
具有像流体一样的性能特征ꎬ如浓度、黏度、粒度及
磨蚀性、稳定性等ꎮ 工业上常用的水煤浆性能特征

切速率下浆体黏度应尽可能低ꎬ以便于煤浆泵送和
雾化ꎮ 工 业 上 一 般 用 表 观 黏 度 η ａ 来 评 定 煤 浆 黏
度 [４] ꎬ一般要求水煤浆在常温及 １００ ｓ －１ 剪切速率下
表观黏度在( (１ ０００ ~ １ ２００) ± ２００) ｍＰａｓꎮ 水煤
浆黏度过低ꎬ易导致煤浆分层、不稳定ꎻ黏度过高ꎬ会
引起磨机跑浆ꎬ煤浆管道阻力大ꎬ煤浆泵打量受限ꎬ
造成跳车ꎬ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 [１３] ꎮ

指标主要有水煤浆的浓度、表观黏度和流变性、稳定

１ ３

１ １

况下易产生固液分离ꎮ 水煤浆的稳定性指维持不产

性、流态和流动度 [３] ꎮ
水煤浆浓度

水煤浆浓度即水煤浆中固体煤含量ꎬ通常用质
量分数表示

[４]

ꎮ 在一定范围内ꎬ浓度越大ꎬ水煤浆

热值越大ꎬ对燃烧和气化越有利ꎮ 但是浓度升高使

浆体黏度升高ꎬ 通常浓度每升高 １％ꎬ 黏 度 提 高 数
百 ｍＰａｓꎬ黏度过大ꎬ不利于水煤浆雾化、充分燃

水煤浆稳定性

水煤浆属于粗分散体系ꎬ在静置和外界扰动情
生“ 硬沉淀” 所持续的时间ꎬ“ 硬沉淀” 是指无法经过
机械搅拌使浆体恢复均匀性的沉淀ꎮ 水煤浆稳定性
是煤颗粒抵抗沉降作用的量度ꎬ煤浆浓度低时ꎬ煤颗
粒间间距较大ꎬ颗粒间的作用力较弱ꎬ在重力作用
下ꎬ煤粉颗粒自由沉降速度加快ꎮ 随着煤浆浓度的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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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ꎬ煤粉颗粒在沉降过程因为相互作用形成类似

“ 力链” 的结构ꎬ保持体系的相对稳定ꎬ从而减缓沉

模ꎬ在流动 ３０ ｓ 后测定水煤浆在玻璃平面上自由流
淌的最大直径ꎬ以此判断水煤浆的流动性ꎮ

综上ꎬ水煤浆性能的 ４ 个评价指标具有相关联

降速度ꎮ 因此ꎬ水煤浆浓度越高ꎬ稳定性越好ꎮ 在大
规模工业生产中ꎬ稳定性至关重要ꎬ不仅决定了煤浆
是否能够存放、输送ꎬ而且直接关系到用户的直接
生产 [４] ꎮ

水煤浆稳定性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评价方法ꎬ常

第 ２５ 卷

性ꎬ如水煤浆浓度的提高使煤浆黏度升高ꎬ流态和流
动度恶化 [４] ꎮ

２

用的方法有冰冻分析法、静置观察法、插棒法、残留

水煤浆性能影响因素
影响水煤浆性能的因素很多ꎬ工业上常用的影

ꎮ 由于静置观察法和插棒法不需

响因素有:制浆用煤的煤质特性、制浆工艺( 级配方

静置观察法是煤浆放置在玻璃烧杯中静置若干小

特性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ꎬ但受制于经济和区位因

物百分比法等

[１４]

要专门的设备ꎬ且简单有效ꎬ因此得到了广泛应用ꎮ
时ꎬ以煤浆的析水率作为评价标准ꎬ析水率越高ꎬ煤
浆稳定 性 越 差ꎬ 一 般 气 化 浆 的 ８ ｈ 析 水 率 要 低 于

式) 、添加剂的性能和添加量 [４] ꎮ 实际生产中ꎬ煤质
素ꎻ水煤浆添加剂起辅助和优化作用ꎻ级配方式是实
际生产过程中可调控的关键因素ꎮ

５％ꎮ 插棒法是将煤浆静置一定时间后ꎬ将玻璃棒插

２ １

价其稳定性ꎮ

素ꎮ 水煤浆气化前ꎬ均需对原料煤进行化验ꎬ了解其

入水煤浆的深度或玻璃棒穿过整个浆体的时间来评

煤浆稳定性可分为 ４ 个等级:① Ａ 级ꎮ 煤浆静

置后无 析 水ꎬ 无 沉 淀ꎬ 静 置 后 煤 浆 状 态 如 初ꎻ ② Ｂ

煤质特性的影响
制浆用煤的煤质特性是影响成浆效果的首要因

煤阶、工分数据、元素组成、灰熔融温度、可磨性指数
等特性ꎬ以确定其制备水煤浆的可行性、制浆工艺、

级ꎮ 煤浆静置后有少量析水ꎬ略有分层ꎬ流动性良

可能达到的浓度范围以及适合的气化工艺等ꎮ 煤质

流动 如 初ꎻ ④ Ｄ 级ꎮ 煤 浆 经 沉 淀 后 产 生 了 硬 性

步和节能环保要求的提高ꎬ针对煤质特性开发了改

好ꎻ③ Ｃ 级ꎮ 煤浆析水量大ꎬ底部有软沉淀ꎬ搅拌后
沉淀ꎮ

１ ４

流动状态( 流态) 和流动度

特性较复杂ꎬ且各因素相互影响 [４] ꎮ 随着技术的进
善煤浆性能的方法ꎬ主要包括配煤制浆、褐煤改性制
浆等ꎮ

在实际生产和使用中发现ꎬ水煤浆的表观黏度

阮伟等 [１８] 采用多种具有代表性的煤种进行成

无法充分表征煤浆的雾化和泵送性能ꎬ因此引入流

浆性试验ꎬ研究了煤质特性对煤浆性能的影响ꎬ发现

动状态( 以下简称流态) 和流动度ꎮ 水煤浆的流态

煤的内水、灰分、含氧量等都对煤的成浆性有影响ꎬ

和流动度与水煤浆的雾化性能密切相关 [１５] ꎮ 水煤

煤的内水越高ꎬ煤成浆浓度降低ꎻ灰分和煤浆浓度变

浆燃烧或气化前ꎬ必须经过雾化ꎬ以降低液滴粒度ꎬ

化关系不明显ꎬ但整体呈正相关ꎬ即灰分越高ꎬ可制

增大比表面积ꎬ保证水煤装与环境气体充分接触ꎬ提

浆浓度越高ꎻ煤的含氧量越高ꎬ可制浆浓度越低ꎻ可

高燃烧或气化效率

[１６]

ꎮ 水煤浆流态好时ꎬ经过喷嘴

雾化后可形成均匀的小液滴ꎬ煤浆着火快ꎬ燃烧效率
高ꎬ碳转化率高ꎬ气化残碳低

[１７]

ꎮ

水煤浆流动性的检测方法有:① 观察法ꎬ可直

磨性指数与可制浆浓度整体呈正相关关系ꎮ 但煤是
复杂的混合物ꎬ灰分、内在水分、含氧量等和可制浆
浓度都呈非线性相关ꎮ

Ｙｕ Ｃｈｉ 等 [１９] 探讨了不同煤化程度的煤对其成

观描述浆体的流态ꎬ受主观影响较大ꎻ② 数值法ꎬ测

浆性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随着煤阶的增加ꎬ水煤浆的

法配合使用ꎮ

度达 ６８％以上ꎮ 原煤变质程度与成浆性的关系见

量结果准确、易比对ꎬ直观性较差ꎬ一般 ２ 种测量方
１) 观察法ꎮ 根据其流动特性ꎬ 分为 Ａ、 Ｂ、 Ｃ、 Ｄ

四个等级ꎮ Ａ 级:流动连续ꎬ平滑不间断ꎻＢ 级:流动

较连续ꎬ流体表面不光滑ꎻＣ 级:借助外力才能流动ꎻ
Ｄ 级:泥状不成浆ꎬ不能流动ꎮ 为了表示属于某一等
级范围流动性的较小差别ꎬ分别用“ ＋ ” 和“ － ” 加以
区分ꎬ“ ＋” 表示某一等级中流动性较好者ꎻ“ － ” 表示
某一等级中流动性较差者ꎮ

２) 数值法ꎮ 将水煤浆注满标准截锥圆模( 上口

径 ３６ ｍｍꎬ下口径 ６０ ｍｍꎬ高 ６０ ｍｍ) ꎬ提起截锥圆
９８

定黏浓度增加ꎬ且当 ＦＣ ｄａｆ 大于 ８１％ 时ꎬ煤的定黏浓
表 １ꎮ

煤的氧碳比越高ꎬ内部孔隙越多ꎬ煤颗粒“ 束缚”

的水越多ꎬ水煤浆中能够自由流动的水越少ꎬ浆体黏
度升高ꎬ性能变差ꎬ同时还会引起分散剂的分散效果
下降ꎮ 煤灰分对水煤浆性能的影响ꎬ一方面灰分比重
高于可燃部分ꎬ灰分增多ꎬ成浆浓度相对增大ꎬ且灰分
中的金属离子有利于水煤浆的稳定性ꎻ另一方面ꎬ灰
分升高会降低水煤浆的热值和气化效率ꎬ不利于生
产ꎬ一般气化厂要求水煤浆灰分低于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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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煤阶

Ｍ ａｄ

原煤变质程度与成浆性的关系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ａｌ ｍｅｔａ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ｕｌｐ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工业分析 / ％

Ａｄ

Ｖ ｄａｆ

Ｃ ｄａｆ

Ｈ ｄａｆ

元素分析 / ％
Ｎ ｄａｆ

Ｏ ｄａｆ

成浆浓

流动性指

Ｓ ｄａｆ

度/ ％

数

０.２６

６５.２５

褐煤 ＨＭ

１５.７６

１７.９６

４２.６２

７１.０９

４.４６

０.９０

２０.２３

３.２５

长焰煤 ＷＬ

２.２８

１０.５３

３７.０５

８１.８

５.２３

１.３２

１０.１７

１.４８

长焰煤 ＣＣＨ
不黏煤 ＤＳＨ
不黏煤 ＨＨ

弱黏煤 ＸＨＹ

弱黏煤 ＭＹＫ
气煤 ＢＳ

气煤 ＨＮ

１ / ３ 焦煤 ＢＹ
１ / ３ 焦煤 ＫＬ
肥煤 ＦＦ
焦煤 ＳＴ

瘦煤 ＳＧＪ

贫瘦煤 ＨＢ

无烟煤 ＹＱ

８.６７
７.７７
２.０３

１０.８７
５.０８
６.１７

１.９０

３４.７５

１.５４

３.９５

１.４２

１３.１７

０.７７

１３.３７

３.０７

６.５７

１.２６

６.６７

０.５９

１３.５５

０.７１

２５.８４

１.０９
０.８３
１.０１

１７.０８
１３.７０
９.３８

３９.２５

７６.２２

３６.３１

８０.１８

４１.４７

７８.３９

３３.９６
２９.３４
４３.７３
４０.２１
３６.１７
３４.６０
３１.３３
２２.５６
１９.５１
１７.２１
９.１０

８２.９６
８２.１０
８１.８０
８３.７３
８５.３５
８５.７８
８６.２６
８９.１４
９０.９８
８９.８０
９２.６１

宋成建 [２０] 研究了神府东胜地区部分煤种的成
浆浓度与煤质参数的变化关系ꎬ发现煤料内在水分

４.８１
４.５９
４.６４
５.６４
４.７４
５.５０
５.７６
４.９８
５.２０
５.３３
４.９５
４.７２
４.４８
３.８７

０.９５
０.８５
０.７５
１.２５
０.９２
１.３２
１.５４
１.４８
１.４７
１.６２
１.５７
１.４１
１.５７
１.２６

１７.１６
１３.９３

０.４５

１１.５２

０.１３

１３.４９

１.２３

１１.９６

０.２８

７.９５

３.４３

８.６８

０.２９

７.６２

０.５７

６.９９

０.５６

５.８５

０.９４

３.８８

０.４６

２.４０

０.４９

３.８４

０.３１

１.８３

０.４３

稳定性 /
ｄ

５９.１４

０.２２４

２１

６９.６３

０.８７３

３０

１.１８５

０.５

１.３１６

０.５

１.２０２

１０

６４.４４
７０.１５
７０.３３
６９.１３
６８.６０
７１.２８
７２.３２
７０.７５
７３.６６
７６.０９
７５.４７
７４.８２
７５.３３

１.０９３
１.０７５
０.５６２
１.２１６

８

１０
１５

０.５

１.１５０

０.５

０.８１９

１０

１.１５５

７

０.８４３
１.０８８
１.１５８
０.５９１

６

１５
３

１７

提高煤颗粒的分散效果ꎮ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水煤浆
分散剂都属于离子型分散剂ꎮ

３) 提高空间位阻效应ꎮ 当分散剂为链状大分

的升高会降低可制浆浓度ꎻ灰分的升高可提升制浆
浓度ꎬ这主要是因为灰分比重大导致的ꎬ灰分升高会

子时ꎬ在煤表面形成三维水化膜ꎬ当颗粒相互接近

导致煤浆气化效率的降低ꎻ原煤挥发分和固定碳含

时ꎬ水化膜受到挤压变形产生变形力ꎬ阻碍煤颗粒继

量与可制浆浓度呈负相关的趋势ꎬ原煤挥发分和固

续靠近ꎬ从而使煤粒稳定分散悬浮在水中ꎮ

水煤浆添加剂的作用原理如图 １ 所示ꎮ 在一定

定碳含量越高ꎬ可制浆浓度越低ꎮ 其研究结果与前
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ꎮ

范围内ꎬ添加剂添加量越高ꎬ浆体的黏度越低ꎮ 但添

添加剂的影响

加量的提高使制浆成本加大ꎬ一般情况下ꎬ在保证浆

２ ２

煤炭属于天然疏水性物质ꎬ不易被水润湿ꎬ具有

体性能的前提下ꎬ添加剂用量最少为宜ꎮ

较大的比表面积ꎬ易自发团聚ꎬ因此煤粒与水很难自

发的紧密结合成为一种浆体 [２１－２２] ꎮ 为了得到高浓
度、低黏度且具备良好稳定性的水煤浆ꎬ必须添加一
定量的添加剂ꎬ添加剂性能与用量对水煤浆性能的
影响很大ꎮ

生产中ꎬ一般添加剂用量占水煤浆质量 ０.１％ ~

１.０％ꎮ 分散剂的主要作用 [２３] 有:

１) 提高煤表面的亲水性ꎮ 添加剂分子通过其

图１

疏水基和煤表面结合ꎬ以亲水基朝水定向排列的方
式使疏水的煤粒稳定地分散到水中ꎬ并在煤粒周围
形成一层添加剂和水组成的水化膜ꎮ 借助水化膜ꎬ
将煤粒隔开ꎬ减少煤粒间阻力ꎬ降低黏度ꎮ

２) 增强颗粒间静电斥力ꎮ 煤颗粒在水中天然

呈负电性ꎬ根据 ＤＬＶＯ 理论ꎬ强化煤颗粒间负电性可

２ ３

Ｆｉｇ.１

水煤浆添加剂的作用原理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ＷＳ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级配方式( 制浆工艺) 的影响

级配ꎬ即物料各级粒径颗粒的分配情况ꎬ使堆积
效率 λ( 固体体积占有率) 提高的技术称为“ 级配技
术” ꎮ 煤浆粒度较小ꎬ比表面积增大ꎬ形成水化膜所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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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占比增大ꎬ自由水减少ꎬ无法制得高质量的煤浆ꎻ
煤浆粒度较大时ꎬ虽有利于制备低黏度、流动性好的
水煤浆ꎬ但可能导致煤浆不具有浆态特征ꎬ且颗粒过
大会导致浆体稳定性变差ꎬ易堵塞泵体和管道ꎬ加速
雾化喷嘴的磨损ꎬ导致气化炉频繁波动ꎬ不利于生

１) 传统级配方式

Ｆｉｇ.２

图２

产ꎮ 要制备高浓度、性能优良的水煤浆ꎬ需要不同大
小的颗粒相互填充ꎬ提高颗粒堆积效率ꎬ如图 ２ 所
示ꎮ 级配技术是水煤浆制备的关键技术之一ꎬ合理
的级配方式不仅能有效提高浆体浓度ꎬ还能改善水
煤浆的流动性和稳定性 [２４] ꎮ

水煤浆粒度级配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ＷＳ

相比于单棒磨制浆工艺ꎬ煤种相同时ꎬ三峰级配

传统级配方式ꎬ即单棒 / 球磨制浆ꎬ是生产中应

制浆工艺可有效提高浆体浓度 ３ ~ ５ 个百分点ꎮ 煤

浆体的粒度分布不合理ꎬ浆体浓度较低ꎬ流变性与稳

泥、褐煤等成浆性较差的煤料ꎮ 相比于双峰级配ꎬ三

定性较差ꎬ雾化效果不理想ꎬ使煤炭转化率低ꎻ另外ꎬ

峰级配拥有更宽的粒度分布ꎬ堆积效率进一步提高ꎬ

由于煤浆粒度较粗易引起钢棒、管道、泵、阀门、气化

有利于制备高质量的水煤浆ꎮ 其制浆工艺流程如图

用最多的制浆工艺ꎮ 由于棒磨机自身的限制ꎬ所制

炉喷嘴等磨损严重ꎬ设备检修频繁ꎮ 其制浆工艺流
程如图 ３ 所示ꎮ

Ｆｉｇ.３

图３

种适应范围更广ꎬ除了适用于烟煤制浆ꎬ还可用于煤

５ 所示ꎮ

单峰级配制浆工艺流程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ｐｅａｋ 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ｕｌｐ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ｉｇ.５

２) 双峰级配制浆

双峰级配制浆工艺ꎬ相比于单棒 / 球磨工艺具有

更宽的煤种适应性ꎬ适合于处理弱黏煤、不黏煤、长
焰煤等低阶煤ꎮ 由于煤颗粒堆积效率提高ꎬ小颗粒
填充在大颗粒之间ꎬ煤浆性能得到改善ꎮ 同等黏度

条件下所制浆体的浓度可提高 ２ ~ ３ 个百分点ꎬ投资
相对较小ꎬ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ꎬ具有较大的市场应
用前景ꎮ 其制浆工艺流程如图 ４ 所示ꎮ

图５

三峰级配制浆工艺流程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ａｋ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级配技术的核心在于如何有效提高颗粒的堆积
效率ꎬ煤颗粒在水煤浆中的堆积效率和水煤浆浓度
有直接关系ꎮ
２ ４

颗粒形态的影响
制浆理论认为ꎬ在煤种一定的前提下ꎬ粒度级配

和添加剂是影响水煤浆性能的主要因素ꎮ 但笔者发
现ꎬ硅酸盐材料和岩土工程等领域有研究表明ꎬ颗粒
形状和形貌对浆体、粉体材料的堆积效率和性能都
有显著影响ꎮ 水煤浆作为浆体材料的一种ꎬ其性能
同样受到颗粒形状和形貌的影响 [２５－２８] ꎮ

涂亚楠 [２９] 利用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对不同粒级

Ｆｉｇ.４

１００

图４

双峰级配制浆工艺流程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ｅａｋ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３) 三峰级配制浆

的颗粒形貌进行了定量表征ꎬ并利用扫描电镜观察
分析了煤样经破碎、研磨、微波处理等条件下的颗粒
形貌微观特性ꎬ发现颗粒破碎后颗粒形态有恶化的
趋势ꎬ对于改性后的褐煤ꎬ研磨并不能改善颗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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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ꎬ但微波处理后颗粒形态有所改善ꎮ
高志芳

[３０]

改性温度下ꎬ可制浆的定黏浓度升高ꎬ流变性得到改

以内蒙褐煤为原料ꎬ通过气流干燥管

加压成型、气流干燥、和低温干馏工艺制备了 ３ 种提
质褐煤ꎬ通过扫描电镜观察发现ꎬ提质褐煤的颗粒形
态较提质前有了较大改善ꎬ经对比 ３ 种提质后褐煤

的成浆性发现ꎬ颗粒形态与成浆性呈正相关关系ꎬ即
颗粒的规则度越高ꎬ可制浆浓度越高ꎻ体系中不规则
颗粒的增多会增大体系的空隙率ꎬ降低体系的堆积
效率ꎬ还会增大颗粒间相对运动的阻力ꎬ导致浆体的
黏度升高ꎬ流动性明显恶化ꎮ

３

同的制浆工艺进行成浆性试验ꎬ发现干法制浆工艺
条件下煤泥的成浆性、稳定性和流动性最好ꎻ煤泥的
成浆性和制浆工艺的选择与煤质关系密切ꎮ

３ ２

添加剂方向的制浆技术
目前ꎬ市场上使用最广泛的是萘磺酸盐缩合物

( ＮＳＦ) 系列添加剂ꎬ具有分散性能好、降黏作用强、
浆体流动性好、适用煤种范围广等特点ꎬ但单价相对
较高ꎬ且煤浆稳定性较差、易产生硬沉淀ꎬ生产中常

使用 ＮＳＦ 与木 质 素 磺 酸 盐 按 一 定 比 例 复 配 使 用ꎮ

水煤浆制浆技术

３ １

善ꎮ 关于煤泥制浆ꎬ梁霏飞等 [３８] 采用 ３ 种煤泥和不

近年来ꎬ研究者展开了腐殖酸、聚丙烯酸等水煤浆添

煤质方向的制浆技术

加剂的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ꎬ同时还研究了化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发展ꎬ拓宽

工废水对煤浆性能的影响ꎮ 隋明炜等 [３９] 采用水溶

制浆煤种以适用我国煤炭资源结构越发重要ꎮ 近年

液聚合方法以腐殖酸和丙烯酰胺、烯丙醇聚氧乙烯
醚( ＡＰＥＧ － １０００) 为原料合成新型腐殖酸系水煤浆

来研究多从配煤、改性等角度来改善制浆煤质ꎬ以提
高煤浆性能ꎬ拓宽制浆原料ꎬ降低制浆成本ꎮ
胡亚轩等

[３１]

对 ２０ 多种煤质差异较大的煤进行

添加剂ꎬ并对新型添加剂性能进行表征ꎬ发现添加量
相同时ꎬ新型腐殖酸系添加剂流变性能和降黏效果

配煤制浆ꎬ发现煤种配比对煤浆质量的影响是非线

较腐殖酸有很大提高ꎮ 段艺萍 [４０] 以木质素为基础

性的ꎬ实际制浆浓度和预测成浆浓度相差较大ꎬ但配

原料ꎬ经亚硫酸钠的磺化改性ꎬ制得了改性木质素ꎬ

煤后的煤浆稳定性得到改善ꎻ配煤中亲水性煤比例

并将其作为水煤浆添加剂进行试验研究ꎬ发现经过

的增加会引起煤浆质量恶化ꎬ疏水性强的煤的比例

改性后的木质素系添加剂性能具有很好的市场优

增加会改善煤浆的质量ꎮ 李艳昌等

[３２]

采用 １１ 种煤

进行配煤制浆ꎬ发现通过合理的配煤可改善单种成

势ꎬ分析认为改性木质素中含有 ２ 种具有分散作用
的官能团:磺酸根基团ꎬ具有亲水性能ꎻ芳香基团ꎬ具

浆性差煤的煤浆性能ꎬ但合理的配煤方案需通过试

有亲煤性能ꎮ 谢欣馨 [４１] 对以兰炭废水为原料制备

验确定ꎬ很难通过预测得到ꎮ 赵忠霞 [３３] 研究了无烟

的水煤浆性能进行比较ꎬ发现废水中的酚类物质具

煤、烟煤和褐煤的成浆性ꎬ发现无烟煤和褐煤制备的

有降黏作用ꎬ可使浆体保持良好的流动性ꎬ废水中的

煤浆性能均较差ꎬ但可通过配煤方式制备性能优良

氨氮类物质和金属离子可提高煤浆稳定性ꎬ但会使

的配煤水煤浆ꎮ 高志芳

[３０]

以褐煤为原料进行配煤

制浆ꎬ发现配煤制浆能实现煤质互补ꎬ降低制浆过程
中的能耗ꎬ促进褐煤的利用ꎮ 关于褐煤改性制浆ꎬ目
前研究较多的是水热改性及热解改性制浆ꎮ 颜艳
东

[３４]

采用自制低温干馏反应器对小龙潭褐煤进行

热解改性提质ꎬ改性后得到的半焦可制浆浓度较改
性前提高了 １７ 个百分点ꎬ但稳定性较差ꎬ与未改性
褐煤混配后ꎬ可制得浓度在 ６０％以上性能优良的水

热值ꎮ 吴晓华 [４２] 通过酯化和共聚的方式合成 １３ 种
聚丙烯酸系添加剂ꎬ与市售的萘系添加剂进行成浆
性试验对比ꎬ发现合成的聚丙烯酸添加剂性能优于
市售萘系添加剂ꎬ且吨浆成本较萘系低ꎬ是很好的水
煤浆添加剂品种ꎮ

３ ３

制浆工艺方向的制浆技术
近年来随着水煤浆制备技术不断进步ꎬ制浆工

研究了水热改性后褐煤表面官

艺也有了新的发展ꎮ 蒋斌斌 [４３] 提出了一种以破碎

能团和碳骨架与水结合能力的强弱ꎬ发现水热改性

机代替棒磨机的制浆工艺ꎬ即使用细碎机、成浆反应

煤浆ꎮ 刘红缨等

[３５]

煤浆黏度升高ꎬ废水中的油类物质可提高水煤浆的

后褐煤中的羟基和羧基官能团随热解温度升高大幅
降低ꎮ 赵卫东

[３６]

对褐煤水热改性机理及燃烧特性

进行了研究ꎬ发现经水热改性后褐煤致密度提高ꎬ比
表面积和官能团降低ꎬ微孔减少ꎬ疏水性变强ꎮ 虞育
杰

[３７]

器和高压煤浆泵组成制浆系统ꎮ 其工艺流程如图 ６

所示ꎬ即先用粗碎机将大块煤破碎至 ６ ｍｍ 以下ꎬ再
用细碎机将煤料破碎至 ３ ｍｍ 以下ꎬ细碎过程中加
入分散剂和水混合后ꎬ泵送入成浆反应器ꎬ通过高压

采用密闭高压反应釜对褐煤进行水热脱水提

细化装置使其成浆进入剪切罐中ꎬ加入稳定剂ꎬ经滤

质ꎬ发现改性后的褐煤羟基、羧基和酚羟基含量减

浆得到成品浆ꎮ 该工艺通过“ 以破代磨” 的方式ꎬ降

少ꎬ褐煤亲水性降低ꎬ固水能力大幅弱化ꎬ在 ３２０ ℃

低了制浆电耗ꎬ可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ꎮ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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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颗粒之间的作用规律和颗粒形态对水煤浆性能影
响的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ꎮ 从颗粒形态和煤颗
粒间的作用规律出发ꎬ可为水煤浆性能的提升带来
新的思路和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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