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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畜禽废弃物水热碳与粉

煤共气化制备合成气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

将畜禽废弃物晾晒；(2)水热碳化，获得水热碳；

(3)将水热碳加水打浆，获得水热碳浆；(4)将步

骤(3)的水热碳浆、水煤浆、水热碳浆氧化剂和水

煤浆氧化剂，分别通过多通道喷嘴的各自的流

道，送入气化炉，获得合成气。本发明可以杀灭致

病菌，并将废弃物中有机质进行能量回收和循环

利用，本发明原料处理规模大、反应转化率高、环

境友好，为规模化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提供技术上

的可能性。本发明从源头上对禽废弃物进行资源

化处理，不仅解决了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而且

节省了煤资源，推动了畜禽清洁养殖，禽废弃物

资源化、清洁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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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畜禽废弃物水热碳与粉煤共气化制备合成气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畜禽废弃物晾晒至其中水分的质量含量20％以下；

(2)然后水热碳化，获得水热碳；

(3)将步骤(2)获得的水热碳加水打浆，获得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0～65％的水热碳浆；

(4)将步骤(3)的水热碳浆、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0～65％的水煤浆、水热碳浆氧化剂和

水煤浆氧化剂，分别通过多通道喷嘴的各自的流道，送入气化炉，获得合成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在180～250℃、1.5～3.5MPa的

无氧条件下水热碳化2～3小时，获得粒径为50～75微米、水分重量含量为5％-10％的水热

碳。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热碳其低位热值为18～25MJ/Kg，

与工业气化用煤相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将步骤(3)的水热碳浆、碳基质

重量浓度为60～65％的水煤浆、水热碳浆氧化剂和水煤浆氧化剂，分别通过多通道喷嘴的

各自的流道，送入气化炉，在压力为3～4MPa、温度为1350～1500℃下发生气化反应，水热碳

浆的停留时间为6～8s。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干基合成气中，各个组份的百分比含量为：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干基合成气中，各个组份的百分比含量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热碳浆与所述的水煤浆的重量比

为：

水热碳浆∶水煤浆＝0.1～0.5∶1；

水热碳浆氧化剂∶水热碳浆＝0.85～0.9∶1；

水煤浆氧化剂∶水煤浆＝0.85～0.9∶1。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通道喷嘴的出口处，各个物料的

线速度为：水热碳浆1.5～2m/秒，水煤浆1.5～2m/秒，水热碳浆氧化剂100～120m/秒，水煤

浆氧化剂100～120m/秒；

所述的水热碳浆氧化剂选自纯O2；

所述的水煤浆氧化剂选自纯O2。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带有多通道喷嘴的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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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气化炉，包括多通道喷嘴和气流床气化炉，所述的多通道喷嘴设置在所述的气流床气化

炉的上部，其出口与所述的气流床气化炉的内腔相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通道喷嘴从中心至外侧依次包

括：水煤浆通道管(102)、套在水煤浆通道管(102)外的水煤浆氧化剂通道管(103)、套在煤

浆氧化剂通道管(103)外的水热碳浆通道管(104)、套在水热碳浆通道管(104)水热碳浆氧

化剂通道管(105)和出口(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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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废弃物水热碳与粉煤共气化制备合成气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含碳基质资源化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畜禽废弃物清洁、资源

化利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畜牧业持续稳定发展有力地保障了农副产品供给，但未处理的畜禽废弃物已

成为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废弃物中含有氮、硫、磷及致病菌，污染物量大且集中。

[0003] 大力推动畜禽清洁养殖，促进废弃物源头减量，推进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有

明确时限要求的硬任务。

[0004] 目前畜禽废弃物主要通过堆肥进行处理,但堆肥技术受土地、气候、农作物生产时

效性的影响很大，而且还存在相应工艺废水处理问题，环境及经济效益相对较差。

[0005] 畜禽废弃物含水率高、含碳量低、能量密度低、形态不规则限制了其直接作为气化

原料进行工业应用。

[0006] 因此，如何将畜禽废弃物达到资源化、清洁化利用，具有十分重要意义，也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畜禽废弃物水热碳与粉煤共气化制备合成气的方法，以

满足相关领域的需要。

[0008] 本发明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将畜禽废弃物自然晾晒至其中水分的质量含量20％以下；

[0010] (2)将步骤(1)的产物，在180～250℃、1.5～3.5MPa的无氧条件下水热碳化2～3小

时，获得粒径为50～75微米、水分重量含量为5％-10％的水热碳，采用氧弹燃烧法进行检

测，其低位热值为18～25MJ/Kg，与工业气化用煤相当；

[0011] (3)将步骤(2)获得的水热碳加水打浆，获得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0～65％的水热碳

浆；

[0012] (4)将步骤(3)的水热碳浆、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0～65％的水煤浆、水热碳浆氧化

剂和水煤浆氧化剂，分别通过多通道喷嘴的各自的流道，送入气化炉，在压力为3～4MPa、温

度为1350～1500℃下发生气化反应，水热碳浆的停留时间为6～8s，获得合成气，干基合成

气中，各个组份的百分比含量为：

[0013]

[0014] 优选的，干基合成气中，各个组份的百分比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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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0016] 所述的水热碳浆与所述的水煤浆的重量比为：

[0017] 水热碳浆∶水煤浆＝0.1～0.5∶1；

[0018] 水热碳浆氧化剂∶水热碳浆＝0.85～0.9∶1；

[0019] 水煤浆氧化剂∶水煤浆＝0.85～0.9∶1；

[0020] 所述的多通道喷嘴的出口处，各个物料的线速度为：

[0021] 水热碳浆1.5～2m/秒，水煤浆1.5～2m/秒，水热碳浆氧化剂100～120m/秒，水煤浆

氧化剂100～120m/秒；

[0022] 所述的水热碳浆氧化剂选自纯O2；

[0023] 所述的水煤浆氧化剂选自纯O2；

[0024] 所述的气流床气化炉的结构为公知的，可参见CN100366710C专利公开的技术。

[0025] 术语“水热碳浆的停留时间”指的是水热碳浆从喷嘴喷入后，在气化炉内的反应获

得合成气，从气化炉顶部的出口之间的时间；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通过水热处理制备的水热碳，热值可与典型气化用煤热值相当，为其用于气流床

气化的经济性奠定基础，同时高温气流床气化过程，可在1500℃高温下浆其中病原菌从源

头上彻底杀死。

[0028] 本发明为一种热化学法，可以杀灭致病菌，并将废弃物中有机质进行能量回收和

循环利用，而气流床气化技术具有原料处理规模大、反应转化率高、环境友好等诸多优点，

为规模化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

[0029] 发明能够最大程度的从源头上对禽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处理，不仅解决了环境治理

的一大难题，而且节省了煤资源，大力推动畜禽清洁养殖，达到了禽废弃物资源化、清洁化

利用。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带有多通道喷嘴的气流床气化炉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为多通道喷嘴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参见图1和图2，所述的带有多通道喷嘴的气流床气化炉，包括多通道喷嘴1和气流

床气化炉2，所述的多通道喷嘴1设置在所述的气流床气化炉2的上部，其出口101与所述的

气流床气化炉2的内腔相连通；

[0033] 所述的多通道喷嘴1从中心至外侧依次包括：

[0034] 所述的多通道喷嘴从中心至外侧依次包括：水煤浆通道管102、套在水煤浆通道管

102外的水煤浆氧化剂通道管103、套在煤浆氧化剂通道管103外的水热碳浆通道管104、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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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热碳浆通道管104外的水热碳浆氧化剂通道管105和出(101)。

[0035] 所述的多通道喷嘴1中，用于输送畜禽废弃物水热碳浆的第三通道置于用于输送

气化剂氧气的两条通道中间，高速的气化剂与禽废弃物水热碳浆充分接触碰撞，水热碳浆

被充分雾化，而后在外环气化剂的作用下均匀分散，可有效提高气化炉的气化效率和碳转

化率。

[0036] 实施例1

[0037] 采用图1的气流床气化炉装置和图2的多通道喷嘴，以畜禽废弃物与水煤浆为原

料，制备合成气。

[0038] (1)收集新鲜畜禽废弃物，经过自然晾晒至其中水分含量为16％；

[0039] (2)将步骤(1)的产物，在200℃、2MPa条件下水热碳化2.5小时，获得粒径为60微

米、水分为8％(重量)，热值约20MJ/kg的水热碳；

[0040] (3)将步骤(2)获得的水热碳加水打浆，获得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0％的水热碳浆；

[0041] (4)将步骤(3)的水热碳浆、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0％的水煤浆、水热碳浆氧化剂和

水煤浆氧化剂，分别通过多通道喷嘴的各自的流道，送入气化炉，在压力为3MPa、温度为

1350℃下气化反应，水热碳浆的停留时间为6s，获得合成气，其中，干基合成气中，各个组份

的百分比含量为：

[0042]

[0043] 所述的水热碳浆与所述的水煤浆的重量比为：

[0044] 水热碳浆∶水煤浆＝0.2∶1；

[0045] 水热碳浆氧化剂∶水热碳浆＝0.85∶1，

[0046] 水煤浆氧化剂∶水煤浆＝0.85∶1，

[0047] 所述的多通道喷嘴的出口处，各个物料的线速度为：

[0048] 水热碳浆1.5m/秒，水煤浆1.5m/秒，水热碳浆氧化剂100m/秒，水煤浆氧化剂100m/

秒；

[0049] 所述的水热碳浆氧化剂选自纯O2；

[0050] 所述的水煤浆氧化剂选自纯O2；

[0051] 以1吨煤粉制备成的水煤浆为原料，以所述的水热碳浆与所述的水煤浆的重量比

为：水热碳浆∶水煤浆＝0.2∶1为基准，在上述的过程中，可获得所述的合成气2500Nm3；排二

氧化碳500Nm3，但由于畜禽废弃物水热碳浆属于生物质资源，为碳中性物质(生物质在生长

过程中要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CO2)，实际排放CO2应扣除水热碳浆气化产生的CO2，故实

际排CO2  420Nm3。

[0052] 对比实施例1

[0053] 采用图1的气流床气化炉装置和图2的多通道喷嘴，仅仅以1吨煤粉制备成的水煤

浆为原料，采用与实施例1相同的工艺条件，制备获得合成气，干基合成气，各个组份的百分

比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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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在上述过程中，可获得所述的合成气约2200Nm3；排二氧化碳440Nm3；

[0056] 由此可见，以年掺烧1万吨畜禽废弃物水热碳浆的多喷嘴水煤浆工业气化装置，年

节煤量可达到0.7万吨左右，节省原料成本约420万元，减排二氧化碳约200万Nm3。

[0057] 实施例2

[0058] 采用图1的气流床气化炉装置和图2的多通道喷嘴，以畜禽废弃物与水煤浆为原

料，制备合成气。

[0059] (1)收集新鲜畜禽废弃物，经过自然晾晒至其中水分含量为12％；

[0060] (2)将步骤(1)的产物，在250℃、2.5MPa的无氧条件下水热碳化2小时，获得粒径为

50微米、水分为5％(重量)、低位热值约25MJ/kg的水热碳；

[0061] (3)将步骤(2)获得的水热碳加水打浆，获得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5％的水热碳浆；

[0062] (4)将步骤(3)的水热碳浆、碳基质重量浓度为65％的水煤浆、水热碳浆氧化剂和

水煤浆氧化剂，分别通过多通道喷嘴的各自的流道，送入气化炉，在压力为4MPa、温度为

1400℃下气化反应，水热碳浆的停留时间为8s，获得合成气，其中，干基粗煤气中各个组份

的百分比含量为：

[0063]

[0064] 所述的水热碳浆与所述的水煤浆的重量比为：

[0065] 水热碳浆∶水煤浆＝0.4∶1；

[0066] 水热碳浆氧化剂∶水热碳浆＝0.9∶1；

[0067] 水煤浆氧化剂∶水煤浆＝0.9∶1；

[0068] 所述的多通道喷嘴的出口处，各个物料的线速度为：

[0069] 水热碳浆2m/秒，水煤浆2m/秒，水热碳浆氧化剂120m/秒，水煤浆氧化剂120m/秒；

[0070] 所述的水热碳浆氧化剂选自纯O2；

[0071] 所述的水煤浆氧化剂选自纯O2；

[0072] 以1吨煤粉制备成的水煤浆为原料，以所述的水热碳浆与所述的水煤浆的重量比

为：水热碳浆∶水煤浆＝0.4∶1为基准，在上述的过程中，可获得所述的合成气2800Nm3；排二

氧化碳约550Nm3；但由于畜禽废弃物水热碳浆属于生物质资源，为碳中性物质，实际排放CO2

应扣除水热碳浆气化产生的CO2，故实际排约CO2  380Nm3

[0073] 对比实施例2

[0074] 采用图1的气流床气化炉装置和图2的多通道喷嘴，仅仅以1吨煤粉制备成的水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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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为原料，采用与实施例2相同的工艺条件，制备获得合成气，干基合成气，各个组份的百分

比含量为：

[0075] CO           45.1％

[0076] H2           36.2％

[0077] CH4          0.10％

[0078] CO2          18.6％

[0079] 在上述过程中，可获得所述的合成气约2300Nm3；排二氧化碳400Nm3；

[0080] 由此可见，以年掺烧1万吨畜禽废弃物水热碳浆的多喷嘴水煤浆工业气化装置，年

节煤量可达到1万吨左右，节省原料成本约600万元，减排二氧化碳约200万Nm3。

[0081] 对比实施例3

[0082] 采用实施例1的方法，其中，多通道喷嘴为CN100366710C专利公开的技术，水热碳

浆与水煤浆先混合，然后一起通过多通道喷嘴送入气化炉。

[0083] 所获得合成气，其中，干基合成气中，各个组份的百分比含量为：

[0084]

[0085]

[0086] 在上述的过程中，可获得所述的合成气2200Nm3；排二氧化碳430Nm3；

[0087] 由此可见，以年掺烧1万吨畜禽废弃物水热碳浆的多喷嘴水煤浆工业气化装置，年

节煤量可达到0.6万吨左右，节省原料成本约360万元，减排二氧化碳约230万Nm3左右。

[0088] 由上述的实施例和对比实施例可见，本发明能够最大程度的从源头上对禽废弃物

进行资源化处理，不仅解决了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而且节省了煤资源，大力推动畜禽清洁

养殖，达到了禽废弃物资源化、清洁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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