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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及其制备方

法，包括595～680重量份的无烟煤、170～255重

量份的烟煤、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1～3重

量份的尿素、1～3重量份的乳酸钙、0.3～0.5重

量份的催化剂、1～3重量份的粘合剂以及8～15

重量份的水。本发明提供的环保洁净型煤通过将

不同粒径的物料充分填充到煤粉中，在洁净型煤

燃烧时使得SO2、NOx达标排放，烟煤和无烟煤的

配合使用易燃，保证燃烧充分，填充在型煤之中

的添加剂充分发挥作用，将SO2与NOx留在灰分中

形成金属盐类和燃烧过程被还原为N2，降低了

SO2、NOx污染物排放，从根本上实现了洁净燃烧

的目的，并通过在烟煤与无烟煤配比中添加各种

燃煤清洁助剂制作环保洁净型煤，提高了煤炭资

源的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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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其特征在于：包括595～680重量份的无烟煤、170～255重量份的

烟煤、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1～3重量份的尿素、1～3重量份的乳酸钙、0.3～0.5重量

份的催化剂、1～3重量份的粘合剂以及8～15重量份的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脱硝剂中包含1～3重量

份的助燃剂氧化镁和醋酸镁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为纳米二氧化钛、氧

化硅、氧化铁和/或氧化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粉、聚乙烯

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烟煤的粒径小于3mm，所述

烟煤的粒径为5～15mm。

6.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其特征在于：包括680重量份的无烟煤、170重量份的烟煤、3重量

份的脱硫脱硝剂、1.5重量份的尿素、1重量份的乳酸钙、0.3重量份的催化剂、1重量份的粘

合剂以及8重量份的水。

7.一种环保洁净型煤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将595～680重量份的无烟煤、170～255重量份的烟煤、1～3重量份的粘合剂以及1～

3重量份的乳酸钙混合均匀，得到煤粉料A；

B、将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与5～10重量份的水混合，得到液体B；

C、将0.3～0.5重量份的催化剂与1～3重量份的尿素混合加入到3～5重量份的水中，得

到液体C；

D、将所述液体C与所述液体B混合，搅拌均匀后再加入所述煤粉料A，采用混料机搅拌1

～2小时，经过成型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脱硝剂中包

含1～3重量份的助燃剂氧化镁和醋酸镁混合物；所述催化剂为纳米二氧化钛、氧化硅、氧化

铁和/或氧化铜。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

粉、聚乙烯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环保洁净型煤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烟煤的粒径

小于3mm，所述烟煤的粒径为5～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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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及其制备方法，特别是涉及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煤炭消费大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中的70％左右，其中，高达70％左右用

于直接燃烧或发电。我国商品煤平均硫分为1.01％，燃煤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有烟尘、

SO2、NOx、CO2等，其中燃煤排放的SO2占各类污染源总排放量的87％。

[0003] 煤炭在今后相当时期内，仍然是我国能源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在冬季取暖季，北方

农村仍以煤炭直接燃烧来取暖，产生的废气给大气环境带来了较大危害。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及其制备方法，以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

率，可使散煤燃烧SO2、NOx达标排放，具有较高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包括595～680  重量份的无烟

煤、170～255重量份的烟煤、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  1～3重量份的尿素、1～3重量份的

乳酸钙、0.3～0.5重量份的催化剂、  1～3重量份的粘合剂以及8～15重量份的水。

[0006] 优选地，所述脱硫脱硝剂中包含1～3重量份的助燃剂氧化镁和醋酸镁混合物。

[0007]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为纳米二氧化钛、氧化硅、氧化铁和/或氧化铜。

[0008] 优选地，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粉、聚乙烯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0009] 优选地，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粉、聚乙烯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0010] 优选地，所述无烟煤的粒径小于3mm，所述烟煤的粒径为  5～15mm。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包括680重量份的无烟煤、  170重量份的烟

煤、3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1.5重量份的尿素、1重量份的乳酸钙、0.3重量份的催化剂、1重

量份的粘合剂以及8重量份的水。

[001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洁净型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A、将595～680重量份的无烟煤、170～255重量份的烟煤、1～3  重量份的粘合剂以

及1～3重量份的乳酸钙混合均匀，得到煤粉料A；

[0014] B、将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与5～10重量份的水混合，得到液体B；

[0015] C、将0.3～0.5重量份的催化剂与1～3重量份的尿素混合加入到  3～5重量份的水

中，得到液体C；

[0016] D、将所述液体C与所述液体B混合，搅拌均匀后再加入所述煤粉料A，采用混料机搅

拌1～2小时，经过成型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0017] 优选地，所述脱硫脱硝剂中包含1～3重量份的助燃剂氧化镁和醋酸镁混合物。

[0018] 优选地，所述催化剂为纳米二氧化钛、氧化硅、氧化铁和/或氧化铜。

[0019] 优选地，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粉、聚乙烯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0020] 优选地，所述无烟煤的粒径小于3mm，所述烟煤的粒径为  5～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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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基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2] 本发明提供的环保洁净型煤通过将不同粒径的物料充分填充到煤粉中，在洁净型

煤燃烧时使得SO2、NOx达标排放，烟煤和无烟煤的配合使用易燃，保证燃烧充分，填充在型煤

之中的添加剂充分发挥作用，将SO2与NOx留在灰分中形成金属盐类和燃烧过程被还原为 

N2，降低了SO2、NOx污染物排放，从根本上实现了洁净燃烧的目的。

[0023] 本发明通过在烟煤与无烟煤配比中添加各种燃煤清洁助剂制作环保洁净型煤，提

高了煤炭资源的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保洁净型煤，用于散煤燃烧过程中SO2、NOx排放超标控制，同

时解决了现用型煤不易燃、燃尽率低的问题，增加了煤炭资源的利用率。

[0026] 具体地，所述环保洁净型煤包括595～680重量份的无烟煤、  170～255重量份的烟

煤、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1～3重量份的尿素、  1～3重量份的乳酸钙、0.3～0.5重量份

的催化剂、1～3重量份的粘合剂以及8～15重量份的水。

[0027] 优选地，所述脱硫脱硝剂中包含1～3重量份的助燃剂氧化镁和醋酸镁混合物。所

述催化剂为纳米二氧化钛、氧化硅、氧化铁和/或氧化铜。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粉、聚乙烯

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0028] 优选地，所述无烟煤的粒径小于3mm，所述烟煤的粒径为  5～15mm。

[002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环保洁净型煤，包括680重量份的无烟煤、  170重量份的烟

煤、3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1.5重量份的尿素、1重量份的乳酸钙、0.3重量份的催化剂、1重

量份的粘合剂以及8重量份的水。

[0030] 本发明提供的环保洁净型煤通过将不同粒径的物料充分填充到煤粉中，在洁净型

煤燃烧时使得SO2、NOx达标排放，烟煤和无烟煤的配合使用易燃，保证燃烧充分，填充在型煤

之中的添加剂充分发挥作用，将SO2与NOx留在灰分中形成金属盐类和燃烧过程被还原为 

N2，降低了SO2、NOx污染物排放，从根本上实现了洁净燃烧的目的。

[0031] 本发明的还提供了一种环保洁净型煤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A、将595～680重量份的无烟煤、170～255重量份的烟煤、1～3  重量份的粘合剂以

及1～3重量份的乳酸钙混合均匀，得到煤粉料A；

[0033] B、将3～5重量份的脱硫脱硝剂与5～10重量份的水混合，得到液体B；

[0034] C、将0.3～0.5重量份的催化剂与1～3重量份的尿素混合加入到  3～5重量份的水

中，得到液体C；

[0035] D、将所述液体C与所述液体B混合，搅拌均匀后再加入所述煤粉料A，采用混料机搅

拌1～2小时，经过成型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0036] 优选地，所述脱硫脱硝剂中包含1～3重量份的助燃剂氧化镁和醋酸镁混合物。所

述催化剂为纳米二氧化钛、氧化硅、氧化铁和/或氧化铜。所述粘合剂为改性淀粉、聚乙烯

醇、聚丙烯酸钠和/或羧甲基纤维素钠。

[0037] 优选地，所述无烟煤的粒径小于3mm，所述烟煤的粒径为  5～15mm。由于环保洁净

型煤是将粒径为小于3mm的无烟煤与粒径为  5～15mm的烟煤充分混合，添加助剂将助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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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的混合在煤料当中，在型煤燃烧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能够显著降低SO2、NOx的排放，压制

成型煤，物料均匀的分散在型煤当中，使得型煤易燃，且燃烧效果好。

[0038] 本发明通过在烟煤与无烟煤配比中添加各种燃煤清洁助剂制作环保洁净型煤，提

高了煤炭资源的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

[0039] 实施例1

[0040] A、将680千克无烟煤与170千克烟煤均匀混合，1.5千克乳酸钙与3千克粘合剂混合

均匀，煤粉料A；

[0041] B、将4千克脱硫脱硝剂与5千克的水搅拌均匀，得到液体B；

[0042] B、将0.5千克催化剂与3千克尿素混合均匀，加入5千克水得到液体C；

[0043] C、将液体C与液体B混合，再混入煤料A，混合后，用混料机搅拌1～2小时，经过成型

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0044] 通过煤粉与煤块的结合减少了物料的浪费，实际工业生产中煤粉是作为煤渣被废

弃的，将资源充分利用。污染物SO2、NOx的排放值分别为18和32ppm，低于(锅炉)尘排放要求

的数倍。

[0045] 实施例2

[0046] A、将640千克无烟煤与210千克烟煤均匀混合，1千克乳酸钙与3千克粘合剂混合均

匀，煤粉料A，另外将4千克脱硫脱硝剂与8  千克的水搅拌均匀，得到液体B；

[0047] B、将0.5千克催化剂与3千克尿素混合均匀，加入5千克水得到液体C

[0048] C、将液体C与液体B混合，再混入煤料A，混合后，用混料机机搅拌1～2小时，经过成

型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0049] 通过煤粉与煤块的结合减少了物料的浪费，实际工业生产中煤粉是作为煤渣被废

弃的，将资源充分利用。污染物SO2、NOx的排放分别为8和18ppm，低于(锅炉)尘排放要求的好

几倍。

[0050] 实施例3

[0051] A、将595千克无烟煤与255千克烟煤均匀混合，3千克乳酸钙与3千克粘合剂混合均

匀，煤粉料A，另外将3千克脱硫脱硝剂与千  8克的水搅拌均匀，得到液体B；

[0052] B、将0.5千克催化剂与3千克尿素混合均匀，加入5千克水得到液体C；

[0053] C、将液体C与液体B混合，再混入煤料A，混合后，用混料机机搅拌1～2小时，经过成

型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0054] 通过煤粉与煤块的结合减少了物料的浪费，实际工业生产中煤粉是作为煤渣被废

弃的，将资源充分利用。污染物SO2、NOx的排放分别为16和28ppm，低于(锅炉)尘排放要求的

好几倍。

[0055] 实施例4

[0056] A、将680千克无烟煤与170千克烟煤均匀混合，2千克乳酸钙与3千克粘合剂混合均

匀，煤粉料A，另外将5千克脱硫脱硝剂与千  8克的水搅拌均匀，得到液体B；

[0057] B、将0.4千克催化剂与2千克尿素混合均匀，加入4千克水得到液体C；

[0058] C、将液体C与液体B混合，再混入煤料A，混合后，用混料机机搅拌1～2小时，经过成

型得到环保洁净型煤。

[0059] 通过煤粉与煤块的结合减少了物料的浪费，实际工业生产中煤粉是作为煤渣被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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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的，将资源充分利用。污染物SO2、NOx的排放分别为17和22ppm，低于(锅炉)尘排放要求的

好几倍。

[0060]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

可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对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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