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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

法，该方法包括所用的原煤种与掺烧煤矸石的用

量比按照：原煤种的灰分中组分含量与掺烧的煤

矸石的灰分中总组分的质量含量符合J=（Fe2O3+

CaO+MgO+Na2O+K2O）/（SiO2+Al2O3+TiO2）＜0.5，及

R=1.24×J+0.28×SiO2/Al2O3‑1.9×SiO2/(SiO2
+Fe2O3+CaO+MgO)+5 .4＜1.5，灰中Na2O含量%＜

2.0%进行添加煤矸石，各组分指的是均是质量含

量。本发明的方法有效的缓解、抑制锅炉结焦，保

证锅炉高负荷、经济、安全稳定运行，该方法成本

低、实施简单，有效抑制了锅炉结焦堵灰、带负荷

问题，同时也降低锅炉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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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用的原煤种与掺烧煤矸石的用量

比按照符合如下组分的限定进行确定掺杂用量：原煤种的灰分中组分含量与掺烧的煤矸石

的灰分中总组分含量符合J=（Fe2O3  +CaO+MgO+  Na2O+  K2O）/ （SiO2+Al2O3  +TiO2 ）＜0.5，及

R=1.24×J+0.28×  SiO2/  Al2O3‑1.9×SiO2/  (SiO2  +Fe2O3  +CaO+MgO)+5.4＜1.5，灰中Na2O

含量%＜2.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煤种为白石湖

煤种，所述煤矸石为泥岩，所述泥岩的用量为所述原煤种的10%~13%。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白石湖煤种的煤

灰中按重量百分数计为组分含量为：二氧化硅（SiO2）19.33%，三氧化二铝（Al2O3）8.45%，氧

化钙（CaO）39.41%，氧化镁（MgO）1.70%，三氧化二铁（Fe2O3）15.00%，氧化钾（K2O）0.29%，氧化

钠（Na2O）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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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锅炉防结焦治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的电站锅炉和工业锅炉以燃煤为主，但由于所用煤质偏差且多变，大多

数锅炉都或多或少地出现结焦、结渣等现象。新疆广汇新能源公司动力站锅炉也存在着比

较严重的结焦现象，结焦会严重危害锅炉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甚至被迫停炉，因而防止

和减轻结焦是锅炉设计和运行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0003] 一些电站锅炉存在不同程度的结焦现象，部分电厂因为结焦严重迫使锅炉出力降

低10％～20％，热效率降低1％～2.5％。炉膛内因为结焦会增加受热面的传热阻力，使冷壁

辐射吸热量下降，炉膛出口烟温升高，并影响水循环工况，使对流受热面因热负荷升高而超

温；燃烧器喷口及其附近结焦会射流及炉内动力工况改变，影响风粉混合及燃烧；炉膛出口

受热面结焦会影响受热面传热，甚至影响汽温，并增大通风阻力，大焦块脱落会砸坏水冷

壁、冷灰斗，有可能造成炉膛灭火。个别结焦比较严重的锅炉，不仅影响正常运行，停炉清焦

被迫采用定向爆破手段，极易造成破坏性后果。可见结焦的危害性很大，如何有效地防止锅

炉结焦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有

效的缓解、抑制锅炉结焦，保证锅炉高负荷、经济、安全稳定运行。

[0005] （二）技术方案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案包括：

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该方法包括所用的原煤种与掺烧煤矸石的用量

比按照：原煤种的灰分中组分含量与掺烧的煤矸石的灰分中总组分的质量含量符合J=

（Fe2O3  +CaO+MgO+  Na2O+  K2O）/ （SiO2+Al2O3  +TiO2 ）＜0.5，及R=1.24×J+0.28×  SiO2/ 

Al2O3‑1.9×SiO2/  (SiO2  +Fe2O3  +CaO+MgO)+5.4＜1.5，灰中Na2O含量%＜2.0%；，各组分指

的是均是质量含量。如上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所述原煤种为白石湖煤种，所述煤矸石为泥

岩，所述泥岩的用量为所述原煤种的10%~13%。

[0006] 如上所述的方法，优选地，所述白石湖煤种的煤灰中按重量百分数计为组分含量

为：二氧化硅（SiO2）19.33%，三氧化二铝（Al2O3）8.45%，氧化钙（CaO）39.41%，氧化镁（MgO）

1.70%，三氧化二铁（Fe2O3）15.00%，氧化钾（K2O）0.29%，氧化钠（Na2O）2.56%。

[0007]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首先通过对白石湖煤种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掌握影响该煤种

结焦的因素；后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确定了几项掺烧物质，低结焦煤、高岭土、泥岩、硬度

低的沙土；经过原材料成本、运输成本、取材成本、对设备、锅炉燃烧的影响等各项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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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泥岩取材便利、资源丰富、运输费用低、原材料成本为0等诸多优势，决定进行泥岩掺烧

试验，并对泥岩与白石湖煤种各种混合比例的混煤进行了工业分析对比，确定了按掺烧泥

岩5%进行试验。确定比例后编制了泥岩与原煤混合掺烧方案，开始应用在三台运行锅炉中

进行实际掺烧试验。严密观察锅炉燃烧工况，记录各项参数，根据炉内实际燃烧工况及参数

变化，不断进行比例调整，确定了最佳掺烧比例10～13%。极大地延长了锅炉运行周期，改善

了锅炉结焦状况，降低了掺烧费用，为公司全面提产保持长周期稳定运行提供了能源动力

保证。为白石湖煤种作为动力燃煤寻找到了低廉方便的抑制结焦的物质，为白石湖煤种掺

烧开创了新的领域，收集宝贵的数据，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对锅炉各受热面结焦明显起到抑

制效果，对于对流受热面沾污、堵灰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有效的延长了锅炉运行周期。

[0008] 最后通过泥岩掺烧提高燃煤灰份，增强灰渣结渣性。利用泥岩补充煤中灰份，平衡

煤灰中的酸碱比例，提高煤灰的流动性温度，以此达到抑制结焦减少堵灰，提高锅炉的运行

周期。通过公司动力锅炉实际掺烧泥岩试验证明，在白石湖煤中掺烧一定比例的泥岩可有

效地抑制锅炉结焦，极大地降低了掺烧费用，锅炉运行周期可长达6个月以上。

[0009] 本发明针对新疆广汇新能源公司动力站600t/h高温高压煤粉锅炉长期以来存在

的易结焦，受热面污染导致的锅炉效率降低，锅炉能效达不到设计值等问题，以现场实际运

行情况、锅炉综合测试、热力计算结果为依据，研究锅炉抗结焦及能效提升的几个方面因

素，通过进一步的技改措施，可有效的提高锅炉的抗结焦性和总和热效率，从而为锅炉长周

期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0010] （三）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煤矸石掺烧防结焦处理方法，有效的缓解、抑制锅炉结焦，保证

锅炉高负荷、经济、安全稳定运行。该方法成本低、实施简单，效果极为明显。

[0011] 通过掺烧试验，收据收集，对比分析，最终确定最佳掺烧比例为10‑13%的泥岩。从

而有效抑制了锅炉结焦堵灰、带负荷问题，同时也降低锅炉运行成本。具体指标如下：

经济指标：锅炉负荷：由原400  t/h增加至520t/h；

炉膛出口温度：由原1100℃降低至980℃；

排烟温度：由原190℃降低至150℃。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本发明通过对广汇新能源动力车间锅炉进行试验，其燃烧煤种属于准东煤，煤质

中有很高的钠含量，灰熔点温度低，运行中极易发生结焦、沾污、积灰现象，后通过掺烧矸石

的燃烧方式，来改变煤种的灰熔点温度及酸碱金属元素的成分比来改变煤灰的结渣难易程

度，从而抑制了锅炉结焦。

[0013]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数据对比，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

本发明作详细描述。

[0014] 实施例1

实施方法：以广汇白石湖煤质为主，进行其它煤种、介质掺烧试验，通过燃烧调整，

掺烧比例调整，炉内观察，数据收集，分析对比，最终获取最佳掺烧方案。

[0015] 通过对白石湖煤种全面的元素分析、工业分析、特性分析对比，得出结论新疆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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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吾县广汇白石湖煤种属于高结焦、高沾污煤种，其煤种特性及其接近新疆准东煤种特性。

具体分析对比材料如下表1。

[0016] 表1

项目 单位 白石湖煤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变形温度(DT) ℃ 1240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软化温度(ST) ℃ 1270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半球温度（HT） ℃ 1280

煤灰熔融特征温度/流动温度（FT） ℃ 1290

煤灰中二氧化硅（SiO2） % 19.33

煤灰中三氧化二铝（Al2O3） % 8.45

煤灰中二氧化钛（TiO2） % 0.46

煤灰中氧化钙（CaO） % 39.41

煤灰中氧化镁（MgO） % 1.70

煤灰中三氧化硫（SO3） % 8.50

煤灰中三氧化二铁（Fe2O3） % 15.00

煤灰中氧化钾（K2O） % 0.29

煤灰中氧化钠（Na2O） % 2.56

煤灰中氧化锰（MnO2） % 0.224

煤灰中五氧化二磷(P2O5) % 0.10

粘结指数（GR,I） /  

白石湖煤灰的基本特性：

1、低Al、Si：Al2O3、SiO2含量低、灰熔点低；

2、高K、Na：Na2O、K2O含量高；

3、高Ca、高Mg：CaO、MgO含量高、易于转化；

4、高SO3：SO3含量高、反应活性高、吸附性强；

5、白石湖结焦、沾污计算汇总如表2，表2中是指按各组分在灰分组分中的质量百

分数进行计算。

[0017]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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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数据对比分析，对泥岩与白石湖煤种各种混合比例的混煤进行了工业分

析对比，先确定了按掺烧泥岩5%进行试验。确定比例后编制了泥岩与原煤混合掺烧方案，开

始应用在三台运行锅炉中进行实际掺烧试验。严密观察锅炉燃烧工况，记录各项参数，根据

炉内实际燃烧工况及参数变化，不断进行比例调整，最后确定按照添加的泥岩的量实现泥

岩与中灰分白石湖煤种中添加后的比例符合R＜1.5，及J=（Fe2O3  +CaO+MgO+  Na2O+  K2O）/

（SiO2+Al2O3  +TiO2）＜0.5确定了最佳掺烧比例10～13%。

[0018] 当泥岩占原煤的重量的12%时，进行混合掺烧的指标如下：

经济指标：锅炉负荷：由原400  t/h增加至520t/h；

炉膛出口温度：由原1100℃降低至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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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烟温度：由原190℃降低至150℃。

[001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做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利用上述公开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

例。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

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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