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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

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该工艺包括：一、将固

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制成粉末或料浆；二、将含碳

氢原料和气化剂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

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送入反应器中

混合反应生成粗煤气；三、将粗煤气冷却后洗涤

除去粗煤气中的夹杂得粗煤气；四、将冷却和洗

涤产生的黑水依次进行浓缩、过滤和热量回收得

灰水。本发明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

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进料，实现了多种形态、

种类含碳氢原料的进料，从而将多种含碳氢原料

同时充分气化转化成粗煤气，提高粗煤气产品的

品质，扩大了气化工艺对原料的适应范围，提高

了气化效率，降低了设备和运行成本，保证了气

化工艺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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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采用干法研磨法将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制成粉

末，或采用湿法研磨法将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制成料浆；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

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送入反应器中混合，然后反应生成含有夹杂的粗煤气；所述含碳氢原

料为气态含碳氢原料、液态含碳氢原料、步骤一中得到的粉末或料浆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

所述高温粗煤气的主要成分为CO和H2；所述夹杂为含碳氢原料中未反应完全的有机物和含

碳氢原料中含有的无机物质的混合物；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含有夹杂的粗煤气用水冷却，然后通过水洗涤除

去粗煤气中的夹杂，得到粗煤气；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由步骤三中所述冷却过程产生的含灰冷却水和水洗涤过程中产

生的含灰洗涤水组成的黑水依次进行浓缩、过滤和热量回收，得到灰水，其中部分灰水作为

废水外排，其余灰水经热量回收后用于步骤三中的水洗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气化剂为高纯氧气，所述高纯氧气的体积纯度为90％～99.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具有多流道结构，所述多流道结构中流道的数

量为3+2n，其中n为不小于1的正整数，所述多流道结构中的中心流道为气化剂流道，且从中

心流道向外依次按照含碳氢原料流道、气化剂流道的顺序依次交替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采用碳氢原料加压设备将含碳氢原料通过相互独立的含碳氢原料管道送入置于气

化反应器顶端居中位置的一个多流道喷嘴中；所述碳氢原料加压设备为双作用碳氢原料加

压泵和单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或者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为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所述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通

过调节两侧隔膜腔将含碳氢原料输送至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所述两个不同的含碳

氢原料流道中含碳氢原料的流量比值为1～2，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泵同时输送或停止输送

含碳氢原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流量比例范围为0.001～0.003，当含碳氢原

料和气化剂的流量比例偏离该范围时进行保护切断，停止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送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步骤二所述含碳氢原料中含有气态含碳氢原料时，所述气态含碳氢原料可通过气

化剂流道送入反应器中。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征在于，所述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喷嘴送入反应器的过程中，未被使用

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中填充有惰性气体，且惰性气体向反应器方向流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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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步骤四中所述热量回收的具体过程为：将过滤后的黑水进行减压闪蒸，黑水中的水

气化形成闪蒸汽后将闪蒸汽以直接接触式换热的方式与步骤三中所述水洗涤的用水进行

换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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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含碳氢原料气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

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气流床气化技术是目前较为先进的洁净煤技术之一，该技术多以煤为原料合成气

化产品，然后进一步生产合成氨、甲醇、天然气、燃料油等基础化学品，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近年来，随着市场对气化产品的需求量增大，能源加工企业急需大处理量的气流床设

备，以提高气化产品的生产效率。目前在企业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气流床设备为单喷嘴顶置

式气流床，其最大处理量为2000t/天，处理量有限，极大限制了洁净煤产品的开发。

[0003] 另外，气化原料的多样性也是气流床气化技术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由于气化原

料自身性质的差异性，在多种气化原料共混特别是物料状态不一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多种原

料的同时气化转化利用；并且当气化原料中含有可燃性气体时，可燃性气体与氧气等气化

剂混合时容易产生危险。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适合于多种不同气化原料在一个反应器内

同时气化的工艺，在提高产品性质的同时实现了降低设备和运行成本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采用上置

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该工艺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

道和气化剂流道进料，实现了一种或多种同一形态、不同种类含碳氢原料的进料，以及一种

或多种不同状态含碳氢原料的进料，从而将多种含碳氢原料同时充分气化转化成粗煤气，

提高粗煤气产品的品质，扩大了气化工艺对原料的适应范围，同时提高了气化效率，降低了

设备和运行成本，避免了气态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混合时产生危险，保证了气化工艺的安

全性。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

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采用干法研磨法将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制

成粉末，或采用湿法研磨法将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制成料浆；

[0007]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

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送入反应器中混合，然后反应生成含有夹杂的粗煤气；所述含碳

氢原料为气态含碳氢原料、液态含碳氢原料、步骤一中得到的粉末或料浆中的一种或两种

以上；所述高温粗煤气的主要成分为CO和H2；所述夹杂为含碳氢原料中未反应完全的有机

物和含碳氢原料中含有的无机物质的混合物；

[0008]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含有夹杂的粗煤气用水冷却，然后通过水洗

涤除去粗煤气中的夹杂，得到粗煤气；

[0009]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由步骤三中所述冷却过程产生的含灰冷却水和水洗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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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生的含灰洗涤水组成的黑水依次进行浓缩、过滤和热量回收，得到灰水，其中部分灰水

作为废水外排，其余灰水经热量回收后用于步骤三中的水洗涤。

[0010] 本发明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主要分为原料前处理工段、原料气化及产品净化工

段和黑水处理工段。本发明的含碳氢原料为气态含碳氢原料(如天然气等)、液态含碳氢原

料(如渣油、高浓有机液等)和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如煤、石油焦、活性炭、焦炭、焦炭粉等)

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由于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不易进料，使用前需进行前处理，采用干法

研磨法或湿法研磨法将其制成粉末或料浆，其中湿法研磨法过程中向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

中加入水或/和含碳氢物质水溶液，优选添加含碳氢物质的废水作为制浆水，制备得到质量

百分数为55％～70％的料浆，然后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

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送入反应器中混合，该多流道喷嘴置于气化反应器顶端居中

位置，在气化反应器中各物料间生成以为CO和H2为主的含有夹杂的粗煤气，再经冷却和水

洗涤除渣，得到洁净的粗煤气，同时将冷却水和洗水进行回收利用。

[0011] 本发明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进料，由于上置

式多流道单喷嘴采用多流道设计，增加了含碳氢原料送入反应器中的流道数量，实现了一

种或多种同一形态、不同种类含碳氢原料(如煤炭、石油焦、粉焦、有机固废物等)的进料，以

及一种或多种不同状态含碳氢原料(如煤炭、天然气、重质油等)的进料，从而实现了多种含

碳氢原料的同时充分气化进而转化成粗煤气，提高粗煤气产品的H/C原子比，扩大了气化工

艺对原料的适应范围，同时提高了气化效率，降低了设备和运行成本；另外，本发明的气化

工艺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分开进料，避免了含碳氢原料中可燃性气体与气化剂混合时产

生危险，保证了气化工艺的安全性。

[0012]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二中所述气化剂为高纯氧气，所述高纯氧气的体积纯度为90％～99.8％。上述高纯氧气为

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常用的氧化剂，能够适应大多数含碳氢原料的气化，使用范围广，且使

用和流量调节均较为方便。

[0013]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二中所述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具有多流道结构，所述多流道结构中流道的数量为3+2n，其

中n为不小于1的正整数，所述多流道结构中的中心流道为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

依次按照含碳氢原料流道、气化剂流道的顺序依次交替设置。本发明的上置式多流道单喷

嘴中设置有多个流道，所述流道分为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中心流道为气化剂流

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依次按照含碳氢原料流道、气化剂流道的顺序依次交替设置，因此从

各含碳氢原料流道独立送入的含碳氢原料和从各气化剂流道独立送入的气化剂在位于反

应器顶部的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头部出口处进行混合并进入反应器，从而增加了进入反

应器中的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接触面积，有利于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充分气化反应，进

一步提高了气化效率，同时提高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进料能力。

[0014]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采用

碳氢原料加压设备将含碳氢原料通过相互独立的含碳氢原料管道送入置于气化反应器顶

端居中位置的一个多流道喷嘴中；所述碳氢原料加压设备为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和单作

用碳氢原料加压泵，或者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采用碳氢原料加压泵将含碳氢原料加压

后通过独立的各含碳氢原料流道送入喷嘴并流至喷嘴的出口处，与通过独立的各气化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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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进入喷嘴并流至喷嘴的出口处的气化剂进行物理强混并以喷射的方式实现含碳氢原料

与气化剂的充分混合与雾化，进一步增大了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接触面积，有利于含碳

氢原料与气化剂的充分气化，提高了气化效率。

[0015]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为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所述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通过调节两侧隔

膜腔将含碳氢原料输送至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所述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中

含碳氢原料的流量比值为1～2，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泵同时输送或停止输送含碳氢原料。

相对于单作用加压泵，采用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不仅节约了电能消耗，同时保证了加压泵

故障状态时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中的物料能够保持同步停止，避免了因气化剂短时

间流量超标而造成安全事故。优选的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中含碳氢原料的流量比值

为1～2且可调，较好地维持了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对物料的雾化效果且便于喷嘴加工，同

时通过调节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中含碳氢原料的流量比值，提高了包括上置式多流

道单喷嘴在内的气化装置对于含碳氢原料供应不平衡性的使用能力，保证了气化装置在含

碳氢原料供应波动变化时也能正常运行。而双作用碳氢原料泵同时输送或停止输送含碳氢

原料的功能，避免了使用连锁装置等复杂设施，且不会出现信号相对延迟等问题，使得气化

装置运行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0016]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二中所述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流量比例范围为0.001～0.003，当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

流量比例偏离该范围时进行保护切断，停止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送入。优选的含碳氢原

料和气化剂的流量比例范围保证了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之间的反应能够维持在较理想的

状态下，从而将原料的质量转化率提高至96％以上；当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流量比例偏

离该范围时进行保护切断，停止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送入，避免因任一物料超量进入气

化反应器引起安全事故。

[0017]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二所述含碳氢原料中含有气态含碳氢原料时，所述气态含碳氢原料可通过气化剂流道送入

反应器中。由于气态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状态相同，因此当气态含碳氢原料的通入量较

大时，可将气态含碳氢原料通过气化剂通道送入反应器中，提高了气态含碳氢原料的进料

速率，促进了气态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充分接触，有利于气态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充

分气化反应。

[0018]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喷嘴送入反应器的过程中，未被使用的含碳氢原料

流道和气化剂流道中填充有惰性气体，且惰性气体向反应器方向流动。在含碳氢原料和气

化剂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喷嘴送入反应器的过程中，当某一或某几个含碳氢原料通道中的含

碳氢原料出现供给不足或者生产负荷需要下调时，可停止向相应的含碳氢原料流道通入含

碳氢原料，为了保护多流道喷嘴，在接入每个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的进料管线上均

配置有高压惰性气体接入装置，向停止通入含碳氢原料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内输送惰性气体

以维持该流道内的正压，从而阻止喷嘴头部或反应器中的含碳氢原料或粗煤气返流造成喷

嘴的损坏。

[0019] 上述的一种采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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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所述热量回收的具体过程为：将过滤后的黑水进行减压闪蒸，黑水中的水气化形成闪

蒸汽后将闪蒸汽以直接接触式换热的方式与步骤三中所述水洗涤的用水进行换热。该热量

回收方式避免了现有技术中气化工艺采用间接换热导致的换热器易堵塞、易泄露的问题，

高效节能且提高了热量的回收率。

[0020]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21] 1、本发明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进料，由于上

置式多流道单喷嘴采用多流道设计，增加了含碳氢原料送入反应器中的流道数量，实现了

一种或多种同一形态、不同种类含碳氢原料(如煤炭、石油焦、粉焦、有机固废物等)的进料，

以及一种或多种不同状态含碳氢原料(如煤炭、天然气、重质油等)的进料，从而实现了多种

含碳氢原料的同时充分气化转化成粗煤气，提高粗煤气产品的品质，扩大了气化工艺对原

料的适应范围，同时提高了气化效率，降低了设备和运行成本；另外，本发明的气化工艺将

气态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分开进料，避免了气态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混合时产生危险，保

证了气化工艺的安全性。

[0022] 2、本发明分别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

道和气化剂流道进料，利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多流道设计，提高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

剂的进料能力，解决了传统工艺在进料量增大后因设备磨损、原料分散性变差而无法正常

生产的难题；另外，由于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中的中心流道为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

外依次按照含碳氢原料流道、气化剂流道的顺序依次交替设置，增加了进入反应器中的含

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接触面积，从而有利于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充分气化反应，进一步提

高了气化效率；另外，中心流道为气化剂流道的设计也可以使操作者通过简单的调节该中

心流道气化剂流量的方式控制含碳氢原料被物化后的形状及雾化中心离喷嘴头部的距离，

方便生产。

[0023] 3、本发明分别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

道和气化剂流道进料，由于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之间均相互独立，可根据实际需

要通过增加或减少进料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的数量来调整进料负荷，操作方

便，进料负荷的调节范围较广且调节准确及时，有利于气化反应的顺利进行。

[0024] 4、本发明通过在含碳氢原料送料管线和气化剂送气管线上设置流量检测控制器

与流量调节阀，并与总体运算器相连，将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的含

碳氢原料总流量以体积热值进行总和换算后，与通入气化剂流道的气化剂的流量按照一定

体积比例进行调节控制，并同时可进行保护切断，从而保证了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气化

反应的正常进行，避免了含碳氢原料或气化剂的浪费，进一步提高了气化反应的效率和安

全性，过程简单，控制要求较低，操作方便。

[0025] 5、本发明通过在含碳氢原料送料管线和气化剂送气管线上设置流量检测控制器

与流量调节阀，并与总体运算器相连，将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的含

碳氢原料总流量以体积热值进行总和换算后，与通入气化剂流道的气化剂的流量按照一定

体积比例进行调节控制，可根据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中一个或多个流道内含碳氢原料或气

化剂的流量变化自动调整其它流道内含碳氢原料或气化剂的流量，及时方便，避免了流量

调节的滞后性，进一步保证了气化反应的顺利进行，降低了进料波动造成的安全性风险。

[0026] 6、本发明采用直接接触式换热使黑水形成的闪蒸汽与水洗涤的用水进行换热，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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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现有技术中气化工艺采用间接换热导致的换热器易堵塞、易泄露的问题，高效节能且

提高了热量的回收率。

[0027]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9] 图2是本发明采用的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3是本发明采用的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设备的结构示意图。附图标记说明:

[0031] 1—湿式研磨设备；                  2—原料浆体贮槽；

[0032] 4—干粉原料贮槽；                  5—气化反应器；

[0033] 5—气化反应器；                    6—煤气冷却器；

[0034] 7—粗渣排出系统；                  8—粗煤气洗涤净化器；

[0035] 9—灰水浓缩器；                    10—浓液过滤器；

[0036] 11—灰水加热器；                   12—冷凝器；

[0037] 13—灰水收集器；                   14—第一气化剂流道；

[0038] 15—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           16—第二气化剂流道；

[0039] 17—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           18—第三气化剂流道；

[0040] 19—第三含碳氢原料流道；           20—第四气化剂流道；

[0041] 21—水夹套腔；                     22—进水口；

[0042] 23—出水口；                       24—第一气化剂接口；

[0043] 25—第一含碳氢原料接口；           26—第二气化剂接口；

[0044] 27—第二含碳氢原料接口；           28—第三气化剂接口；

[0045] 29—第三含碳氢原料接口；           30—第四气化剂接口；

[0046] 31—主动轮；                       32—比例调节轮；

[0047] 33—第一活塞杆；                   34—第一活塞；

[0048] 35—第一活塞腔体；                 36—第一壳体；

[0049] 37—第一进口止回阀；               38—第一隔膜；

[0050] 39—第一隔膜腔；                   40—第二隔膜；

[0051] 41—第一流体加压腔；               42—第一出口止回阀；

[0052] 43—第二活塞杆；                   44—第二活塞；

[0053] 45—第二活塞腔体；                 46—第二壳体；

[0054] 47—第二进口止回阀；               48—第三隔膜；

[0055] 49—第二隔膜腔；                   50—第四隔膜；

[0056] 51—第二流体加压腔；               52—第二出口止回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含碳氢原料气化工艺主要分为原料前处理工段Ⅰ、原料气化

及产品净化工段Ⅱ和黑水处理工段Ⅲ，本发明的含碳氢原料为气态含碳氢原料(如天然气

等)、液态含碳氢原料(如渣油、高浓有机液等)和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如煤、石油焦、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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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焦炭、焦炭粉等)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在原料前处理工段Ⅰ中，由于固态块状含碳氢原

料不易进料，使用前需进行前处理：将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与水或/和含碳氢物质水溶液按

比例送入湿式研磨设备1中，制成质量百分数为55％～70％的含碳氢原料料浆并贮存于原

料浆体贮槽2中；或者将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与惰性高温干燥气一起进入干式研磨设备3中

得到含碳氢原料粉末并贮存于干粉原料贮槽4中，用于后续气化使用。

[0058] 在原料气化及产品净化工段Ⅱ中，将原料前处理工段Ⅰ中得到的含碳氢原料料浆

或含碳氢原料粉末以及气态含碳氢原料、液态含碳氢原料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通过含碳氢

原料加压设备P1加压后，通过一个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送入气化反应器

5中，同时将气化剂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气化剂流道送入气化反应器5中，通过物理

强混喷射的方式实现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的充分混合与雾化，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安置于

气化反应器正上方居中处。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进入气化反应器5后在高温条件下发生反

应生成以CO+H2为主的粗煤气。当某一含碳氢原料流道内的含碳氢原料出现供给不足或者

需要下调生产负荷时，可停止向该含碳氢原料流道内通入含碳氢原料，并通过设置在含碳

氢原料流道的送料管线上的高压氮气接入装置向该含碳氢原料流道输送氮气以维持该含

含碳氢原料流道内的正压，避免气化反应器5中生成的高温粗煤气返流造成的喷嘴损坏。另

外，当采用的含碳氢原料为天然气、焦炉煤气等气态含碳氢原料时，可关闭气化剂流道的送

气管线与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气化剂上的阀门X2，打开该气化剂流道的送气管线与气态含

碳氢原料送料管线上连接的阀门X1，将气态含碳氢原料通过该气化剂流道送入气化反应器

5中进行气化，从而提高了进料速率，进而提高了气化效率。

[0059] 含碳氢原料加压设备P1的作用是将含碳氢原料加压后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

的含碳氢原料流道送入气化反应器5中，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多流道结构中流道的数量

为3+2n，其中n为不小于1的正整数，则含碳氢原料加压设备P1的台数为n台，其中n优选为1

或2。当n＝1时，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多流道结构中流道的数量为5个，含碳氢原料流道的

数量为2个，设置1台双作用含碳氢原料加压泵作为含碳氢原料加压设备，该双作用含碳氢

原料加压泵的两个物料出口将含碳氢原料通过送料管线分别输送至2个含碳氢原料流道

中；当n＝2时，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多流道结构中流道的数量为7个，含碳氢原料流道的

数量为3个，设置1台双作用含碳氢原料加压泵和1台单作用含碳氢原料加压泵作为含碳氢

原料加压设备，双作用含碳氢原料加压泵的两个物料出口和单作用含碳氢原料加压泵的1

个物料出口将含碳氢原料通过送料管线分别输送至3个含碳氢原料流道中。

[0060] 含碳氢原料的送料管线和气化剂的送气管线上均安装有对应的流量检测控制器

(分别标记为F1～F3+2m，m＝1或2)和流量调节阀(分别标记为V1～V3+2m，m＝1或2)，且流量

检测控制器与流量调节阀一一对应，流量监测控制器的数量、流量调节阀的数量与上置式

多流道单喷嘴中流道数量一致，通过各流量检测控制器与对应各流量调节阀之间的回路控

制调节各送料管线中含碳氢原料的流量和各送气管线内气化剂的流量。图1中以m＝1为例，

两条固态含碳氢原料的送料管线上分别安装有流量监测控制器F1及对应的流量调节阀V1、

流量监测控制器F2及对应的流量调节阀V2，液态含碳氢原料的送料管线上安装有流量监测

控制器F3及对应的流量调节阀V3，气态含碳氢原料的送料管线上安装有流量监测控制器F4

及对应的流量调节阀V4，气化剂的送气管线上安装有流量监测控制器F5及对应的流量调节

阀V5，流量检测控制器F1～F5均与总体运算器Y1相连。当各含碳氢原料送料管线上的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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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测控制器F1～F4将检测得到的含碳氢原料实时流量数据以电信号形式传输给总体运

算器Y1，总体运算器Y1通过送料管线中的实时流量数据将各含碳氢原料流道内的热量以体

积热值进行总和换算，然后按照预先设置好的体积热值与气化剂流量比值的对应关系，与

各气化剂的送气管线上的各流量检测控制器F5检测并传送至总体运算器Y1的气化剂实时

流量数据进行对比和反馈调节，使气化剂流量调节至合适数值，从而将送入气化反应器5中

的含碳氢原料的流量与气化剂的流量控制在一定的比例范围内。当送入气化反应器5中的

含碳氢原料的流量与气化剂的流量偏离该比例范围时，自动触发保护装置进行保护切断，

停止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的送入，从而停止整个气化工艺。

[0061] 含碳氢原料与气化剂在气化反应器5进行气化反应，生成的以CO+H2为主的粗煤气

携带熔融态的无机质灰份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的导气管中并与其内部的水充分接触进行冷

却，得到粗煤气和无机质灰份，其中，无机质灰份在重力的作用下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

底部的冷却水中，冷却水下部沉积的灰渣通过排灰工艺经粗渣排出系统7排出，中上部冷却

水因含有细小灰分的黑水(180℃～300℃)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进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

行进一步处理；粗煤气因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而与水分离，折返上升至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

部从出口排出，然后进入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进行进一步洗涤，在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携

带有细小灰份的粗煤气与来自废水水处理系统(Ⅲ)的返回灰水相接触，通过侵入式水浴洗

涤与上升接触式塔板洗涤相结合的方式，除去粗煤气中携带的细小灰份，得到洁净达标的

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150℃～280℃)，粗煤气从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的顶部排出

并作为本气化工艺的最终产品送入下游工段进行利用，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150℃～280

℃)在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的底部汇集后，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

水使用，另一部分送至后续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0062] 在废水处理工段Ⅲ中，粗煤气冷却器6中含有细小灰分的黑水(180℃～300℃)和

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的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150℃～280℃)进入灰水浓缩器9中进行减

压闪蒸，水分气化形成闪蒸汽(130℃～220℃)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

加热器11中，其余未气化的液体及细灰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滤器10进行

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细灰(含水量为40wt％～60wt％，温度为50℃～80℃)累积成细渣从

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灰水(含灰量在5wt％以下)进入灰水收集器13中，除少部分的灰

水送至气化工艺段外形成外排水以降低盐分在水体中的积累，大部分的灰水(80℃～110

℃)送至灰水加热器11中。

[0063] 灰水浓缩器9中水分气化形成的闪蒸汽(130℃～220℃)进入灰水加热器11中后，

与由灰水收集器13输送至灰水加热器11中的灰水(80℃～110℃)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

量交换，灰水被加热至90℃～160℃后由灰水加热器11的底部排出，返回至原料气化及产品

净化工段Ⅱ中的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对携带有细小灰份的粗煤气

进行洗涤；灰水加热器11中剩余的未冷凝的闪蒸汽(100℃～160℃)经设置在灰水加热器11

内部上端的洗涤净化装置作用后，从灰水加热器11的顶部导出并送至冷凝器12，冷凝成液

态后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由于在灰水加热器11中闪蒸汽(130℃～220℃)以直接接

触式换热的方式与灰水(80℃～110℃)换热，再返回至原料气化及产品净化工段Ⅱ中，并且

灰水加热器11中设置洗涤净化装置，相对于现有的间接式灰水换热的方法，避免了蒸汽中

因携带细灰而造成的间接式灰水换热器堵塞以及由此导致的换热效率低下等问题，设备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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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率低，安全高效。

[0064] 如图2所示，本发明实施例4和实施例6的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均具有7流道结构，

所述7流道结构中流道的数量为7个，所述7流道结构中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14，且

从第一气化剂流道14向外依次为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15、第二气化剂流道16、第二含碳氢

原料流道17、第三气化剂流道18、第三含碳氢原料流道19和第四气化剂流道20，所述第一含

碳氢原料流道15、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17、第三含碳氢原料流道19的入口处分别对应设置

有第一含碳氢原料接口25、第二含碳氢原料接口27和第三含碳氢原料接口29，所述第二气

化剂流道16、第三气化剂流道18和第四气化剂流道20的入口处分别对应设置有第一气化剂

接口24、第二气化剂接口26、第三气化剂接口28和第四气化剂接口30，所述第四气化剂流道

20的外侧设置水夹套腔21以及配套的进水口22和出水口23。含碳氢原料通过含碳氢原料加

压设备加压后进入各自独立的进料管线分别经第一含碳氢原料接口25、第二含碳氢原料接

口27和第三含碳氢原料接口29进入对应的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15、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17

和第三含含碳氢原料流道19，气化剂进入各自的进气管道分别经第一气化剂接口24、第二

气化剂接口26、第三气化剂接口28和第四气化剂接口30进入对应的第一气化剂流道14、第

二气化剂流道16、第三气化剂流道18、和第四气化剂流道20。

[0065] 如图3所示，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6中的双作用含碳氢原料加压泵为往复式双

作用隔膜泵，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包括主动轮31以及与主动轮31配合连接的比例调节轮32

组成，所述比例调节轮32通过第一活塞杆33与第一缸体的第一活塞34连接，第一活塞34、第

一壳体36和第一隔膜38组成了第一活塞腔体35，第一隔膜38与第二隔膜40组成了第一隔膜

腔39，第二隔膜40与第一进口止回阀37、第一出口止回阀42组成了第一流体加压腔41；所述

比例调节轮32通过第二活塞杆43与第二缸体的第二活塞44连接，第二活塞44、第二壳体46

和第三隔膜48组成了第二活塞腔体45，第三隔膜48与第四隔膜50组成了第二隔膜腔49，第

四隔膜50与第二进口止回阀47、第二出口止回阀52组成了第二流体加压腔51。当主动轮31

带动比例调节轮32转动时，连接在比例调节轮32上的第一活塞杆33、第二活塞杆43开始做

往复运动，分别对应带动其头部的第一活塞34、第二活塞44用做往复运动，使第一活塞腔体

35和第二活塞腔体45的大小呈周期性变化，进而使第一隔膜38、第二隔膜40、第一隔膜腔

39、第一流体加压腔41以及第三隔膜48、第四隔膜50、第二隔膜腔49、第二流体加压腔51的

形状或体积对应发生周期性改变，当第一活塞34或第二活塞44推出时，第一流体加压腔41

或第二流体加压腔51的容积变大时，对应第一进口止回阀37或第二进口止回阀47因内压降

低打开，而对应的第一出口止回阀42或第二出口止回阀52在重力作用下关闭，含碳氢原料

进入第一流体加压腔41或第二流体加压腔51内，当第一活塞34或第二活塞44回收时，第一

流体加压腔41或第二流体加压腔51的容积变小，对应第一进口止回阀37或第二进口止回阀

47在重力作用下关闭，而对应的第一出口止回阀42或第二出口止回阀52受含碳氢原料冲顶

而打开，从而含碳氢原料被加压送出第一流体加压腔41或第二流体加压腔51，完成含碳氢

原料的加压输送。为了避免单系列流体加压引起的流体流量脉冲波动，可优选采用本领域

技术人员熟知的三系列即加压泵的两边各设置三缸并联输送，保持流体输送流量的稳定。

本发明实施例1～实施例6中采用的往复式双作用隔膜泵的特点在于泵体内部设置有比例

调节轮32，第一活塞杆33的一端连接在比例调节轮32上固定的一点A，第二活塞杆43的一端

则可选地连接在比例调节轮32的数个连接点上(B1、B2、B3、B4、……、Bn，n为大于1的正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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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图3中取n＝4)，且数个连接点的位置沿比例调节轮32的半径依次增大。当第二活塞杆43

的一端与比例调节轮32的连接点沿比例调节轮32依次向外或向内更换时，对应第二活塞杆

43的运动行程会逐渐增加或减小，引起第二活塞腔体45、第三隔膜48、第四隔膜50的形变和

二隔膜腔49的容积变化逐渐增大或减小，最终引起第二流体加压腔51的内容变化逐渐增大

或减小，从而决定了第二流体加压腔51内含碳氢原料的输送量大小。因此通过调节该往复

式双作用隔膜泵内第二活塞杆43的一端与比例调节轮32的连接点的位置，方便地调节对两

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的含碳氢原料输送流量，从而将两个不同的含碳氢原料流道中含

碳氢原料的流量比值调节为1～2。

[0066] 本发明的气化工艺通过实施例1～实施例7进行详细描述。

[0067] 实施例1

[0068]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69]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将143.3t陕西神府烟煤与53t水送入湿法研

磨设备1中，同时通入2.5t含有10wt％表面活性剂萘磺酸钠的水溶液，然后将上述物料充分

混合进行研磨，得到煤炭含量为63wt％且流动性、稳定性均较好的水煤浆，再将水煤浆输送

至原料浆体贮槽2中贮存备用；所述陕西神府烟煤的含水量为12.77wt％，粒度在1mm～20mm

呈自由分布；所述水煤浆中煤炭的粒度均小于0.1mm且35wt％煤炭的粒度大于0.075mm；

[0070]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步骤一中得到的水煤浆和体积纯度为99.6％的高纯氧气分

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头

部混合、雾化并送入反应器5，然后在1320℃反应生成主要成分为CO和H2的粗煤气，粗煤气

(以CO+H2计)的产量为184558Nm3/h，粗煤气组成及流量见下表1；所述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

具有5流道结构，所述5流道结构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依次为

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气化剂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三气化剂流道，所述含碳

氢原料在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加压作用下分别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第一含碳

氢原料流道和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中，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两个出口流量均为

99.4t/h，出口压力均为7.3MPa，所述氧气通过送气管道从空分装置输送至三个气化剂流道

中，氧气的压力为8 .3MPa，总流量为74537Nm3/h，进入第一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

11180Nm3/h，进入第二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26088Nm3/h，进入第三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

量为37269Nm3/h；

[0071] 表1实施例1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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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0074]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温度为1320℃且含有23987kg高温熔渣的粗

煤气送入粗煤气冷却器6用水冷却，得到粗煤气和15591kg无机质灰份粗渣和8396kg无机质

灰份细渣，无机质灰份粗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并通过排灰工艺经粗

渣排出系统7排出，无机质灰份细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形成含有细小

灰分的黑水，其中，5258kg无机质灰份细渣悬浮在冷却水中，该黑水的温度为251℃，压力为

6.5MPa，含有5258kg的细灰，将该黑水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送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行进

一步处理；夹带有3138kg细灰的粗煤气从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部出口排出后进入粗煤气洗

涤净化器8进行洗涤，得到洁净达标(含尘量≤0.1mg/m3)的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

其中，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2，该洗涤黑水的温度为238℃，压力6.5MPa，

含有3138kg的细灰，该洗涤黑水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水使用，另

一部分送至后续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0075] 表2实施例1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076]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81809.48 14.57

CO 102748.85 18.30

CO2 43796.56 7.80

H2S 2060.49 3.67E-01

COS 232.49 4.14E-02

CH4 237.41 4.23E-02

N2 709.44 1.26E-01

Ar 297.74 5.30E-02

H2O 329639.66 58.70

总计 561532.12 100.00

[0077]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黑水和洗涤黑水送入灰水浓缩器9进行减压

闪蒸，水分气化形成220℃的闪蒸汽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加热器11

中，剩余未气化的液体及8396kg细灰共计409745kg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

滤器10进行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含水量为50wt％、温度为68℃的细灰累积成14400kg细

渣从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得到的402545kg含灰量为2.5wt％、温度为68℃的灰水进入

灰水收集器13中；在灰水加热器11中，流量为52001Nm3/h的蒸汽与从灰水收集器13中送入

的292368kg温度为95℃的灰水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量交换，得到的302147kg温度为

132℃的热灰水用泵送至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灰水加热器11中排出

的温度为149℃的未冷凝的闪蒸汽进入冷凝器12中冷凝成流量为32007kg/h、温度为95℃的

灰水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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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为排出本实施例黑水处理工段系统内沉积的盐分，从浓液过滤器10排出的灰水中

引出16580kg，温度为68℃的灰水送至灰水收集器13，冷却至40℃以下排至界区外作为本工

艺的废水外排。

[0079] 实施例2

[0080]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81]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将53.6t陕西神府烟煤与20.5t水送入湿法

研磨设备1中，同时通入0.5t含有25wt％木质素磺酸钠的水溶液，然后将上述物料充分混合

进行研磨，得到煤炭含量为55wt％且流动性、稳定性均较好的水煤浆，再将水煤浆输送至原

料浆体贮槽2中贮存备用；所述陕西神府烟煤的含水量为14.78wt％，粒度在1mm～20mm呈自

由分布；所述水煤浆中煤炭的粒度均小于0.1mm且35wt％煤炭的粒度大于0.075mm；

[0082]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步骤一中得到的水煤浆、重质油和体积纯度为99.6％的高纯

氧气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

嘴的头部混合、雾化并送入反应器5，然后在1320℃反应生成主要成分为CO和H2的粗煤气，

粗煤气(以CO+H2计)的产量为10000Nm3/h，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3；所述上置式多流道

单喷嘴具有5流道结构，所述5流道结构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

依次为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气化剂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三气化剂流道，所

述重质油和水煤浆在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加压作用下分别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

的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和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中，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泵的水煤浆出口的

流量为87.1t/h，出口压力为7.3MPa，重质油出口的流量均为8.4t/h，出口压力均为7.3MPa，

所述氧气通过送气管道从空分装置输送至三个气化剂流道中，氧气的压力为8.3MPa，总流

量为35141Nm3/h，进入第一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5271Nm3/h，进入第二气化剂流道的氧

气流量为10470Nm3/h，进入第三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19400Nm3/h；

[0083] 表3实施例2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084]

[0085]

[0086]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温度为1320℃且含有5211kg高温熔渣的粗

煤气送入粗煤气冷却器6用水冷却，得到粗煤气和3387kg无机质灰份粗渣和1824kg无机质

灰份细渣，无机质灰份粗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并通过排灰工艺经粗

渣排出系统7排出，无机质灰份细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形成含有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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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分的黑水，其中，1158kg无机质灰份细渣悬浮在冷却水中，该黑水的温度为180℃，压力为

6.5MPa，将该黑水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送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夹带有

666kg细灰的粗煤气从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部出口排出后进入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进行洗

涤，得到洁净达标(含尘量≤0.1mg/m3)的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其中，洁净达标的

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4，该洗涤黑水的温度为150℃，压力为6.3MPa，含有751kg的细

灰，该洗涤黑水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水使用，另一部分送至后续

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0087] 表4实施例2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088]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44085.86 16.18

CO 55914.14 20.52

CO2 17711.32 6.50

H2S 177.40 6.51E-02

COS 20.01 7.34E-03

CH4 42.27 1.55E-02

N2 366.01 1.34E-01

Ar 140.39 5.15E-02

H2O 153994.64 56.52

总计 272452.05 100.00

[0089]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黑水和洗涤黑水送入灰水浓缩器9进行减压

闪蒸，水分气化形成130℃的闪蒸汽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加热器11

中，剩余未气化的液体及1025kg细灰共计98542kg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滤

器10进行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其中含水量为40wt％、温度为50℃的细灰累积成1531kg细

渣从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得到的96870kg含灰量为0.1wt％、温度为50℃(50℃～110

℃)的灰水进入灰水收集器13中；在灰水加热器11中，流量为405101Nm3/h的蒸汽与从灰水

收集器13中送入的75645kg温度为80℃的灰水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量交换，得到的

80359kg温度为90℃的热灰水用泵送至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灰水加

热器11中剩余的温度为100℃的未冷凝的闪蒸汽进入冷凝器12中冷凝成流量为27838kg/h、

温度为85℃的灰水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

[0090] 为排出黑水处理工段系统内沉积的盐分，从浓液过滤器10排出的灰水中引出

32458kg，温度为50℃的灰水送至灰水收集器13，冷却至40℃以下排至界区外作为本工艺的

废水外排。

[0091] 实施例3

[0092]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093]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将52.9t陕西神府烟煤与29.6t水送入湿法

研磨设备1中，同时通入1000kg含有25wt％水煤浆专用添加剂腐殖酸钠的水溶液，然后将上

述物料充分混合进行研磨，得到煤炭含量为60wt％且流动性、稳定性均较好的水煤浆，再将

水煤浆输送至原料浆体贮槽2中贮存备用；所述陕西神府烟煤的含水量为5.66wt％，粒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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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0mm且呈自由分布；

[0094]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步骤一中得到的水煤浆、天然气和体积纯度为90％的高纯氧

气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

的头部混合、雾化并送入反应器5，然后在1300℃反应生成主要成分为CO和H2的粗煤气，粗

煤气(以CO+H2计)的产量为200000Nm3/h，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5；所述上置式多流道

单喷嘴具有5流道结构，所述5流道结构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

依次为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气化剂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三气化剂流道，所

述水煤浆在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加压作用下分别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第一含

碳氢原料流道和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中，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两个出口水煤浆的

流量分别为55.73t/h和27.9t/h，出口压力均为7.3MPa，水煤浆的流量为55.73t/h的出口与

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连接，水煤浆的流量为27.9t/h的出口与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连接，所

述氧气通过送气管道从空分装置输送至第一气化剂流道和第三气化剂流道中，氧气的压力

为8.3MPa，总流量为62679Nm3/h，进入第一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15401Nm3/h，进入第三

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47278Nm3/h，天然气通过第二气化剂流道进入反应器5中，天然气

的流量为45488Nm3/h；

[0095] 表5实施例3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096]

[0097]

[0098]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温度为1300℃且含有5931.4kg高温熔渣的

粗煤气送入粗煤气冷却器6用水冷却，得到粗煤气和3855kg无机质灰份粗渣和2076kg无机

质灰份细渣，无机质灰份粗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并通过排灰工艺经

粗渣排出系统7排出，无机质灰份细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形成含有细

小灰分的黑水，其中，1412kg无机质灰份细渣悬浮在冷却水中，该黑水的温度为270℃，压力

为6.3MPa，将该黑水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送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夹带有

664kg细灰的粗煤气从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部出口排出后进入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进行洗

涤，得到洁净达标(含尘量≤0.1mg/m3)的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其中，洁净达标的

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6，该洗涤黑水的温度为254℃，压力为6.05MPa，含有664kg的细

灰，该洗涤黑水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水使用，另一部分送至后续

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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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9] 表6实施例3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00]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109086.82 41.28

CO 90913.18 25.96

CO2 19847.84 4.25

H2S 246.02 0.03

COS 27.74 0.004

CH4 246.74 0.12

N2 708.52 0.05

Ar 250.62 0.07

H2O 119333.56 28.22

总计 340661.04 100.00

[0101]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黑水和洗涤黑水送入灰水浓缩器9进行减压

闪蒸，水分气化形成205℃的闪蒸汽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加热器11

中，剩余未气化的液体及2076kg细灰共计85402kg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滤

器10进行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含水量为55wt％、温度为73℃的细灰累积成4613kg细渣从

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得到的80788kg含灰量为0.3wt％、温度为73℃的灰水进入灰水

收集器13中；在灰水加热器11中，流量为52001Nm3/h的蒸汽与从灰水收集器13中送入的

98456kg温度为105℃的灰水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量交换，得到的116006kg温度为152

℃的热灰水用泵送至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灰水加热器11中剩余的

温度为120℃的未冷凝的闪蒸汽进入冷凝器12中冷凝成流量为24236kg/h、温度为98℃的灰

水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

[0102] 为排出黑水处理工段系统内沉积的盐分，从浓液过滤器10排出的灰水中引出

38596kg，温度为73℃的灰水送至灰水收集器13，冷却至40℃以下排至界区外作为本工艺的

废水外排。

[0103] 实施例4

[0104]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105]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将35.2t新疆库车烟煤与17.8t水送入湿法

研磨设备1中，同时通入800kg含有25wt％萘基磺酸钠的水溶液，然后将上述物料充分混合

进行研磨，得到煤炭含量为70wt％且流动性、稳定性均较好的水煤浆，再将水煤浆输送至原

料浆体贮槽2中贮存备用；所述新疆库车烟煤的含水量为8.36wt％，粒度小于10mm呈自由分

布；

[0106]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步骤一中得到的水煤浆、重质渣油、天然气和体积纯度为

99.8％的高纯氧气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在上置

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头部混合、雾化并送入反应器5，然后在1280℃反应生成主要成分为CO和

H2的粗煤气，粗煤气(以CO+H2计)的产量为168500Nm3/h，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7；所述

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具有7流道结构，所述7流道结构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且从

中心流道向外依次为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气化剂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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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流道，第三含碳氢原料流道、第四气化剂流道，所述重质渣油在单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

的加压作用下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所述单作用碳氢原料加压

泵的出口重质渣油的流量为12.5t/h，出口压力为7.3MPa，所述水煤浆在双作用碳氢原料加

压泵的加压作用下分别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和第三含碳氢原

料流道中，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两个出口水煤浆的流量分别为19.5t/h和34.3t/

h，出口压力均为7.3MPa，水煤浆的流量为19.5t/h的出口与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连接，水煤

浆的流量为34.3t/h的出口与第三含碳氢原料流道连接，所述氧气通过送气管道从空分装

置输送至第一气化剂流道和第三气化剂流道中，氧气的压力为8.3MPa，总流量为51358Nm3/

h，进入第一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9891Nm3/h，进入第三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

15305Nm3/h，天然气通过第二气化剂流道进入反应器5中，天然气的流量为10000Nm3/h，进入

第四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26162Nm3/h；

[0107] 表7实施例4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08]

[0109]

[0110]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温度为1280℃且含有5012.8kg高温熔渣的

粗煤气送入粗煤气冷却器6用水冷却，得到粗煤气、3258kg无机质灰份粗渣和1754kg无机质

灰份细渣，无机质灰份粗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并通过排灰工艺经粗

渣排出系统7排出，无机质灰份细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形成含有细小

灰分的黑水，其中，1193kg无机质灰份细渣悬浮在冷却水中，该黑水的温度为300℃，压力为

6.3MPa，将该黑水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送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夹带有

561kg细灰的粗煤气从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部出口排出后进入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进行洗

涤，得到洁净达标(含尘量≤0.1mg/m3)的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其中，洁净达标的

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8，该洗涤黑水的温度为280℃，压力为6.1MPa，含有561kg的细

灰，该洗涤黑水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水使用，另一部分送至后续

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0111] 表8实施例4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12]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92100.88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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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76399.12 29.17

CO2 19736.05 7.53

H2S 190.24 0.07

COS 23.78 0.01

CH4 214.02 0.08

N2 689.61 0.26

Ar 237.80 0.09

H2O 72347.57 27.62

总计 261939.06 100.00

[0113] 步骤四、废水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黑水和洗涤黑水送入灰水浓缩器9进行减压

闪蒸，水分气化形成220℃的闪蒸汽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加热器11

中，剩余未气化的液体及1754kg细灰共计69524kg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滤

器10进行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含水量为60wt％、温度为80℃的细灰累积成4385kg细渣从

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得到的65139kg含灰量为5wt％、温度为80℃的灰水进入灰水收

集器13中；在灰水加热器11中，流量为48210Nm3/h的蒸汽与从灰水收集器13中送入的

56254kg温度为110℃的灰水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量交换，得到的72154kg温度为160℃

的热灰水用泵送至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灰水加热器11中剩余的温

度为160℃的未冷凝的闪蒸汽进入冷凝器12中冷凝成流量为22840kg/h、温度为120℃的灰

水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

[0114] 为排出黑水处理工段系统内沉积的盐分，从浓液过滤器10排出的灰水中引出

20120kg，温度为80℃的灰水送至灰水收集器13，冷却至40℃以下排至界区外作为本工艺的

废水外排。

[0115] 实施例5

[0116]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4的不同之处在于：气化剂组成仅为氧气，含碳氢原料中无天然

气，打开通往第二气化剂流道管路上的氮气阀门，同时关闭通往第二气化剂流道管路上的

天然气原料阀门，使用氮气代替天然气由第二气化剂流道进入反应器5中。氮气的流量为

200Nm3/h，其他流道的含碳氢原料和气化剂流量均维持不变，此时得到的粗煤气组成及最

终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组成分别见表9和表10。

[0117] 表9实施例5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18]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87458.31 38.29

CO 71542.15 31.32

CO2 19860.05 8.69

H2S 190.28 0.08

COS 23.78 0.01

CH4 214.06 0.09

N2 889.75 0.39

Ar 237.8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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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 47997.09 21.01

总计 228413.3 100.00

[0119] 表10实施例5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20]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87397.58 34.90

CO 71478.53 28.54

CO2 19736.05 7.88

H2S 190.24 0.08

COS 23.78 0.01

CH4 214.02 0.09

N2 889.5694 0.36

Ar 237.8 0.09

H2O 70248.55 28.05

总计 250416.1 100.00

[0121] 实施例6

[0122]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123]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将119.6t宁东地区烟煤与来自热风炉的循

环干燥热风(主要成分为N2、CO2)一同送入干法研磨设备3中进行研磨，得到106.8t含水量为

1.5wt％的煤粉，再将煤粉输送至干粉原料贮槽4中同时通入氮气作为流化气贮存备用；所

述宁东地区烟煤的含水量为12wt％，粒度小于10mm且呈自由分布；所述煤粉的粒度小于90μ

m；

[0124]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步骤一中得到的煤粉和体积纯度为95％的高纯氧气、水蒸气

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

头部混合并雾化并送入反应器5，然后在1380℃反应生成主要成分为CO和H2的粗煤气，粗煤

气(以CO+H2计)的产量为195500Nm3/h，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11；所述上置式多流道单

喷嘴具有5流道结构，所述5流道结构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依

次为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气化剂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三气化剂流道，所述

煤粉在双作用碳氢原料泵的加压作用下分别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第一含碳氢原料

流道和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中，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两个出口煤粉的流量分别为

38.3t/h和68.5t/h，出口压力均为4.0MPa，煤粉的流量为38.3t/h的出口与第一含碳氢原料

流道连接，煤粉的流量为68.5t/h的出口与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连接，所述氧气通过送气管

道从空分装置输送至第一气化剂流道和第三气化剂流道中，氧气的压力为5.5MPa，总流量

为61592Nm3/h，进入第一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11392Nm3/h，进入第三气化剂流道的氧气

流量为50200Nm3/h，水蒸气通过第二气化剂流道进入反应器5中，水蒸气的流量为14354Nm3/

h，温度为272℃，压力为5.5MPa；

[0125] 表11实施例6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26]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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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58930.57 27.12

CO 136911.59 63.01

CO2 6733.72 3.10

H2S 346.37 0.16

COS 254.78 0.12

CH4 209.51 0.10

N2 8854.06 4.07

Ar 246.36 0.11

H2O 4801.83 2.21

总计 217288.78 100.00

[0127]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温度为1380℃且含有11479kg高温熔渣的粗

煤气送入粗煤气冷却器6用水冷却，得到粗煤气、7461kg无机质灰份粗渣和4018kg无机质灰

份细渣，无机质灰份粗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并通过排灰工艺经粗渣

排出系统7排出，无机质灰份细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形成含有细小灰

分的黑水，其中，2947kg无机质灰份细渣悬浮在冷却水中，该黑水的温度为260℃，压力为

3.8MPa，将该黑水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送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行进一步处理；夹带有

1071kg细灰的粗煤气从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部出口排出后进入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进行洗

涤，得到洁净达标(含尘量≤0.1mg/m3)的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其中，洁净达标的

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12，该洗涤黑水的温度为242℃，压力为3.7MPa，含有1071kg的

细灰，该洗涤黑水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水使用，另一部分送至后

续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0128] 表12实施例6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29]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58776.86 12.48

CO 136723.14 29.03

CO2 6595.80 1.40

H2S 327.42 0.07

COS 240.04 0.05

CH4 208.45 0.04

N2 8762.47 1.86

Ar 246.36 0.05

H2O 259069.22 55.01

总计 470949.76 100.00

[0130]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黑水和洗涤黑水送入灰水浓缩器9进行减压

闪蒸，水分气化形成205℃的闪蒸汽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加热器11

中，剩余未气化的液体及4018kg细灰共计102351kg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

滤器10进行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含水量为50wt％、温度为65℃的细灰累积成8036kg细渣

从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得到的94315kg含灰量为1.2wt％、温度为65℃的灰水进入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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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收集器13中；在灰水加热器11中，流量为83102Nm3/h的蒸汽与从灰水收集器13中送入的

104632kg温度为98℃的灰水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量交换，得到的125384kg温度为144

℃的热灰水用泵送至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灰水加热器11中剩余的

温度为128℃的未冷凝的闪蒸汽进入冷凝器12中冷凝成流量为46026kg/h、温度为101℃的

灰水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

[0131] 为排出黑水处理工段系统内沉积的盐分，从浓液过滤器10排出的灰水中引出

35421kg，温度为65℃的灰水送至灰水收集器13，冷却至40℃以下排至界区外作为本工艺的

废水外排。

[0132] 实施例7

[0133] 本实施例包括以下步骤：

[0134] 步骤一、固态块状含碳氢原料前处理：将73.4t神府地区烟煤与来自热风炉的循环

干燥热风(主要成分为N2、CO2)一同送入干法研磨设备3中进行研磨，得到63.6t含水量为

0.8wt％的煤粉，再将煤粉输送至干粉原料贮槽4中同时通入氮气作为流化气贮存备用；所

述神府地区烟煤的含水量为14wt％，粒度小于12mm且呈自由分布；所述煤粉的粒度小于90μ

m；

[0135] 步骤二、原料气化：将步骤一中得到的煤粉和体积纯度为95％的高纯氧气、水蒸气

分别通过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含碳氢原料流道和气化剂流道在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

头部混合并雾化并送入反应器5，然后在1230℃反应生成主要成分为CO和H2的粗煤气，粗煤

气(以CO+H2计)的产量为190528Nm3/h，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13；所述上置式多流道单

喷嘴具有7流道结构，所述7流道结构的中心流道为第一气化剂流道，且从中心流道向外依

次为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气化剂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三气化剂流道、第三

含碳氢原料流道、第四气化剂流道，所述煤粉在双作用碳氢原料泵和的单作用碳氢原料泵

的加压作用下分别进入上置式多流道单喷嘴的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

和第三含碳氢原料流道，所述双作用碳氢原料加压泵的两个出口煤粉的流量分别为17.8t/

h和22.3t/h，出口压力均为3.8MPa，煤粉的流量为17.8t/h的出口与第一含碳氢原料流道连

接，煤粉的流量为22.3t/h的出口与第二含碳氢原料流道连接，所述单作用碳氢原料泵的出

口煤粉的流量为23.5t/h，出口压力为3.8MPa，所述氧气通过送气管道从空分装置输送至第

一气化剂流道和第三气化剂流道中，氧气的压力为4.8MPa，总流量为54322Nm3/h，进入第一

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12461Nm3/h，进入第三气化剂流道的氧气流量为41861Nm3/h，水蒸

气通过第二气化剂流道进入反应器5中，水蒸气的流量为13241Nm3/h，温度为262℃，压力为

4.8MPa；

[0136] 表13实施例7生成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37]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68578.42 32.92

CO 121987.3 58.56

CO2 6324.25 3.04

H2S 257.82 0.12

COS 119.5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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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 215.84 0.10

N2 6324.51 3.04

Ar 234.21 0.11

H2O 4256.32 2.04

总计 208298.2 100.00

[0138] 步骤三、产品净化：将步骤二中生成的温度为1230℃且含有6887kg高温熔渣的粗

煤气送入粗煤气冷却器6用水冷却，得到粗煤气和4477kg无机质灰份粗渣和2410kg无机质

灰份细渣，无机质灰份粗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并通过排灰工艺经粗

渣排出系统7排出，无机质灰份细渣沉降进入粗煤气冷却器6底部的冷却水中形成含有细小

灰分的黑水，其中，1567kg无机质灰份细渣悬浮在冷却水中，该黑水的温度为263℃，压力为

3.0MPa，含有724kg的细灰，将该黑水排出粗煤气冷却器6后送入废水处理工段Ⅲ中进行进

一步处理；夹带有843kg细灰的粗煤气从粗煤气冷却器6的顶部出口排出后进入粗煤气洗涤

净化器8进行洗涤，得到洁净达标(含尘量≤0.1mg/m3)的粗煤气和含有细灰的洗涤黑水，其

中，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见下表14，该洗涤黑水的温度为241℃，压力为2.8MPa，

含有851kg的细灰，该洗涤黑水一部分送至煤气冷却器6作为高温粗煤气的冷却水使用，另

一部分送至后续的灰水处理系统(Ⅲ)进行进一步处理；

[0139] 表14实施例7生成的洁净达标的粗煤气的组成及流量

[0140]

组分 流量(Nm3/h) 组成(mol％)

H2 68564.70 16.02

CO 121962.92 28.50

CO2 6134.52 1.43

H2S 257.05 0.06

COS 119.16 0.03

CH4 215.19 0.05

N2 6305.54 1.47

Ar 233.51 0.05

H2O 224171.52 52.38

总计 427964.11 100.00

[0141] 步骤四、黑水处理：将步骤三中得到的黑水和洗涤黑水送入灰水浓缩器9进行减压

闪蒸，水分气化形成205℃的闪蒸汽分离并从灰水浓缩器9的顶端排出进入灰水加热器11

中，剩余未气化的液体及1240kg细灰共计65421kg从灰水浓缩器9的底部排出进入浓液过滤

器10进行过滤，得到细灰和灰水，含水量为50wt％、温度为65℃的细灰累积成2480kg细渣从

浓液过滤器10的底部排出，得到的62941kg含灰量为1.2wt％、温度为65℃的灰水进入灰水

收集器13中；在灰水加热器11中，流量为75420Nm3/h的蒸汽与从灰水收集器13中送入的

54124kg温度为96℃的灰水以直接混合的方式进行热量交换，得到的110470kg温度为142℃

的热灰水用泵送至粗煤气洗涤净化器8中作为返回灰水被利用，灰水加热器11中剩余的温

度为125℃的未冷凝的闪蒸汽进入冷凝器12中冷凝成流量为4259kg/h、温度为95℃的灰水

进入灰水收集器13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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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2] 为排出黑水处理工段系统内沉积的盐分，从浓液过滤器10排出的灰水中引出

26541kg，温度为65℃的灰水送至灰水收集器13，冷却至40℃以下排至界区外作为本工艺的

废水外排。

[014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限制。凡是根据发明技

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变更以及等效变化，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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