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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粉煤热解多联产工艺中热解挥发分除尘的技术难题ꎬ阐述了热解挥发分所含粉焦及煤灰

颗粒的特性、热解工艺对除尘器的要求ꎬ对热解挥发分除尘技术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ꎬ认
为煤热解工艺中挥发分除尘技术应该从热解工艺本身出发ꎬ采用加氢( 催化) 热解方式ꎬ促进热解气
中重质焦油组分裂解ꎬ使热解产物轻质化ꎬ从而降低煤热解挥发分的除尘难度ꎮ 此外ꎬ可以采用多种
除尘设备有机组合的方式并辅以分离前对细小粉尘进行预团聚等手段ꎬ强化除尘效果、提高煤热解工
艺中挥发分的除尘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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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料的热解工艺必将成为今后煤热解的主流工艺ꎮ 然

言

煤热解技术是煤炭分质高效清洁转化利用的重
要途径之一ꎬ通过煤热解可以生产清洁的气、液、固

３ 种不同形态的产品ꎬ继而对煤中不同成分进行分
质利用ꎬ即气、液产品作为化学品使用ꎬ固态煤焦作
为进一步气化的原料 [１] ꎮ 煤炭热解技术包括块煤
热解和粉煤热解技术ꎬ考虑到目前机械采煤粉煤产
量高达煤炭开采总量的 ８０％左右ꎬ因而以粉煤为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２６ꎻ责任编辑:孙淑君

而目前国外开发的粉煤热解工艺ꎬ如 Ｇａｒｒｅｔｔ 工艺、
Ｌ －Ｒ 工艺和国内开发的 ＤＧ 新法干馏工艺虽然都完
成了过程的放大ꎬ但均未大规模的工业化应用ꎮ 其
中ꎬ含尘挥发分的除尘技术是上述粉煤热解工艺普
遍遇到的技术难题 [２－３] ꎮ 究其原因ꎬ粉煤中低温热
解过程中产生的热解气具有成分复杂、重质焦油组
分多、粉尘含量大、粉尘形状不规则、气体温度高等
特点ꎬ造成热解粉焦和热解油气高温在线分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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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ꎬ导致热解系统运行不稳定、焦油中灰分含量
高ꎬ阻碍了粉煤热解技术的工业化进程ꎮ 因此ꎬ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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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要保持在 ３５０ ℃ 以上ꎬ并且除尘器内热解气的
温度变化要尽可能小ꎬ避免热解气中所含重质焦油

工艺中挥发分的除尘技术成为低阶煤中低温热解工

组分在除尘器内冷凝ꎬ与热解气中夹带的粉尘一同

业化过程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ꎮ 本文旨在对热解

黏附于除尘器或连接管道内壁ꎬ从而影响除尘系统

工艺中挥发分除尘的特点及对本领域现有的除尘技

长时间稳定运行ꎮ

４) 除尘器具有较高的过滤精度ꎮ 除尘器除尘

术进行总结ꎬ以期对热解工艺中挥发分高效除尘技
术的开发提供参考ꎮ

效率不高ꎬ则热解气中未除去的细粉尘颗粒会进入

１

后续焦油冷却回收工段ꎬ导致煤焦油中灰分偏高ꎬ焦

热解工艺中除尘技术的特点
热解挥发分除尘是煤热解工艺中非常重要的环

节ꎮ 在中低温热解工艺中ꎬ由于分离对象( 粉焦及
煤灰) 的特殊性以及热解工艺对除尘的特殊要求ꎬ
热解挥发分除尘一直是煤热解多联产工艺开发的技
术瓶颈ꎮ
１ １

油品质差ꎬ无法达到煤焦油深加工的质量指标ꎮ 因
此ꎬ煤热解气固分离工段对除尘器的过滤精度有较
高要求ꎮ

５) 除尘器能耐高温ꎬ具有较好的抗腐蚀性ꎮ 热

解工艺中荒煤气的温度一般维持在 ４００ ℃ 以上ꎬ因
此热解挥发分除尘工艺要求除尘设备能耐高温ꎬ保

粉焦及煤灰颗粒的特性
煤中低温热解工艺中产生的荒煤气是黄褐色、

具有强烈 刺 激 性 臭 味 的 气 汽 混 合 物ꎬ 除 含 有 Ｈ ２ 、
ＣＨ ４ 、ＣＯ、ＣＯ ２ 、Ｈ ２ Ｓ、ＮＨ ３ 、水蒸气和焦油蒸汽等成分
外ꎬ还含有大量的粉尘颗粒

[４]

ꎮ 荒煤气中夹带的粉

尘颗粒主要来自粉煤热解过程中由于受强热后崩碎

证除尘设备在 ４００ ℃ 以上高温工作环境下能连续稳
定运行ꎮ 此外ꎬ热解气中焦油蒸汽、Ｈ ２ Ｓ 和 ＮＨ ３ 等成
分在较高温度下会加速对除尘设备的腐蚀ꎬ因此ꎬ除
尘设备应该具有较好的抗腐蚀性能ꎮ

２

热解挥发分除尘技术的研究现状
目前ꎬ国内外开发了很多以煤热解为核心的多

所产生的细小焦粉及煤灰颗粒ꎬ这些细小的粉尘颗

:①焦粉及煤灰颗粒粒度细、密

联产工艺ꎬ但是热解气除尘一直是多联产热解工艺

度小ꎬ容易漂浮且随气流流动ꎬ运动轨迹不确定ꎻ②

开发的技术难题ꎬ特别是在粉煤热解工艺中ꎬ热解油

颗粒形状不规则ꎬ多为大量针状物、细粉和片状物的

气中粉尘夹带问题更加突出ꎮ 针对粉煤热解多联产

混合体ꎬ其密度与热解油气接近ꎻ③黏结性较强ꎬ容

工艺中热解挥发分高效除尘的技术难题ꎬ很多科研

易与热解气中冷凝出的少量焦油一同黏附在容器壁

单位尝试各种分离、除尘方法ꎬ但在工业上尚未见到

上ꎬ堵塞除尘设备和管道ꎮ

成功案例ꎬ相关研究仅停留在实验室研究及相关工

１ ２

业试验阶段ꎮ 目前应用于热解煤气除尘的技术主要

粒具有如下特点

[５－６]

中低温煤热解工艺对除尘器的要求

１) 干法除尘ꎮ 结合煤热解工艺除尘的要求ꎬ热

包括:旋风除尘技术、静电除尘技术、金属过滤材料

解荒煤气通过除尘设备与粉尘分离时要保证不发生

除尘技术和颗粒床除尘技术等ꎮ

冷凝ꎬ因此ꎬ干法式除尘是煤热解工艺除尘较为合理

２ １

的选择ꎮ

旋风除尘技术
旋风分离器是利用含尘气体旋转时产生的离心

２) 除尘器内热解气停留时间短ꎮ 为得到较高

力将尘粒与气体分离的装置ꎬ是工业中广泛应用的

的焦油产率ꎬ热解气从产生到冷凝停留时间应尽可

除尘设备ꎬ尤其在高温、高压、高含尘浓度以及强腐

能短ꎮ 热解气在除尘器中滞留时间很大程度上影响

蚀性环境等苛刻场合ꎮ 与其他除尘器相比ꎬ旋风除

到热解油气的二次裂解ꎬ所以热解产生的荒煤气必

尘器具有结构简单、无运动部件、造价便宜、除尘效

须迅速通过除尘器ꎬ以防止焦油蒸汽发生二次裂解
而转化为烃类小分子气体ꎬ从而保证有较高的焦油
产率

[６]

ꎮ

３) 除尘器内热解气的温度变化小ꎮ 热解荒煤

率较高、维护管理方便以及适用面宽的特点 [７] ꎮ 然
而旋风除尘器压降一般较高ꎬ而且对于 ５ μｍ 以下
的尘粒捕集效率低ꎬ故一般旋风除尘器只能作为预
除尘设备ꎮ

气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ꎬ容易由气固两相变为气液

综合粉焦及煤灰颗粒的特性以及热解工艺的特

固三相ꎬ除尘过程中热解荒煤气变相后除尘难度将

殊要求ꎬ选用耐高温材料的旋风除尘器是目前煤热

会增加ꎮ 因此ꎬ一般情况下热解煤气穿过除尘器时

解工艺中一级除尘最普遍的选择ꎮ 目前国内开发的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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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热解工艺都选用旋风分离器或改进的旋风分离器

作为一级除尘设备ꎮ 神木富油科技有限公司 ６０ 万
ｔ / ａ 的粉煤快速热解工艺中挥发分一级除尘采用的

是环流式旋风分离器ꎬ工业试验表明ꎬ环流式旋风分
离器除尘效率较低ꎬ远达不到工业要求

[４]

ꎮ 其原因

如下:①热解气中夹带的粉焦及煤灰颗粒粒度细、密

下问题:电极腐蚀、电晕稳定性差、对粉尘的比电阻
和气体成分等性质敏感、一次性投资高和电能消耗
大等ꎮ 在热解煤气除尘工况下ꎬ电极腐蚀和电晕不
稳定等问题会更加突出ꎮ 因此ꎬ静电除尘技术应用
于热解煤气除尘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２ ３

金属过滤材料除尘技术

度小ꎬ在旋风分离器内旋转时产生的离心力较小ꎻ②

金属过滤材料是一类具有明显孔隙特征的金属

粉焦及煤灰颗粒形状不规则、比表面积大ꎬ其密度与

材料ꎬ该类金属材料一方面具有优异的耐温性和机

热解油气接近ꎬ因此粉尘颗粒向气壁运动时容易漂

械性能ꎬ适于连续反向脉冲清洗ꎬ再生性好ꎬ使用寿

浮且随气流流动ꎬ无法彻底到达除尘器壁面而实现

命长ꎻ另一方面还具有很好的加工性能和焊接性能ꎮ

分离ꎻ③热解荒煤气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ꎬ除尘器底

因此ꎬ这些优异性能使得金属过滤材料在高温气体

部灰尘出口温度若发生变化ꎬ则部分焦油会冷凝析
出并湿润灰尘ꎬ使得旋风除尘器排灰不畅ꎬ从而导致
除尘效率较低

[５－６]

ꎮ

除尘应用中表现出很好的适应性和优越性 [１０－１２] ꎮ

目前金属过滤材料除尘技术主要应用于高温烟

气除尘、高温煤气除尘和合成气除尘等领域ꎬ而在中

旋风除尘设备具有结构简单、运行成本低的特

低温热解荒煤气除尘工况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ꎮ 随

点ꎬ因此工业上多采用单级或多级旋风除尘器作为

着高温耐腐蚀金属多孔材料的研究ꎬ目前学者正在

除尘设备ꎬ然而旋风除尘器对于 ５ ~ １０ μｍ 尘粒捕集
效率低ꎬ只有 ６０％ ~ ８０％ꎬ因此在煤热解工艺中旋风

尝试将金属膜过滤系统应用于中低温热解煤气的除
尘工段中ꎮ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梁鹏

分离器只能作为预除尘设备ꎬ将荒煤气含尘浓度降

等 [３ꎬ１３] 为了寻求优化炉前煤低温干馏工艺中的挥发

２ ２

网作为过滤介质ꎬ多次试验表明ꎬ滤网过滤效率大于

低到 ０ ５％以下ꎬ再进行精密除尘ꎮ
静电除尘技术

静电除尘技术是利用高压电场使气体电离ꎬ当
含尘气体流过电场时ꎬ粉尘颗粒受离子撞击而带负
电ꎬ带负电的粉尘颗粒向阳极板移动ꎬ从而被捕获ꎬ
然后通过震打装置敲击极板ꎬ将捕获的尘粒清除ꎮ
静电除尘一般可分为 ４ 个阶段:气体电离、粉尘获得

分除尘方案ꎬ低温煤干馏气除尘采用 ３８ μｍ 金属丝
９９ ９％ꎬ随着滤网表面形成一定厚度的滤饼ꎬ除尘效
率会进一步提高ꎮ 甘肃乔氏油页岩综合利用有限公
司将 Ｆｅ －Ａｌ 金属过滤器应用于岩油气高温气固分离
工段ꎬ并进行了相应除尘测试ꎬ结果表明ꎬＦｅ － Ａｌ 金
属过滤器的应用缩短了工业流程ꎬ较好解决了高温

离子而带电、带电粉尘向电极移动和清除电极上的

油页岩气净化难题ꎮ 此外ꎬ成都易态科技有限公司

粉尘ꎮ 静电除尘技术是一种高效的除尘技术ꎬ具有

就煤热解工艺中热解粉焦和热解油气在线分离技术

除尘效率高、压降低、无睹塞等优点ꎬ广泛应用于燃

进行了积极探索ꎬ开发出应用于热解荒煤气高温除
尘领域的 Ｆｅ －Ａｌ 金属间化合物膜过滤滤芯及成套过

煤电厂高温烟气除尘等领域

[８]

ꎮ

目前将静电除尘器应用于热解挥发分除尘的案

例较少ꎬ大多处于试验探索阶段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浙江
大学和淮南矿业集团合作ꎬ在淮南市新庄孜电厂合

作建立了一套 １２ ＭＷ 循环流化床热电气焦油多联
产工业示范装置

[９]

ꎮ 该项目在高温热解油气分离

滤系统ꎬ目前正与国内某大型煤化工企业进行技术
合作ꎬ开发的装置及技术过滤精度高、稳定性良好且
能够实现高温在线反吹ꎬ其在煤热解工艺中的除尘
性能正在测试ꎮ
目前金属过滤材料除尘技术在中低温煤热解气

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ꎬ该系统中热解煤气除尘工段

除尘工况的研究相对较少ꎬ正处于探索阶段ꎮ 但由

采用了两级旋风除尘和静电除尘相结合的方式ꎮ 其

于金属过滤材料优异的耐温性和机械性能ꎬ并且适

中静电除尘器由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

于连续的反向脉冲清洗、再生性好、使用寿命长ꎬ金

造提供ꎮ １２ ＭＷ 循环流化床热电气焦油多联产工
业示范装置试运行期间ꎬ装置运行状况良好ꎬ其中静
电除尘器工作温度在 ４００ ~ ５００ ℃ ꎬ连续运行 ２６４ ｈ
以上ꎬ除尘效率达到 ８５％左右ꎮ

目前静电除尘器应用于高温煤气除尘尚存在以

属过滤材料除尘技术在中低温煤热解气除尘方面有
较大的应用潜力ꎮ
２ ４

颗粒床除尘技术
颗粒床除尘技术是利用物理和化学性质稳定的

固体颗粒( 煤颗粒、石英砂、石灰石、压制成型的氧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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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硅、氧化铝球等) 组成过滤层ꎬ通过直接拦截、惯

中重质焦油组分的裂解ꎬ使热解生成的气态产物轻

性碰撞、扩散沉积、重力沉积、静电吸引的过滤原理

质化ꎬ从而有利于热解油气中粉尘的高效分离ꎮ

实现对含尘气体的过滤技术

[１４－１５]

ꎮ 颗粒层除尘技

２) 使颗粒进入旋风分离器之前发生团聚ꎮ 针

术先后经过了由固定床层到移动床层的发展ꎬ移动

对中低温粉煤热解气中粉尘粒度细、密度小等特点ꎬ

颗粒层过滤除尘系统兼顾了除尘效率与过滤压力

可以通过细微尘粒的预团聚技术ꎬ促进热解油气中

降ꎬ易于大型化ꎬ并实现了过滤和清灰一体化ꎬ适于

细小粉尘进一步成核和凝聚ꎬ提高旋风分离器除尘

高温气体除尘ꎮ

效率ꎬ从而强化除尘效果ꎮ 目前ꎬ利用团聚效应来分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梁鹏等

[１３]

为

了验证颗粒床除尘技术在循环流化床燃烧 / 煤热解

离超细颗粒已经成为超细粉除尘技术的发展趋势ꎮ

３) 多种除尘设备有机组合ꎮ 除尘技术处于不

多联产系统中的可行性ꎬ将颗粒床除尘器应用于移

断研究和发展中ꎬ不同除尘技术的机理和效果各有

动床热解系统中ꎬ试验表明ꎬ通过改变滤料性质、料

特点ꎮ 因此ꎬ将多种除尘设备有机组合有利于发挥

层高度、表观过滤气速等参数ꎬ可以将热解焦油含尘

各自优势ꎬ提高除尘效率ꎮ 随着气体除尘技术的不

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ꎮ 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断发展与完善ꎬ多种形式和功能的组合除尘技术将

就高温气固在线分离问题进行了相关中试试验ꎮ 中

成为研究的热点ꎮ

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联合陕西府谷县恒源煤焦

４

电化有限公司在府谷地区合作开发了一套产能 ７５
ｔ / ｈ 的煤热解 －燃烧多联产系统ꎬ该系统中高温气焦
分离采用移动颗粒床过滤器ꎬ介质采用热解系统自

产的块状半焦ꎬ颗粒床运行温度 ５００ ℃ 以上ꎬ以防止
煤气中重质组分凝结ꎮ 中试运行结果表明ꎬ该多联
产系统得到的焦油中粉尘质量分数小于 ５％ꎬ满足
工业要求ꎮ 初茉等

[１６]

结

语

鉴于煤热解过程中产生的热解气具有成分复
杂、重质焦油组分多、粉尘含量大、粉尘形状不规则、
气体温度高等特点ꎬ以及热解工艺为保证煤焦油质
量而对除尘器净化效率提出的要求ꎬ决定了需要根
据具体热解工艺、有针对性地选择除尘方式与除尘

采用颗粒床过滤器对热解粉

器ꎮ 为此ꎬ从热解工艺本身出发ꎬ采用加氢( 催化)

焦和热解油气进行分离ꎬ除尘器采用移动床ꎬ过滤介

热解方式ꎬ使热解反应产物轻质化ꎬ是解决除尘过程

质采用筛分后的高温半焦ꎬ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出现

中部分重质焦油冷凝导致除尘系统无法长时间稳定

一些问题ꎬ如除尘过程中颗粒床温度、压力不易控

运行的重要方式之一ꎮ 此外ꎬ可以采用多种除尘设

制、焦油组分易冷凝析出容易死床等ꎮ 此外ꎬ哈尔滨

备有机组合的方式并辅以分离前对细小粉尘进行预

瑞格能源环境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冀州中科能

团聚等手段ꎬ这也是今后热解挥发分除尘的重要研

源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在

究方向ꎮ

低温热解煤气除尘方面也做过相关试验研究ꎬ热解
挥发分除尘均采用颗粒床过滤器ꎬ具体除尘效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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