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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包括工

作台、加热装置与分离装置，工作台左侧上端固

定安装有加热装置，加热装置右端安装有分离装

置，所述加热装置包括加热架、加热罐、挡块、输

入管、漏斗、电机一与粉碎架，所述分离装置包括

簧片、输气管、输料管、电机二、螺旋杆、盛放盒与

过滤架，本发明通过加热装置对煤炭进行粉碎处

理，同时对加热过程中的煤炭进行搅拌，使其受

热均匀，从而提高焦化处理的效率与质量，同时

防止在加热过程中，加热罐内的气体与热量与外

界接触，通过分离装置对煤炭焦化后的产物进行

分离与运输，最终对其进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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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使用了一种煤炭焦化处理设备，该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包

括工作台(1)、加热装置(2)与分离装置(3)，采用上述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对煤炭进行焦化处

理时的具体方法如下：

S1、通入煤炭：将煤炭通入设备，并对其进行粉碎加工处理，使其颗粒体积变小，从而增

大其可接触面积；

S2、加热煤炭：对经过粉碎处理的煤炭颗粒进行加热，在加热过程中对煤炭颗粒进行搅

动，从而加快煤炭加热速度，同时使煤炭受热均匀；

S3、分离生成物：当经过加热后的煤炭完全反应生成足量的生成物后，对气体生成物进

行收集，同时对非气体生成物进行冷却，并对冷却后的生成物进行运输，同时对其进行分离

处理；

S4、收集生成物：对经过分离后的生成物进行运输，并对其进行收集；其特征在于：

工作台(1)左侧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装置(2)，加热装置(2)右端安装有分离装置(3)；

所述加热装置(2)包括加热架(21)、加热罐(22)、挡块(23)、输入管(24)、漏斗(25)、电

机一(26)与粉碎架(27)，工作台(1)左侧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架(21)，加热架(21)上端固定

安装有加热罐(22)，加热罐(22)上侧左端开设有圆形通孔，圆形通孔右侧通过销轴安装有

挡块(23)，圆形通孔左侧固定安装有输入管(24)，输入管(24)上端固定安装有漏斗(25)，加

热罐(22)上端通过电机座固定安装有电机一(26)，电机一(26)下端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

安装有粉碎架(27)；

所述分离装置(3)包括簧片(31)、输气管(32)、输料管(33)、电机二(34)、螺旋杆(35)、

盛放盒(36)与过滤架(37)，加热罐(22)右侧上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下端通过销轴

安装有簧片(31)，圆柱通孔上端固定安装有输气管(32)，加热罐(22)下侧右端开设有圆柱

通孔，圆柱通孔右端固定安装有输料管(33)，输料管(33)左端以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插

板，输料管(33)右端通过电机座固定安装有电机二(34)，电机二(34)左端输出轴通过联轴

器固定安装有螺旋杆(35)，输料管(33)右侧下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下端固定设置

有Ｌ形圆管，Ｌ形圆管末端固定安装有盛放盒(36)，盛放盒(36)内部安装有过滤架(37)；

所述过滤架(37)包括过滤板(371)、电动气缸(372)、压板(373)与矩形长盒(374)，盛放

罐内侧中部固定安装有过滤板(371)，过滤板(371)的上端开设有三角块凹槽，盛放罐上侧

下端面固定安装有电动气缸(372)，电动气缸(372)下端固定安装有压板(373)，压板(373)

的下端设置有三角块，盛放罐下端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以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

矩形长盒(37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热罐(22)内表面

光滑，加热罐(22)外侧设置有保温板。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挡块(23)为圆形

板，挡板右侧开设有截面为三角形的弧形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碎架(27)包括转

动杆(271)、十字刀(272)、矩形刀片(273)与搅拌板(274)，电机一(26)下端输出轴通过联轴

器固定安装有转动杆(271)，转动杆(271)外表面沿周向均匀固定安装有倾斜的十字刀

(272)，十字刀(272)下端均匀设置有倾斜的矩形刀片(273)，转动杆(271)外表面沿周向均

匀固定安装有搅拌板(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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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杆(35)上固定

设置有橡胶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盛放盒(36)包括矩

形盒(361)、电动推杆(362)、矩形厚板(363)、橡胶厚板(364)、小弹簧(365)、橡胶块(366)与

倾斜长板(367)，Ｌ形圆管末端固定安装有矩形盒(361)，矩形盒(361)左侧开设有矩形凹

槽，矩形凹槽内固定安装有电动推杆(362)，电动推杆(362)右端固定安装有矩形厚板

(363)，矩形厚板(363)右端固定安装有橡胶厚板(364)，橡胶厚板(364)为倒Ｌ形，橡胶厚板

(364)下端均匀固定安装有小弹簧(365)，小弹簧(365)末端固定安装有橡胶块(366)，矩形

盒(361)右端开设有矩形通孔，矩形通孔右端固定安装有倾斜长板(367)，倾斜长板(367)为

玻璃材质，倾斜长板(367)前后两侧对称设置有矩形玻璃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板(373)四周均

固定设置有橡胶板，压板(373)下表面固定设置有塑料薄膜。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板(274)下端

均匀设置有倾斜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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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炭加工处理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焦化是以煤为原料，在隔绝空气条件下，加热到950℃左右，经高温干馏生产焦

炭，同时获得煤气、煤焦油并回收其它化工产品的一种煤转化工艺，焦炭的主要用途是炼

铁，少量用作化工原料制造电石、电极等，煤焦油是黑色粘稠性的油状液体，其中含有苯、

酚、萘、蒽、菲等重要化工原料，它们是医药、农药、炸药、染料等行业的原料，经适当处理可

以一一加以分离。

[0003] 在对煤炭进行焦化处理的过程中，由于煤炭以及生成物的结构限制，导致在实际

操作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0004] (1)传统的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在对煤炭进行加工之前，需要对煤炭进行处理，使其

颗粒体积变小再通入设备进行加热处理，由于煤炭颗粒经过粉碎后较小，在运输过程中极

易附着在运输零件内表面，且煤炭颗粒极易在运输过程中极易泄露，从而造成煤炭颗粒的

浪费。

[0005] (2)传统的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在对经过加热的煤炭进行分离处理时，需要较长的

时间使其完全分离，且生成物易附着在盛放零件表面，从而造成零件表面需要另外进行清

理，从而增加了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

法，其使用了一种煤炭焦化处理设备，该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包括工作台、加热装置与分离装

置，采用上述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对煤炭进行焦化处理时的具体方法如下：

[0008] S1、通入煤炭：将煤炭通入设备，并对其进行粉碎加工处理，使其颗粒体积变小，从

而增大其可接触面积；

[0009] S2、加热煤炭：对经过粉碎处理的煤炭颗粒进行加热，在加热过程中对煤炭颗粒进

行搅动，从而加快煤炭加热速度，同时使煤炭受热均匀；

[0010] S3、分离生成物：当经过加热后的煤炭完全反应生成足量的生成物后，对气体生成

物进行收集，同时对非气体生成物进行冷却，并对冷却后的生成物进行运输，同时对其进行

分离处理；

[0011] S4、收集生成物：对经过分离后的生成物进行运输，并对其进行收集；

[0012] 工作台左侧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装置，加热装置右端安装有分离装置；

[0013] 所述加热装置包括加热架、加热罐、挡块、输入管、漏斗、电机一与粉碎架，工作台

左侧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架，加热架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罐，加热罐上侧左端开设有圆形

通孔，圆形通孔右侧通过销轴安装有挡块，圆形通孔左侧固定安装有输入管，输入管上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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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装有漏斗，加热罐上端通过电机座固定安装有电机一，电机一下端输出轴通过联轴器

固定安装有粉碎架；通过加热架对煤炭进行加热，通过加热罐对煤炭的加工量进行限制，通

过挡块利用重力使煤炭进入加热罐，当煤炭完全进入加热罐后，通过挡块防止加热罐内的

气体与热量通过进入输入管与漏斗与外界接触，通过输入管与漏斗控制煤炭进入加热罐时

的运动轨迹，通过电机一带动粉碎架转动，从而对煤炭进行粉碎，以达到对煤炭进行快速均

匀加热的目的。

[0014] 所述分离装置包括簧片、输气管、输料管、电机二、螺旋杆、盛放盒与过滤架，加热

罐右侧上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下端通过销轴安装有簧片，圆柱通孔上端固定安装

有输气管，加热罐下侧右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右端固定安装有输料管，输料管左端

以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插板，输料管右端通过电机座固定安装有电机二，电机二左端输

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有螺旋杆，输料管右侧下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下端固定

设置有L形圆管，L形圆管末端固定安装有盛放盒，盛放盒内部安装有过滤架；当煤炭未完全

反应从而产生足量的气体时，通过簧片防止加热罐内的气体与热量与外界接触，从而造成

热量的损失，通过插板防止加热罐内的气体与热量通过输料管与外界接触，通过输料管与

螺旋杆相配合，对完全加热反应后的煤炭进行运输，使其进入盛放盒，通过过滤架对完全反

应后的煤炭进行挤压过滤，使煤焦油与焦炭相分离。

[0015] 所述过滤架包括过滤板、电动气缸、压板与矩形长盒，盛放罐内侧中部固定安装有

过滤板，过滤板的上端开设有三角块凹槽，盛放罐上侧下端面固定安装有电动气缸，电动气

缸下端固定安装有压板，压板的下端设置有三角块，盛放罐下端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

内以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矩形长盒；通过过滤板对反应完全的煤炭进行支撑，并对煤焦

油进行过滤，通过电动气缸带动压板对煤炭进行挤压，从而加速煤焦油与焦炭分离，同时使

其分离得更加充分，通过过滤板上端的三角块凹槽与压板下端的三角块使过滤板与压板紧

贴的同时，使大部分的煤炭聚集在左侧，从而使大部分的煤焦油从左侧向下流动，以防止煤

炭从右侧溢出，通过矩形长盒对煤焦油进行收集。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加热罐内表面光滑，加热罐外侧设置有保

温板；通过内表面光滑的加热罐以防止煤炭附着在加热罐内璧，通过保温板对加热罐进行

保温处理。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挡块为圆形板，挡板右侧开设有截面为三

角形的弧形块；通过右侧开设截面为三角形的弧形块降低挡块的质量，同时保持挡块上端

的尺寸大小，以防止挡块上端尺寸较小，从而无法稳定支撑挡块。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粉碎架包括转动杆、十字刀、矩形刀片与搅

拌板，电机一下端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有转动杆，转动杆外表面沿周向均匀固定安

装有倾斜的十字刀，十字刀下端均匀设置有倾斜的矩形刀片，转动杆外表面沿周向均匀固

定安装有搅拌板；通过转动杆支撑固定十字刀、矩形刀片与搅拌板，通过倾斜的十字刀与矩

形刀片对煤炭进行完全粉碎，通过搅拌板对粉碎后的煤炭进行搅拌，使其与加热架均匀充

分的接触。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螺旋杆上固定设置有橡胶条；通过橡胶条

使螺旋杆与输料管之间紧密接触，从而使螺旋杆将反应完全的煤炭向右完全进行运输。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盛放盒包括矩形盒、电动推杆、矩形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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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厚板、小弹簧、橡胶块与倾斜长板，L形圆管末端固定安装有矩形盒，矩形盒左侧开设有

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固定安装有电动推杆，电动推杆右端固定安装有矩形厚板，矩形厚板

右端固定安装有橡胶厚板，橡胶厚板为倒L形，橡胶厚板下端均匀固定安装有小弹簧，小弹

簧末端固定安装有橡胶块，矩形盒右端开设有矩形通孔，矩形通孔右端固定安装有倾斜长

板，倾斜长板为玻璃材质，倾斜长板前后两侧对称设置有矩形玻璃块；通过矩形盒对过滤板

进行支撑，通过电动推杆带动矩形厚板向右运动，通过小弹簧与橡胶块相配合，使橡胶厚板

与过滤板紧密接触，从而对过滤板上的焦炭完全向右进行推出。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压板四周均固定设置有橡胶板，压板下表

面固定设置有塑料薄膜；通过塑料薄膜使压板与过滤板之间进行挤压时，不会使压板表面

附着煤焦油，同时塑料薄膜便于更换，价格低廉。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搅拌板下端均匀设置有倾斜短板；通过倾

斜短板增加搅拌板与煤炭的接触面积，以达到对煤炭进行完全均匀搅拌的目的。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4] 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通过加热装置对煤炭进行粉碎处理，同

时对加热过程中的煤炭进行搅拌，使其受热均匀，从而提高焦化处理的效率与质量，通过分

离装置对煤炭焦化后的产物进行分离与运输，最终对其进行收集。

[0025] 2.本发明通过设置的加热装置，通过右侧开设截面为三角形的弧形块降低挡块的

质量，同时保持挡块上端的尺寸大小，以防止挡块上端尺寸较小，从而无法稳定支撑挡块。

[0026] 3.本发明通过设置的加热装置，通过转动杆支撑固定十字刀、矩形刀片与搅拌板，

通过倾斜的十字刀与矩形刀片对煤炭进行完全粉碎，通过倾斜短板增加搅拌板与煤炭的接

触面积，从而对粉碎后的煤炭进行搅拌，以达到对煤炭进行完全均匀搅拌的目的，从而使其

与加热架均匀充分的接触。

[0027] 4.本发明通过设置的分离装置，通过矩形盒对过滤板进行支撑，通过电动推杆带

动矩形厚板向右运动，通过小弹簧与橡胶块相配合，使橡胶厚板与过滤板紧密接触，从而对

过滤板上的焦炭完全向右进行推出。

[0028] 5.本发明通过设置的分离装置，通过过滤板对反应完全的煤炭进行支撑，并对煤

焦油进行过滤，通过电动气缸带动压板对煤炭进行挤压，从而加速煤焦油与焦炭分离，同时

使其分离得更加充分，通过过滤板上端的三角块凹槽与压板下端的三角块使过滤板与压板

紧贴的同时，使大部分的煤炭聚集在左侧，从而使大部分的煤焦油从左侧向下流动，以防止

煤炭从右侧溢出，通过矩形长盒对煤焦油进行收集。

附图说明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的工作流程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本发明的主视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2] 图3是本发明的右视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3] 图4是本发明的俯视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4] 图5是本发明的盛放盒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35] 图6是本发明的压板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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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图1至图6，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阐述。

[0037] 一种煤炭焦化处理方法，其使用了一种煤炭焦化处理设备，该煤炭焦化处理设备

包括工作台1、加热装置2与分离装置3，采用上述煤炭焦化处理设备对煤炭进行焦化处理时

的具体方法如下：

[0038] S1、通入煤炭：将煤炭通入设备，并对其进行粉碎加工处理，使其颗粒体积变小，从

而增大其可接触面积；

[0039] S2、加热煤炭：对经过粉碎处理的煤炭颗粒进行加热，在加热过程中对煤炭颗粒进

行搅动，从而加快煤炭加热速度，同时使煤炭受热均匀；

[0040] S3、分离生成物：当经过加热后的煤炭完全反应生成足量的生成物后，对气体生成

物进行收集，同时对非气体生成物进行冷却，并对冷却后的生成物进行运输，同时对其进行

分离处理；

[0041] S4、收集生成物：对经过分离后的生成物进行运输，并对其进行收集；

[0042] 工作台1左侧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装置2，加热装置2右端安装有分离装置3；

[0043] 所述加热装置2包括加热架21、加热罐22、挡块23、输入管24、漏斗25、电机一26与

粉碎架27，工作台1左侧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架21，加热架21上端固定安装有加热罐22，加

热罐22上侧左端开设有圆形通孔，圆形通孔右侧通过销轴安装有挡块23，圆形通孔左侧固

定安装有输入管24，输入管24上端固定安装有漏斗25，加热罐22上端通过电机座固定安装

有电机一26，电机一26下端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有粉碎架27；

[0044] 所述加热罐22内表面光滑，加热罐22外侧设置有保温板；

[0045] 所述挡块23为圆形板，挡板右侧开设有截面为三角形的弧形块；

[0046] 所述粉碎架27包括转动杆271、十字刀272、矩形刀片273与搅拌板274，电机一26下

端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有转动杆271，转动杆271外表面沿周向均匀固定安装有倾斜

的十字刀272，十字刀272下端均匀设置有倾斜的矩形刀片273，转动杆271外表面沿周向均

匀固定安装有搅拌板274；

[0047] 所述搅拌板274下端均匀设置有倾斜短板；

[0048] 通过加热架21对煤炭进行加热，通过加热罐22对煤炭的加工量进行限制，通过挡

块23利用重力使煤炭进入加热罐22，当煤炭完全进入加热罐22后，通过挡块23防止加热罐

22内的气体与热量通过进入输入管24与漏斗25与外界接触，通过输入管24与漏斗25控制煤

炭进入加热罐22时的运动轨迹，通过电机一26带动粉碎架27转动，从而对煤炭进行粉碎，以

达到对煤炭进行快速均匀加热的目的；

[0049] 通过内表面光滑的加热罐22以防止煤炭附着在加热罐22内璧，通过保温板对加热

罐22进行保温处理；

[0050] 通过右侧开设截面为三角形的弧形块降低挡块23的质量，同时保持挡块23上端的

尺寸大小，以防止挡块23上端尺寸较小，从而无法稳定支撑挡块23；

[0051] 通过转动杆271支撑固定十字刀272、矩形刀片273与搅拌板274，通过倾斜的十字

刀272与矩形刀片273对煤炭进行完全粉碎，通过搅拌板274对粉碎后的煤炭进行搅拌，使其

与加热架21均匀充分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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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通过倾斜短板增加搅拌板274与煤炭的接触面积，以达到对煤炭进行完全均匀搅

拌的目的。

[0053] 所述分离装置3包括簧片31、输气管32、输料管33、电机二34、螺旋杆35、盛放盒36

与过滤架37，加热罐22右侧上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下端通过销轴安装有簧片31，圆

柱通孔上端固定安装有输气管32，加热罐22下侧右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右端固定

安装有输料管33，输料管33左端以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插板，输料管33右端通过电机座

固定安装有电机二34，电机二34左端输出轴通过联轴器固定安装有螺旋杆35，输料管33右

侧下端开设有圆柱通孔，圆柱通孔下端固定设置有L形圆管，L形圆管末端固定安装有盛放

盒36，盛放盒36内部安装有过滤架37；

[0054] 所述螺旋杆35上固定设置有橡胶条；

[0055] 所述盛放盒36包括矩形盒361、电动推杆362、矩形厚板363、橡胶厚板364、小弹簧

365、橡胶块366与倾斜长板367，L形圆管末端固定安装有矩形盒361，矩形盒361左侧开设有

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固定安装有电动推杆362，电动推杆362右端固定安装有矩形厚板

363，矩形厚板363右端固定安装有橡胶厚板364，橡胶厚板364为倒L形，橡胶厚板364下端均

匀固定安装有小弹簧365，小弹簧365末端固定安装有橡胶块366，矩形盒361右端开设有矩

形通孔，矩形通孔右端固定安装有倾斜长板367，倾斜长板367为玻璃材质，倾斜长板367前

后两侧对称设置有矩形玻璃块；

[0056] 所述过滤架37包括过滤板371、电动气缸372、压板373与矩形长盒374，盛放罐内侧

中部固定安装有过滤板371，过滤板371的上端开设有三角块凹槽，盛放罐上侧下端面固定

安装有电动气缸372，电动气缸372下端固定安装有压板373，压板373的下端设置有三角块，

盛放罐下端开设有矩形凹槽，矩形凹槽内以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矩形长盒374；

[0057] 所述压板373四周均固定设置有橡胶板，压板373下表面固定设置有塑料薄膜；

[0058] 当煤炭未完全反应从而产生足量的气体时，通过簧片31防止加热罐22内的气体与

热量与外界接触，从而造成热量的损失，通过插板防止加热罐22内的气体与热量通过输料

管33与外界接触，通过输料管33与螺旋杆35相配合，对完全加热反应后的煤炭进行运输，使

其进入盛放盒36，通过过滤架37对完全反应后的煤炭进行挤压过滤，使煤焦油与焦炭相分

离；

[0059] 通过橡胶条使螺旋杆35与输料管33之间紧密接触，从而使螺旋杆35将反应完全的

煤炭向右完全进行运输；

[0060] 通过矩形盒361对过滤板371进行支撑，通过电动推杆362带动矩形厚板363向右运

动，通过小弹簧365与橡胶块366相配合，使橡胶厚板364与过滤板371紧密接触，从而对过滤

板371上的焦炭完全向右进行推出；

[0061] 通过过滤板371对反应完全的煤炭进行支撑，并对煤焦油进行过滤，通过电动气缸

372带动压板373对煤炭进行挤压，从而加速煤焦油与焦炭分离，同时使其分离得更加充分，

通过过滤板371上端的三角块凹槽与压板373下端的三角块使过滤板371与压板373紧贴的

同时，使大部分的煤炭聚集在左侧，从而使大部分的煤焦油从左侧向下流动，以防止煤炭从

右侧溢出，通过矩形长盒374对煤焦油进行收集；

[0062] 通过塑料薄膜使压板373与过滤板371之间进行挤压时，不会使压板373表面附着

煤焦油，同时塑料薄膜便于更换，价格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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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的

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

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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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0

CN 111560263 B

10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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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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