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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

的装置和方法，属于褐煤干燥设备技术领域，所

述装置包括进料装置、振动传动机构、热风发生

装置、微波发生装置、干燥腔体、测温系统和尾气

处理装置。进料装置包括进料斗和螺旋进料器，

热风发生装置包括鼓风机和热风炉，干燥腔体的

上方设有1个以上微波发生装置和1个以上排气

口，腔体内设有保温层和可屏蔽微波的金属外

壳，所述振动传动机构与腔体外部的振动电机相

连接，其末端设有可抽动的挡板和出料口。所述

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

原煤粉碎，经筛分处理；再通过螺旋进料器进样；

开启热风发生装置和微波发生装置；通过振动传

动机构振动并传送，微波热风联合对微波干燥腔

体的褐煤进行干燥；干燥得到的成品，通过活动

挡板收集到成品煤仓。本发明装置结构简单，投

资成本低，占地面积小，操作效率高，可实现连续

生产；微波联合热风干燥的方法可提高物料的热

效率，干燥速率快；余热回收，能量利用率高，降

低能耗，对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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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料装置、振动传动机构

(13)、热风发生装置、微波发生装置(7)、干燥腔体(11)、测温系统和尾气处理装置(10)，所

述进料装置包括进料斗(4)和螺旋进料器(5)，所述热风发生装置包括鼓风机(1)和热风炉

(2)，所述干燥腔体(11)的上方设有1个以上微波发生装置(7)和1个以上排气口(6)，腔体内

设有保温层和可屏蔽微波的金属外壳，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与腔体外部的振动电机(12)

相连接，其末端设有可抽动的挡板(18)和出料口(19)，最后干燥后的褐煤收集到成品煤仓

(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微波发生装

置(7)进一步包括交流电源(21)、磁控管(22)、微波波导管(23)和天线(24)，所述微波发生

装置(7)可调节频率和功率，功率为1~20kW，频率为915±50MHz或2450±50MHz。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振动传动机

构(13)进一步包括传动电机(25)、主动传动辊(26)、振动筛面(27)、传送带(28)、底板(29)、

支架(30)和从动传动辊(31)，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具有一定的倾斜角，其下端设有减震

弹簧(15)和支撑座(16)，所述振动筛面(27)为耐磨筛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测温系统进

一步包括红外测温探头(8)和数字显示测温仪(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腔体

(11)中的热风流动方向与原料褐煤的输送方向互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发生装

置提供的热风温度为80～220℃，氧含量20%以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处理装

置(10)内设有空气过滤器，经常规技术气固分离和脱水处理后的尾气，通过分气阀(3)循环

回热风发生装置，将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20)中。

8.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原煤粉碎，经筛分处理得到煤样；

2)将步骤1)得到的煤样通过进料斗加入螺旋进料器，在螺旋叶片的搅拌下连续向微波

干燥腔体中供给；

3)开启热风发生装置和微波发生装置，向微波干燥腔体提供热风和微波，并调节所述

热风发生装置的温度和所述微波发生装置的功率和频率；

4)开启测温装置，对微波干燥腔体进行实时测温；

5)通过振动传动机构振动并传送，微波热风联合对供给到所述微波干燥腔体的褐煤进

行干燥；

6)将步骤5)干燥得到的成品，通过活动挡板收集到成品煤仓；

7)蒸汽由微波干燥腔体上部的一个以上的排气口向尾气处理装置供给，处理后的蒸汽

回收到热风发生装置，所得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经

粉碎筛分处理的煤样粒度≤3mm。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热风发生装置的温度为80~220℃，氧含量2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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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微波发生装置的功率为1~20kW，频率为915±50MHz或2450±50MHz，干燥时间为2~20min。

12.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

测温装置量程为-30~  650℃。

13.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

热风流动方向与原料褐煤的输送方向互逆，且热风水平运动至倾斜的振动传动机构后变为

向上的运动趋势，利于蒸汽排出。

14.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干燥过程

为连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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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褐煤干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褐煤属于低品质煤，由于孔隙和表面发达，故吸水性强，自身水分高(20～50%)。燃

烧烟雾大、热值低，易风化和自燃等自身缺陷，不便于贮存和运输，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

有效转化利用，严重制约其经济效益与竞争性。为了清洁、高效的利用褐煤资源，降低利用

成本，对褐煤进行燃烧前的脱水提质改性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0003] 目前，国内外常规的褐煤干燥方法主要为流化床或旋转干燥方法，普遍存在以下

缺点：①只能去除褐煤外在水分，不易干燥内在水和毛细水，干燥成品易发生水分复吸；②

易出现引燃粉煤事故，存在燃烧甚至爆炸的危险；③干燥设备结构复杂，耗能大，占地面积

大，且设备造价高；④褐煤末和块的含水量不均匀，干燥不均匀。微波干燥速率快，选择性

好，穿透性强，可即停即用，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褐煤干燥方式。

[0004] 专利号为CN102564095公开了“一种低压过热蒸汽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采用

蒸汽自下而上运动，褐煤自上而下运动的方式进行干燥，其工艺复杂、工艺条件严格，存在

日处理量低、干燥不均匀的缺点。专利号为CN102207350B公开了“一种微波流化干燥褐煤的

方法 ”，此方法是将原料褐煤先经过通有热风的微波装置进行预干燥，再经过通有热风的

流化床装置进行流化干燥，实现对褐煤的干燥过程。但是该专利方法流程复杂，设备占地面

积大，两次热风的流程植入，能耗高和工业成本高。

[0005] 为了达到预期的节能环保、降耗和有效提质的目的。因此，开发一种工艺方法简

单，安全，低能耗，脱水率高且不复吸水的褐煤干燥技术，对于褐煤的工业化应用是极具实

际意义的。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采用微波热风

联合干燥技术与振动筛结合，减少作业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提高褐煤的干燥速率和水分

去除率，可连续处理褐煤，增加日处理量，实现规模化应用。

[0007]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进料装置、振动传动机构(13)、

热风发生装置、微波发生装置(7)、干燥腔体(11)、测温系统和尾气处理装置(10)，所述进料

装置包括进料斗(4)和螺旋进料器(5)，所述热风发生装置包括鼓风机(1)和热风炉(2)，所

述干燥腔体(11)的上方设有1个以上微波发生装置(7)和1个以上排气口(6)，腔体内设有保

温层和可屏蔽微波的金属外壳，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与腔体外部的振动电机(12)相连

接，其末端设有可抽动的挡板(18)和出料口(19)，最后干燥后的褐煤收集到成品煤仓(20)。

[0008] 所述微波发生装置(7)进一步包括交流电源(21)、磁控管(22)、微波波导管(23)和

天线(24)，所述微波发生装置(7)可调节频率和功率，功率为1~20kW，频率为915±50MHz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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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50MHz。

[0009] 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进一步包括传动电机(25)、主动传动辊(26)、振动筛面

(27)、传送带(28)、底板(29)、支架(30)和从动传动辊(31)，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具有一

定的倾斜角，其下端设有减震弹簧(15)和支撑座(16)，所述振动筛面(27)为耐磨筛面。

[0010] 所述测温系统进一步包括红外测温探头(8)和数字显示测温仪(9)。

[0011] 所述干燥腔体(11)中的热风流动方向与原料褐煤的输送方向互逆。

[0012] 所述热风发生装置提供的热风温度为80～220℃，氧含量20%以下。

[0013] 所述尾气处理装置(10)内设有空气过滤器，经常规技术气固分离和脱水处理后的

尾气，通过分气阀(3)循环回热风发生装置，余热回收，将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20)中。

[0014] 此外，本发明作为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可包括步骤：

1)将原煤粉碎，经筛分处理得到煤样；

2)将步骤1)得到的煤样通过进料斗加入螺旋进料器，在螺旋叶片的搅拌下连续向微波

干燥腔体中供给；

3)开启热风发生装置和微波发生装置，向微波干燥腔体提供热风和微波，并调节所述

热风发生装置的温度和所述微波发生装置的功率和频率；

4)开启测温装置，对微波干燥腔体进行实时测温；

5)通过振动传动机构振动并传送，微波热风联合对供给到所述微波干燥腔体的褐煤进

行干燥；

6)将步骤5)干燥得到的成品，通过活动挡板收集到成品煤仓；

7)  蒸汽由微波干燥腔体上部的一个以上的排气口向尾气处理装置供给，处理后的蒸

汽回收到热风发生装置，所得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中。

[0015] 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经粉碎筛分处

理的煤样粒度≤3mm。

[0016] 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热风发生装置

的温度为80~220℃，氧含量20%以下。

[0017] 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微波发生装置

的功率为1~20kW，频率为915±50MHz或2450±50MHz，干燥时间为2~20min。

[0018] 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测温装置量程

为-30~650℃。

[0019] 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中热风流动方向

与原料褐煤的输送方向互逆，且热风水平运动至倾斜的振动传动机构后变为向上的运动趋

势，利于蒸汽排出。

[0020] 所述的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整个干燥过程为连续式。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提供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装置结构简单，投资成本低，占地面

积小，操作效率高，可实现连续生产。

[0022]   2、本发明装置中，利用微波能对褐煤中的水分进行选择性加热，解决了传统干燥

技术不能深度干燥的问题，有利于保持褐煤基质的完整性，微波干燥过程中传质传热的方

向一致，由褐煤基质内部到表面，结合热风干燥，干燥速率大大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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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3、本发明装置采用具有一定倾斜角的振动传动机构装置，解决了物料在传送过程

中易堵料的问题，使得物料在整个干燥过程中增加了气固接触面积，且热风与物料的运动

方向互逆，充分换热，干燥效果更均匀，热风水平运动至倾斜的振动传动机构后变为向上的

运动趋势，利于蒸汽排出。

[0024] 4、热风携带水蒸气在腔体内流动，避免了微波干燥褐煤过程中易出现打火和燃烧

的安全隐患。

[0025]   5、微波热风联合干燥时，褐煤中析出的微量的煤焦油在其表面凝结堵塞毛细孔，

从而降低褐煤的亲水性，达到褐煤干燥提质的效果。

[0026] 6、干燥温度低，能量的利用率高，降低了能耗，安全性高，环境污染小。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2为微波发生器示意图；

图3为振动传动机构示意图；

其中：1为鼓风机，2为热风炉，3为分气阀，4为进料斗，5为螺旋进料器，6为排气口，7为

微波发生装置，8为红外测温探头，9为数字显示测温仪，10为尾气处理装置，11为干燥腔体，

12为振动电机，13为振动传动机构，14为保温层，15为减震弹簧，16为支撑座，17为金属外

壳，18为挡板，19为出料口，20为成品煤仓，21为交流电源，22为磁控管，23为微波波导管，24

为天线，25为传动电机、26为主动传动辊，27为振动筛面，28为传送带，29为底板，30为支架，

31为从动传动辊。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易于明白了解，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具体实例对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下述实施例。

[0029]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包括：进料装置、振动传动机构(13)、

热风发生装置、微波发生装置(7)、干燥腔体(11)、测温系统和尾气处理装置(10)，所述进料

装置包括进料斗(4)和螺旋进料器(5)，所述热风发生装置包括鼓风机(1)和热风炉(2)，所

述干燥腔体(11)的上方设有1个以上微波发生装置(7)和1个以上排气口(6)，腔体内设有保

温层和可屏蔽微波的金属外壳，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与腔体外部的振动电机(12)相连

接，其末端设有可抽动的挡板(18)和出料口(19)，最后干燥后的褐煤收集到成品煤仓(20)，

虚线箭头表示气体的运动方向，实线箭头表示物料的运动方向。

[0030] 如图2所示，所述微波发生装置(7)进一步包括交流电源(21)、磁控管(22)、微波波

导管(23)和天线(24)，所述微波发生装置(7)可调节频率和功率。

[0031] 如图3所示，所述振动传动机构(13)进一步包括传动电机(25)、主动传动辊(26)、

振动筛面(27)、传送带(28)、底板(29)、支架(30)和从动传动辊(31)，所述振动传动机构

(13)具有一定的倾斜角，其下端设有减震弹簧(15)和支撑座(16)，所述振动筛面(27)为耐

磨筛面。

[0032] 所述测温系统进一步包括红外测温探头(8)和数字显示测温仪(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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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所述干燥腔体(11)中的热风流动方向与原料褐煤的输送方向互逆。

[0034] 所述热风发生装置提供的热风温度为80～220℃，氧含量20%以下。

[0035] 所述尾气处理装置(10)内设有空气过滤器，经常规技术气固分离和脱水处理后的

尾气，通过分气阀(3)循环回热风发生装置，将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20)中。

[0036] 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采用的褐煤煤样为云南昭通褐煤，包括以下

步骤：

1)将原煤粉碎，经筛分处理得到煤样粒度为≤1mm；

2)将步骤1)得到的煤样通过进料斗加入螺旋进料器，在螺旋叶片的搅拌下连续向微波

干燥腔体中供给；

3)开启热风发生装置和微波发生装置，向微波干燥腔体提供热风和微波，并调节所述

热风发生装置的温度为100℃和所述微波发生装置的功率为2000W和频率为2450MHz；

4)开启测温装置，对微波干燥腔体进行实时测温；

5)通过振动传动机构振动并传送，微波热风联合对供给到所述微波干燥腔体的褐煤干

燥6min；

6)将步骤5)干燥得到的成品，通过活动挡板收集到成品煤仓；

7)  蒸汽由微波干燥腔体上部的一个以上的排气口向尾气处理装置供给，处理后的蒸

汽回收到热风发生装置，所得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中。

[0037] 通过此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褐煤脱水率可达80%以上。

[0038] 实施例2

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结构同实施例1。

[0039] 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采用的褐煤煤样为云南昭通褐煤，包括以下

步骤：

1)将原煤粉碎，经筛分处理得到煤样粒度为≤2mm；

2)将步骤1)得到的煤样通过进料斗加入螺旋进料器，在螺旋叶片的搅拌下连续向微波

干燥腔体中供给；

3)开启热风发生装置和微波发生装置，向微波干燥腔体提供热风和微波，并调节所述

热风装置的温度为120℃和所述微波发生装置的功率为1000W和频率为915MHz；

4)开启测温装置，对微波干燥腔体进行实时测温；

5)通过振动传动机构振动并传送，微波热风联合对供给到所述微波干燥腔体的褐煤干

燥8min；

6)将步骤5)干燥得到的成品，通过活动挡板收集到成品煤仓；

7)  蒸汽由微波干燥腔体上部的一个以上的排气口向尾气处理装置供给，处理后的蒸

汽回收到热风发生装置，所得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中。

[0040] 通过此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褐煤脱水率可达85%以上。

[0041] 实施例3

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结构同实施例1。

[0042] 一种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方法，采用的褐煤煤样为云南昭通褐煤，包括以下

步骤：

1)将原煤粉碎，经筛分处理得到煤样粒度为≤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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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步骤1)得到的煤样通过进料斗加入螺旋进料器，在螺旋叶片的搅拌下连续向微波

干燥腔体中供给；

3)开启热风发生装置和微波发生装置，向微波干燥腔体提供热风和微波，并调节所述

热风发生装置的温度为150℃和所述微波发生装置的功率为4000W和频率为915MHz；

4)开启测温装置，对微波干燥腔体进行实时测温；

5)通过振动传动机构振动并传送，微波热风联合对供给到所述微波干燥腔体的褐煤干

燥4min；

6)将步骤5)干燥得到的成品，通过活动挡板收集到成品煤仓；

7)  蒸汽由微波干燥腔体上部的一个以上的排气口向尾气处理装置供给，处理后的蒸

汽回收到热风发生装置，所得固体回收到成品煤仓中。

[0043] 通过此微波热风联合干燥褐煤的装置和方法，褐煤脱水率可达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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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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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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