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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清洁生物质型煤的制备方法。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煤、生物质和粘结剂混

合，然后在105～115℃干燥9～11h，取出，在9～

11MPa压力下压片，100～110℃干燥1～2h，即得

生物质型煤；其中，质量比为煤：生物质:粘结剂

＝4～8：1～3：1～3；生物质的粒度为过50～70目

筛；所述的粘结剂为生物焦油；所述的生物质为

木屑。本发明一方面可解决废弃生物焦油、木屑

的处理，另一方面改善煤的性能同时减少环境污

染，实现了能量的再次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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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洁生物质型煤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煤、生物质和粘结剂混合，然后在105～115℃干燥9～11h，取出，在9～11MPa压力下

压片，100～110℃干燥1～2h，即得生物质型煤；

其中，质量比为煤：生物质:粘结剂＝4～8：1～3：1～3；

所述的粘结剂为生物焦油；

所述的生物质为木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生物质型煤的制备方法，其特征为生物质的粒度为过50～

70目筛。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253988 A

2



一种清洁生物质型煤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农业资源利用领域和能源化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以农林废弃生

物质为原料的清洁生物质型煤及其制备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因此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短时间内不会发生

改变，而在实际生产中，粉煤产量巨大且得不到高效利用。因此为了有效利用低变质粉煤，

以高效、清洁为宗旨的粉煤成型技术势在必行。生物质资源来源广，可再生，无二次污染且

价格低廉。当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都消失殆尽的时候，生物质能源显得尤为重要。近

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以生物质为粘结剂制备型煤(粉煤成型的产品称型煤)，取得一定研

究成果。

[0003] 肖雷等发现生物质中的木质素部分溶解并与粉煤粘结，提高了生物质型煤的强

度。郭振坤等对淀粉粘结剂在型煤中的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NaOH溶液改性淀粉更有利

于型煤成型，但使用NaOH不仅会增加操作费用，而且使用后的NaOH如果直接排放会对环境

造成严重碱污染，那进行处理则需要另外增加工艺流程及设备，这样并未践行了绿色节能

的初衷。

[0004] 无机粘结剂如粘土自身存在低热值的明显缺点；有机粘结剂如沥青，腐殖酸钠。虽

然具有高热值，但热稳定性较差。沥青被普遍认为其粘结效果良好，但依旧存在环境污染问

题。腐殖酸钠使用时需加热熔化，具有刺激性，易造成二次污染，且钠离子对土壤有害；复合

粘结剂可充分发挥各种粘结剂的优点，弥补单一粘结剂的不足，但这方面的研究较少。生物

质和工农业废料来源广泛且具有良好的粘结性和对环境污染小的特性，而引起广泛的关

注，是型煤粘结剂的发展方向。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当前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清洁生物质型煤的制备方

法。该方法使用生物焦油作为粘结剂，使用生物质木屑与煤粉进行混合，得到具有高效清洁

的生物质型煤。生物质热解气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会产生副产物生物焦油，若使生物焦

油参与到生物质型煤的制备中，一方面可解决废弃生物焦油的处理，另一方面也实现了能

量的再次利用。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生物质型煤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将煤、生物质和粘结剂混合，然后在105～115℃干燥9～11h，取出，在9～11MPa压

力下压片，100～110℃干燥1～2h，即得生物质型煤；

[0009] 其中，质量比为煤：生物质:粘结剂＝4～8：1～3：1～3；生物质的粒度为过50～70

目筛；

[0010] 所述的粘结剂为生物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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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的生物质为木屑。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3] 生物质型煤松弛比降低，抗压强度增加，跌落强度增加，相较于无烟煤具有优良的

性能。生物质型煤相较于无烟煤在燃烧特性，可燃性，着火稳燃性上都优于无烟煤，燃烧性

能较好。生物质型煤相较于无烟煤着火点降低，最小点火能降低，易点燃，生物质型煤更节

约能源。

[0014] 本发明使用新型粘结剂生物焦油制备的生物质型煤，分子之间结合紧密，具有高

效清洁的特点。生物质是农林业生产过程中的副产物，主要包括农作物的秸秆、木屑等，原

料成本较低且易得到。本发明使用以生物质型煤为突破口的洁净煤技术，有利于改善型煤

着火性能同时减少环境污染，把生物质从无用甚至有害的固废物转变为清洁高效的绿色能

源，有利于解决中国煤烟型环境污染和能源利用率低等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

择。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制备生物质型煤的实验流程图；

[0016] 图2为对比例1中的无烟煤热分析图；

[0017] 图3为实施例1中的生物质型煤热分析图；

[0018] 图4为对比例1中的无烟煤抗压强度图；

[0019] 图5为实施例1中的生物质型煤抗压强度图；

[0020] 图6为无烟煤、生物质型煤、腐殖酸钠煤燃烧特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本发明生物质型煤的制造方法是

利用生物质与无烟煤粉通过新型粘结剂粘结而制备新型生物质型煤。实验步骤参阅附图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

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

明。

[0022] 所述的生物焦油为秸秆气化生物焦油。生物焦油是生物质热解气化过程中的副产

物，我们所选用的生物质气化装置为下吸式气化炉，气化温度900～1100℃，选用水蒸气为

气化剂，在气化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即为废弃的有污染、有腐蚀性的生物焦油，其外观为黑

褐色粘稠状液体，并有刺激性气味。

[0023] 实施例1：

[0024] 步骤一、称0.2g的生物焦油，加入0.6g无烟煤粉，用玻璃棒搅拌至均匀；

[0025] 步骤二、在步骤一的煤中加入0.2g、60目的杨树木屑，用玻璃棒搅拌至均匀；

[0026] 步骤三、对步骤二处理后的煤放入烘箱110℃干燥10h，取混合物置于压片模具中，

用粉末压片机进行压片，压力为10MPa，得到规格为φ30mm的圆柱形型煤块，105℃干燥2h，

获得生物质型煤。

[0027] 对比例1：

[0028] 步骤一、量取0.4g、60目的杨树木屑，加入0.6g无烟煤粉，用玻璃棒搅拌至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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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步骤二、对步骤一处理后的煤放入烘箱110℃干燥10h，取一定量混合物置于压片

模具中，用粉末压片机进行压片，压力为10MPa，得到规格为φ30mm的圆柱形型煤块，105℃

干燥2h，获得无烟煤。

[0030] 在压片过程中破碎或碎末还可以应用到成品的制作中。

[0031] 常见热分析技术有，TG热重分析：程序控温下，测量物质的质量随温度的变化。DTA

差热分析法：程序控温下，测量温度随程序温度的变化，按习惯正表示放热效应，负表示吸

热效应。由附图2、3可知，无烟煤的着火点约为520℃，TG曲线失重温度在400～800℃，DTA曲

线在600～800℃下有一个放热峰。生物质型煤着火点约为220℃，TG曲线失重温度在200～

800℃，DTA曲线在350～500℃和500～800℃有两个明显的放热峰，表明生物质型煤的放热

反应是分两步进行的。

[0032] 对比无烟煤和生物质型煤的TG-DTA曲线，在400℃以下时，无烟煤无放热反应而生

物质型煤有明显的放热反应。生物质型煤相较于无烟煤着火点降低，最小点火能降低，易点

燃，生物质型煤更节约能源。

[0033] 表1、2和附图4、5可知，生物质型煤松弛比降低，抗压强度增加，跌落强度增加，相

较于无烟煤具有优良的性能。

[0034] 表1-跌落强度

[0035]

[0036] 表2-松弛比

[0037]

[0038] 对比例2：

[0039] 腐殖酸钠煤的制备，步骤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在于，粘结剂选用腐殖

酸钠，煤：木屑：腐殖酸钠的质量比为6：2：2。

[0040] 腐植酸盐类和生物质类是目前研究较多的粘结剂。腐殖酸钠，虽然具有高热值，但

依旧存在环境污染问题。附图6可知，生物质型煤燃烧效果接近腐殖酸钠煤，但生物焦油具

有更环保清洁的特点；生物质型煤相较于无烟煤在燃烧特性，可燃性，着火稳燃性上都优于

无烟煤，燃烧性能较好。

[0041]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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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为质量比为煤：生物质:粘结剂＝4：2：1。得到的生

物质煤的燃烧数据接近实施例1。

[0043] 实施例3

[0044] 其他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为质量比为煤：生物质:粘结剂＝8：3：1。得到的生

物质煤的燃烧数据接近实施例1。

[0045] 当前生物焦油市场价格约为400元/吨，无烟煤粉约600元/吨，木屑约300元/吨。以

1吨生物质型煤的成本进行核算，需要0.6吨无烟煤粉，0.2吨木屑，0.2吨生物焦油，预计生

物质型煤约500元/吨左右。市场上一吨无烟煤大约750元。

[0046] 无烟煤的热值为6500千卡/kg，杨树木屑4500千卡/kg，生物焦油5800千卡/kg，生

物质型煤热值约5940千卡/kg，即1吨生物质型煤相当于无烟煤0.9吨，煤的热值必然比生物

质高，但我们所制备的生物质型煤热值更接近煤的热值，生物质型煤足以替代煤使用。

[0047] 燃烧1吨无烟煤排放CO2  2.6吨、SO2  24kg、NOx  7kg。生物质来源于植物，是吸收环

境中的CO2所产生，因此与燃烧后产生的CO2抵消，生物质型煤可实现CO2零排放。即1吨生物

质型煤减少排放2.6吨CO2、6kg  SO2、2.8kg  NOx。

[0048] 市场处理煤生物焦油单位费用151元，其中折旧25元，故付现费用126元/吨。以1吨

生物质型煤的成本进行核算，0.2*126＝25.2元，从经济角度考量，生物质型煤中采用生物

焦油粘结剂可节省清除生物焦油的成本费用。

[0049] 经分析可见，相较于传统无烟煤，生物质型煤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结合

污染物排放的考量，生物质型煤在经济和环境上整体上优于无烟煤。

[0050] 本发明未尽事宜为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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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1253988 A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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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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