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２５ 卷第 ６ 期

２０１９ 年

Ｖｏｌ ２５

洁净煤技术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１ 月

Ｎｏｖ.

Ｎｏ ６

２０１９

煤原位热解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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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煤热解是煤炭热转化利用中最初和必经的阶段ꎬ煤受热分解会产生煤气、焦油及半焦产品等ꎬ

是目前我国化工原料和能源燃料的重要来源ꎮ 由于一次热解是煤热解过程的重要步骤之一ꎬ大部分
的煤热解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一次热解ꎬ而一次热解产物的产率和性质直接影响到二次热解
对目的产物的定向调控ꎬ故二次调控对提高煤热解产物产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笔者提出了煤原位
热解的概念ꎬ以提高煤热解产物产率为目的ꎬ从直接影响煤一次热解的角度出发ꎬ对煤不同的预处理
方法ꎬ包括热预处理、水热预处理、溶剂溶胀预处理、离子液体预处理以及溶胀同步负载金属离子预处
理等方法进行论述ꎬ并讨论了温度、压力、热解气氛、停留时间、粒径等工艺参数条件对煤原位热解的
影响ꎬ最后对未来煤热解工艺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ꎬ在继续探索煤热解机理的基础上ꎬ研究不同
煤预处理方式与不同工艺参数条件的优势结合ꎬ同时发展对应的煤热解工艺技术ꎬ努力提高煤原位热
解的产物收率ꎬ减少环境污染ꎮ
关键词:煤ꎻ原位热解ꎻ预处理ꎻ工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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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发分产率上都存在突变现象ꎮ 朱学栋等 [５] 提出ꎬ

言

煤的氧含量会影响煤达到最大质量变化速率时的温

我国的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三ꎬ煤炭消费量位
居世界第一ꎮ 根据« Ｂ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Ｃｈｉｎａ» ꎬ预

度ꎬ煤的挥发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最终失重ꎮ

６２％下降到 ４０％左右

体结构中的低相对分子质量的有机化合物ꎬ不同煤

煤中低分子化合物对煤焦油也存在一定的影

计 ２０４０ 年我国煤炭在能源中的占比由 ２０１６ 年的

响ꎬ低分子化合物主要是指游离或镶嵌煤大分子主

展迅速ꎬ其他一次能源消费量增多ꎬ但我国“ 富煤ꎬ

阶的煤所含的低分子化合物不同ꎮ Ｙａｎ 等 [６] 发现ꎬ

[１]

ꎮ 尽管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

贫油ꎬ少气” 的能源现状以及煤价格相对较低的优
势ꎬ决定了煤炭在较长时间内仍在我国能源利用中
占主导地位ꎬ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煤中的低分子化合物有利于一次热解产物煤焦油的
提质ꎮ 朱学栋等 [７] 选用 １８ 种不同煤化程度具有代
表性的煤样ꎬ试验表明ꎬ随煤化程度的降低ꎬ热解转

煤炭的用途广泛ꎬ按用途主要分为动力煤和炼

化率呈线性增加ꎬ因此可用煤中无水无灰基挥发分

焦煤ꎬ其过程离不开煤的热解ꎮ 由于煤热解的产物

预测煤的转化率ꎮ 随煤中挥发分的增加ꎬ热解产物

主要来自一次热解ꎬ对煤的一次热解进行研究可提

焦油、气体和水的产率增加ꎮ 热解气的产率与煤化

高初级产物产率ꎬ方便二次调控ꎬ促进煤清洁转化高
效利用ꎮ 原位热解本质是影响煤的一次热解反应ꎬ
即改变煤结构( 溶胀等) ꎬ或利用煤表面和孔道内的

程度相关ꎬ文献[ ７] 模拟计算了热解气产率与挥发
分的关系式ꎮ 王鹏等 [８] 研究了不同煤样与不同种
类产物产率之间的关系ꎬ发现随着煤化程度的提高ꎬ

活性官能团与催化物质结合( 取代、络合等) 再进行

半焦产率提高ꎻ油和气的产率随煤中挥发分的增加

热解ꎮ 目前ꎬ煤热解研究主要有:① 对煤进行预处

而增加ꎬ并与热解温度、煤的大分子结构和升温速率

理ꎬ热解过程中产生更多的自由基碎片ꎬ提高煤热解
效率和增加气、液相产品产率ꎻ② 对气、液相产物进
行二次调控ꎬ达到定向调控气液相产品组成及提高
产品质量的目的

[２]

ꎮ 由于二次调控对自由基的影

等相关ꎮ 在 干 馏 气 产 物 组 成 方 面ꎬ 协 庄 煤 样 Ｈ ２ 、
ＣＨ ４ 含量最高ꎬ并随煤化程度而加深ꎬＣＯ ２ 含量随煤
中氧含量的降低而降低ꎮ

１ ２

工艺条件

响有限ꎬ即使通过改变热解条件达到产物定向提质

１ ２ １

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本文主要论述了煤原位热解的影

预处理、溶剂溶胀预处理、水热预处理、离子液体预

的目的( 如催化加氢) ꎬ但对总体产物产率的提升存
响因素、机理及热解过程中不同的预处理方法对煤
热解的影响ꎬ以期对煤热转化利用的发展提供参考ꎮ

１

煤原位热解的影响因素

预处理

根据文献 [９] ꎬ可将预处理分为热预处理、脱灰

处理等ꎮ 这 ５ 种方法均可降低氢键含量ꎬ抑制交联
反应ꎬ在一定条件下对褐煤进行预处理可有效解决
热解焦油产率低、重质组分含量高等问题ꎬ对一次热
解产物的提质具有积极作用ꎮ 在预处理方法中ꎬ热

煤原位热解属于煤的一次热解ꎬ煤热解的影响

预处理和溶剂溶胀预处理在工业化中得到广泛应

因素适用于煤的原位热解ꎮ 煤热解的影响因素分为

用ꎬ离子液体预处理绿色环保、容易回收ꎬ处理效果

煤化程度、内在矿物质、工艺条件和煤岩显微组分ꎬ

优良ꎬ寻求可重复利用、价格低廉的离子液体是目前

工艺条 件 分 为 煤 的 用 量、 温 度、 停 留 时 间、 气 氛

重要的任务ꎮ 由于原位热解本身须以脱灰预处理为

等

[３]

ꎮ 煤的基本结构单元是芳环、脂环和杂环ꎬ其

前提ꎬ避免煤中灰分对负载离子的影响ꎬ提高定向调

通过桥键连接成三维体系ꎮ 基于煤的三维多孔膨化

控产物选择性ꎬ本文预处理这一小节所引用的大多

性质ꎬ在原位热解中主要通过煤的孔道、表面及其所

研究成果皆采用过酸碱脱灰ꎬ以下便不赘述脱灰预

含官能团以离子催化、预处理或工艺条件触发热解

处理ꎮ

自由基生成ꎬ促进自由基结合生成热解产物ꎮ 本文
主要从煤化程度和工艺条件 ２ 个方面研究其对煤原

１) 热预处理

热预处理是指煤在一定气氛下升温ꎬ其结构反

位热解的影响ꎮ

应性发生变化ꎬ从而影响煤的后续热解ꎬ但不同条件

煤化程度

下进行热预处理对煤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的改变

１ １

煤化 程 度 是 影 响 煤 热 解 的 重 要 因 素ꎮ 赵 隆

业 [４] 认为ꎬ煤的主要成分是 Ｃ、Ｈ、Ｏꎬ其之间的关系
有规律ꎬ但若按照煤种或煤岩类型进行研究时ꎬ却有
较大差别ꎬ如气煤和肥煤的 Ｃ、Ｈ、Ｏ 比例或发热量与
７２

方向和程度不同ꎮ 董鹏伟等 [１０] 研究了过热水蒸气、
Ｎ ２ 、ＣＯ ２ 、Ｎ ２ ＋Ｏ ２ 、模拟烟气及过热水蒸气和模拟烟气
混合气氛中热预处理胜利褐煤ꎬ经热预处理ꎬ煤中部
分羟基脱除ꎬ煤热解产物中的水分减少ꎬ且水分减少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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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与羟基脱除程度相关ꎮ 与原煤热解产物相比ꎬ
热预处理后煤的热解气产率增加ꎬ但在过热水蒸气
下ꎬ产率减少ꎮ 秦中宇等

[１１]

对 Ｎ ２ 气氛、不同升温速

原位负载催化热解ꎮ
３) 水热预处理

根据于文浩等 [９] ꎬ通过水热预处理可使煤中含

率下的煤样热预处理进行研究ꎬ发现热预处理对焦

氧官能团分解ꎬ破坏煤中弱键结构ꎬ减少氢键含量ꎮ

油产率具有促进作用ꎬ且会影响焦油组分ꎬ预处理温

同时通过水热预处理使煤样与水发生相互作用ꎬ煤

度对焦油的调控作用较明显ꎻＮ ２ 气氛下进行热预处

中氢自由基含量增加ꎬ并与热解过程中产生的自由

理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煤中的含氧官能团ꎬ抑制煤

基碎片相作用ꎬ抑制了中间产物( 分子、离子、自由

分子间的交联反应ꎬ从而增加焦油产量ꎬ降低半焦产

基等) 的交联反应ꎬ增加了热解焦油收率ꎮ 刘鹏 [１７]

率ꎬ但由于不同种类煤的组分结构不同ꎬ热预处理的

通过试验对低阶煤进行水热处理ꎬ发现水热处理有

结果可能会因其而异ꎮ

利于直接从热解源头提高热解焦油产率和产物品

２) 溶剂溶胀预处理

质ꎮ 在水热处理过程中ꎬ褐煤结构中不稳定的含氧

调控一次脱挥发分对影响原位热解反应产物产

官能团发生受热水解ꎬ此过程中ꎬ水起到反应介质和

率有重要意义ꎬ由氢键引起的交联反应必须是原位

反应载体的作用ꎬ破坏了煤中的缔合结构ꎬ使热解产

热解中必须解决的问题ꎮ 溶胀机理如图 １ 所示ꎮ

物达到一定程度的提质ꎮ 水热处理后ꎬ褐煤热解产
生的含氧气体比例减少ꎬ含氢气体比例增加ꎬ热解焦
油中酚类物质减少ꎬ单环芳烃类物质和脂肪烃类物
质略有增加ꎮ Ｚｈａｎｇ 等 [１８] 通过研究水热处理对煤
提质和热解焦油的影响发现ꎬ水热预处理促进了来
自褐煤的氧官能团的去除ꎬ增加了热解焦油的产率ꎬ
可能是因为水预热处理产生并组合了更多的自由基

Ｆｉｇ.１

刘劲松等

[１２]

图１

碎片ꎬ在热解过程中用氢气形成中间分子ꎬ因此ꎬ水

溶胀机理

Ｓｗｅｌ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ｄｉａｇｒａｍ

热处理是有效提高褐煤热解焦油产率的方法ꎮ

分别对溶胀度与溶剂的供电子数

除了水预热处理ꎬ研究方向也倾向于其他有机

目、碱性、空间大小、煤阶、煤的氧化、煤 / 溶剂比例的

蒸汽处理ꎬ如贺新福等 [１９] 发现ꎬ利用甲醇蒸汽预处

关系以及溶胀对煤热解过程的影响等进行了研究ꎬ

理ꎬ在化学组成上可提高煤的氢碳比ꎬ在物理结构上

发现若采用溶剂进行预处理ꎬ煤交联反应的速度与

可增大煤的孔径ꎬ提高煤热解焦油产率ꎮ

程度均会降低ꎮ 同时ꎬ溶剂在热解时也产生氢自由
基并传递给煤焦油的前驱体ꎬ提高了焦油产率ꎮ 刘

４) 离子液体预处理

煤原位催化热解主要是在煤的孔道表面结构及

瑞民 [１３] 在此基础上ꎬ研究了溶剂预处理对结构及热

其官能团上进行离子负载ꎬ通过使离子与煤分子充

解行为的影响ꎬ得出溶剂供氢性能对自由基结合生

分接触ꎬ直接催化煤一次热解ꎬ降低反应活化能ꎬ提

成轻质产物分子具有正面作用ꎮ 张丽芳等 [１４] 采用
极性溶剂对煤进行预处理ꎬ发现极性溶剂可破坏煤

高分子反应活性ꎬ促进自由基的生成与耦合ꎮ 目前

中的交联氢键ꎬ形成较低自由能的缔合结构ꎬ同时煤
的分子结构会发生重排ꎬ这与郝丽芳等 [１５] 的研究结

已知的负载方式主要有离子交换、浸渍、机械混合三
大类 [２０] ꎮ 对于原位热解的催化ꎬ主要是负载离子种
类和负载离子方式对催化效果产生较大影响ꎮ 为保

果一致ꎬ极性溶剂破坏煤大分子间氢键的作用较强ꎬ

证不受煤中其他矿物质离子的影响ꎬ在进行负载之

故对煤的溶胀程度影响较大ꎮ 煤在非极性溶剂中的

前进行酸洗脱灰处理ꎮ 一般来说负载离子的影响较

煤分子间作用直接影响溶胀行为ꎬ而在极性溶剂中
主要是煤与溶剂作用强弱的反映ꎬ但只有当溶剂 －

大ꎬ但在负载离子种类相同的条件下ꎬ热解过程与结

煤的作用力强于煤分子中可溶与不可溶部分的作用
力时ꎬ溶剂分子才能起到 “ 开锁” 作用ꎮ 王勇

[１６]

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负载离子方式ꎮ 常见的离子
液体处理主要有离子交换法和浸渍法ꎮ

通

离子交换法是将活性离子结合到大分子有机结

过试验研究了溶胀作用与催化之间的关系ꎬ煤的物

构上ꎬ使其连续或离散分布在离子晶格中ꎬ由于其与

理结构在极性溶剂作用下发生改变ꎬ煤大分子骨架

煤的分子结构与官能团接触更紧密ꎬ因而理论上其

的结构变得疏松、交联缔合度降低ꎬ随着溶剂的脱

混合效果是最好的ꎮ 但其缺点在于处理过程复杂ꎬ

除ꎬ溶解的小分子和与溶剂有很强作用力的分子大

可能会与煤中的官能团络合取代形成稳定的化学结

都分布在煤表面ꎬ小分子的流动性提高ꎬ有利于离子

构ꎬ降低煤分子的反应活性ꎬ抑制了大分子分解ꎬ从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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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原位热解的产率与产物ꎮ 离子液体溶剂不仅

解过程中ꎬ当二次反应还未进行时ꎬ煤挥发分产率随

提高了工艺处理过程的安全性ꎬ同时具有良好的溶

温度的升高而增加ꎬ即随产生该组分分解反应的进

胀效果ꎮ 耿胜楚等

[２１]

利用[ ＢＭＩｍ] ＢＦ４ 离子溶剂对

煤进行溶胀处理ꎬ发现离子液体能破坏煤中的一些
弱键ꎬ因而可较好地疏松煤结构ꎮ 赵洪宇等

[２０]

研究

表明ꎬ在 Ｃａ 进行离子交换负载条件下 ＣＯ 的产率
２＋

与原煤相比较低ꎬ可能是因为含氧官能团与离子发
生了络合ꎬ抑制其含氧小分子的析出ꎮ 杜昌帅

[２２]

通

过对脱灰煤进行 Ｎａ 和 Ｃａ 离子交换负载研究了煤
热解催化特性ꎬ发现 Ｎａ 和 Ｃａ 含量的变化对后续煤
焦产物的反应性影响很大ꎮ Ｋｅｎｊｉ 等 [２３] 研究了脱灰
后交换 Ｇａ ２＋ 煤样热解产生的焦油ꎬ发现焦油中芳香
氢、酚羟基、醚含量均明显降低ꎮ

浸渍法是采用离子溶液对煤样进行浸泡ꎬ利用

行而增加ꎬ在这个过程中焦油、热解气是主要产物ꎮ
而随着升温速率增大ꎬ虽然减少了热解时间ꎬ但煤粒
内部会 产 生 滞 后 效 应ꎬ 导 致 内 外 受 热 不 均ꎮ 常 娜
等 [２７] 试验研究表明ꎬ升温速率和热解温度对煤热解
过程和煤热解产物的生成均影响较大ꎬ一定的升温
速率可促进焦油组产物的生成ꎬ不同温度会影响焦
油产物的分布ꎬ对气体、半焦产物也有较大影响ꎮ 王
涛等 [２８] 研究了升温速率对煤粉热解的影响ꎬ 通过
ＴＧ 试验对煤热解过程进行动力学计算ꎬ发现升温速
率增大ꎬ失重速率增大ꎬ气相产物生成量降低ꎮ
２) 压力

一次热解过程中会发生挥发分的释放、气体的

溶液在煤分子之间的转移使离子在煤样中分布均匀

析出等宏观现象以及焦油及大分子裂解反应的微观

且充分结合ꎬ以达到离子负载的目的ꎮ 其优点为操

现象ꎮ 压力主要是作用于一次热解的初级产物ꎬ对

作简单ꎬ活性离子在煤中分布均匀ꎬ主要存在于煤的

二次反应中小分子的结合反应具有一定作用ꎮ 压力

孔隙中ꎬ其混合程度与离子交换相比稍差ꎮ 郭劼蘅

较大使初级产物析出困难ꎬ使之停留在固体中ꎬ有助

等

[２４]

采用浸渍的方式原位担载 Ｆｅ ２ Ｓ ３ ꎬ发现催化剂

的分散度与含氧官能团有关ꎬ且富含含氧官能团之
处分散度高ꎮ 杨晓霞等

[２５]

将煤溶于 Ｃｏ 溶液中ꎬ对
２＋

煤进行 Ｃｏ ２＋ 负载催化热解并改变负载量ꎬ探索对煤
热解过程的影响ꎬ发现 Ｃｏ 的负载量对焦油品质和
２＋

产量有一定影响ꎬ当负载量小于 ９％时ꎬ焦油产量及
其轻质组分均增加ꎮ

５) 溶胀同步负载金属离子处理

不仅要从单方面考虑某一因素对热解的影响ꎬ更要
通过同步处理的方法实现优势交叉ꎬ在多重条件处
理中实现产率效益最大化ꎮ 何超

利用了溶胀同

步负载离子方法ꎬ即利用溶胀溶剂与离子液体的混
合液对脱灰煤进行处理ꎬ并采用蒸发干燥脱除溶剂ꎬ
发现溶胀会使煤孔径变大ꎬ有利于自由基向外扩散ꎬ
减少了与大分子耦合的概率ꎬ当同步负载过渡金属
离子时ꎬ焦油产量提高且不同金属离子与不同溶剂、
不同搭配的作用效果不同ꎬ如 Ｃｕ 和 Ｃｏ 有利于促
２＋

生产设备的局限性ꎬ存在压力上限ꎬ因而对煤的作用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Ｇａｄｉｏｕ 等 [２９] 研究了压力对煤
结构和反应性的影响ꎬ提出压力会影响挥发分的生
成和结合ꎬ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会降低热解速率ꎬ且
会降低挥发分的挥发性物质产量ꎮ 由此可得ꎬ在不
同煤种、不同反应装置、反应环境及不同分析测量方
法的条件下ꎬ压力对煤热解的影响作用不同ꎮ

原位热解作为影响一次热解的关键处理手段ꎬ

[２６]

于初级产物的裂解和小分子的重新缩聚ꎮ 由于工业

２＋

３) 热解气氛

目前常用的热解气氛主要包括惰性气氛、还原

性气氛及氧化性气氛等ꎬ常见的气氛主要有 Ｈ ２ 、Ｎ ２ 、
ＣＯ、ＣＯ ２ 、ＮＯ ｘ 以 及 烷 烃 类 气 氛 和 一 些 有 机 物 气 氛
等ꎮ 热解气氛对焦油产率、半焦性质及其他气体生
成物等 均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响ꎮ 高 超 等 [３０] 研 究 了
Ｎ ２ 、ＣＯ ２ 、Ｈ ２ 、ＣＨ ４ 、ＣＯ 等气氛下的煤热解ꎬ发现 ６００

℃ 左右、Ｎ ２ 气氛下的焦油产率最高ꎬ甚至达到了格
金理论焦油产率的 ８３.３％ꎻ与２ 气氛相比ꎬ其他气氛
下热解时的半焦产率较低ꎬ水分产率明显提高ꎬ焦产

生苯ꎬ碱金属离子有利于促生苯酚ꎬ试验中前者与
ＣＨ ３ ＯＨ ＋ ＴＨＦ 同步负载比与 ＣＨ ３ ＯＨ 同步负载促生

率 下 降ꎬ 轻 质 组 分 含 量 升 高ꎬ 焦 油 品 质 得 到 改

催化剂ꎬ影响一次热解后续反应ꎮ 基于此ꎬ还可对原

质的含量ꎬ且具有消除积碳的作用ꎬ使催化剂更耐

效果更好ꎬ另外产生的半焦会与金属离子形成半焦
位热解进行其他同步处理ꎬ如蒸汽处理同步担载离
子、水热处理同步担载离子等ꎮ

１ ２ ２

工艺条件

１) 温度

７４

由于原位热解主要是影响一次热解ꎬ在一次热

善ꎮ Ｓｏｎｏｙａｍａ 等 [３１] 在 ７７３ ℃ 水蒸气中对煤进行加
催化剂热解ꎬ发现水蒸气气氛能提高焦油中酮类物
用ꎮ Ｗａｎｇ 等 [３２] 发现ꎬ在 ＣＯ ２ 气氛中热解可避免焦
油过度开裂ꎬ促进热解焦油提质ꎮ Ｄｏｎｇ 等 [３３] 在不
同氧浓度下进行煤热解ꎬ发现在一定氧浓度下的低
温热解可减少褐煤大分子产物中的杂环氮成分和不
饱和芳香化合物的成分ꎮ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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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停留时间

行工艺实践ꎬ实现理论原理的最大效益化ꎬ减少放大

停留时间主要是依赖于温度的变化ꎬ升温过程

效应带来的误差ꎮ

４) 实现 原 位 热 解 效 益 最 大 化ꎬ 有 利 于 环 境 保

中ꎬ若停留时间过短或过长都将对热解造成一定的
影响ꎬ可能会导致滞后反应ꎬ使煤粒受热不均ꎬ影响

护ꎬ减少污染ꎮ 煤热解的主要产物来自一次热解的

热解的深度ꎬ影响热解产物ꎬ特别是气体产物ꎮ 陈昭

生成ꎬ努力提高原位热解效率ꎬ实现产物定向一步到

睿等

[３４]

和陈一凡

[３５]

的研究表明ꎬ热解气停留时间

位ꎬ不仅节约能源ꎬ而且减少了其他工艺过程可能带

对气相二次反应的影响较大ꎬ主要体现在焦油组分

来的污染隐患ꎬ使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重提高ꎮ

的改变、热解气组分产率提高和小分子的缩聚上ꎮ

３

本文主要讨论煤原位热解的影响ꎬ即对一次反应进

结

语

行直接处理调控ꎬ停留时间可能会对二次反应有一

煤原位热解是指在煤热解过程中直接影响煤结

定影响ꎬ但可推断ꎬ在原位热解的条件中温度的影响

构性质或直接对煤进行负载催化ꎬ其主要影响因素

作用更为直接明显ꎮ

为煤样预处理和一次热解工艺条件参数ꎮ 实现不同

５) 颗粒大小

预处理方式与工艺条件参数同步影响煤热解ꎬ从多

颗粒大小主要和煤热解过程中的受热状态有

角度探索煤原位热解的影响因素ꎬ使煤热解具有高

关ꎬ直接影响着表面积、颗粒密度、几何形状、孔隙率

效转化、产物高选择性的特点ꎮ 煤原位热解对产物

及孔隙结构等煤的特性ꎮ 煤粒径减小有利于煤粒快

的定向调控以自由基学说理论为基础ꎬ对一次热解

速升温而达到预计温度ꎬ促进热解过程的进行ꎬ煤粒

的直接影响实际上是对一次热解自由基的结合进行

径增大可能会产生滞后反应ꎬ对热解造成不利影响ꎬ

条件干涉ꎬ因此探索有利条件是研究煤原位热解的

阻碍热解气的逸出ꎮ 魏砾宏

[３６]

研究了超细煤粉的

热解ꎬ结果表明ꎬ粒径对氮和硫的析出有较大影响ꎬ
煤粉超细化可减少 ＮＯ ｘ 和 ＳＯ ２ 的排放ꎮ 王玉丽等 [３７]

以白音华褐煤为材料制备了不同粒径的煤粉ꎬ并研
究其对煤热解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煤热解过程中有机

重要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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