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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热重分析法研究了煤和污泥、秸秆、药渣 3 种生物质掺烧时的燃烧特性。结果表明：
煤在燃烧过程中仅有 1 个明显的失重峰，为挥发分和焦炭同时燃烧形成；而污泥、秸秆和
药渣均有 3 个明显的失重峰，其中第 1 个峰是水分析出引起，第 2 个峰为挥发分的析出与
燃烧阶段，第 3 个峰为固定碳的燃烧阶段；秸秆挥发分和固定碳燃烧对应的失重峰相邻较
近，而污泥和药渣对应的 2 个失重峰相距较远，因此秸秆的挥发分和固定碳在燃烧过程中
的相互作用更强一些，而污泥和药渣的挥发分和固定碳的相互作用较弱；煤与各生物质掺
烧时，秸秆的掺混改善了煤的着火性能和综合燃烧特性，而污泥燃烧特性较差，掺混比例
超过 20%不利于混合物的着火与燃烧，药渣的掺混使混合物的燃烧和着火性能降低。
［关 键 词］煤；生物质；掺混燃烧；热重分析；燃烧特性
［中图分类号］TK6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号］10.19666/j.rlfd.202109186
［引用本文格式］马辉, 汪潮洋, 韩辉, 等. 多种生物质与煤掺混燃烧特性研究[J]. 热力发电, 2022, 51(1): 167-172. MA Hui,
WANG Chaoyang, HAN Hui, et al. Study on co-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omass mixed with coal[J].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2022, 51(1): 167-172.

Study on co-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iomass mixed with coal
MA Hui1,2, WANG Chaoyang1,2, HAN Hui3, YANG Xianliang3, QIN Zhiming3, LEI Ming3,
ZHANG Lei3, JIA Yonghui1,2
(1. State Grid Hebei Energy Technology Service Co., Ltd.,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2.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State Grid Hebei Electric Power Co., Ltd.,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3. School of Energy, Power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3, China）

Abstract: Thermogravimetric analysis method wa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o-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mixed with sludge, straw and mycelial resid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al had only one obvious weight loss peak
during the combustion process, which was formed by the simultaneous combustion of volatile matters and coke.
While sludge, straw and mycelial residue all had three obvious weight loss peaks during the combustion. The first
peak was caused by water evaporation, the second peak was caused by the precipitation and combustion of volatiles,
and the third peak was the combustion of fixed carbon. The weight loss peaks corresponding to straw volatile matters
and fixed carbon burning were close to each other, while the two weight loss peaks corresponding to sludge and
chemical residue were far apart. Therefor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volatile matters and fixed carbon of straw
was stronger during the combustion process, while that between the volatile matters and fixed carbon of sludge and
slag was weaker. When coal was mixed with biomass, the blending of straw improved the igni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comprehensive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al. Because the sludge had poor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when its mixing ratio reached higher than 20%, it was not conducive to the ignition and combustion of the mixture.
The blending of mycelial residue reduced the combustion and igni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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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燃料均具有水分和挥发分含量高但发

较差，加入煤或木屑后能明显改善其燃烧性能，缩

热量低的特点，因此生物质单独燃烧经济性较低 。

短燃烧温度范围，提高燃烧速率，降低灰分产率，

将煤与生物质混合掺烧，可在降低电厂燃料成本的

但同时使挥发分与固定碳燃烧的活化能增加，燃烧

同时，解决污泥、秸秆和药渣等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对温度的敏感度增加。

问题。
李洋洋等[2]通过热重分析法研究了煤掺烧不同

Liao 等人[8]研究表明生物质与煤泥在共燃过程
中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且不同温度区间、不同掺

比例干污泥的燃烧特性，研究表明混合燃烧时，随

混比例下所表现的相互作用不同。Rago 等人[9]研究

着干污泥掺烧比例的增加，混合样的挥发分失重速

了碳化生物质-塑料废物与煤共燃时的协同作用，

率峰值增大，失重速率峰出现的时间提前，出现时
的温度降低。唐子君等[3]研究表明升温速率提高有

研究表明废料类型和废混料共烧过程中的相互作
用影响了废焦与煤共烧过程中的协同作用。

助于污泥的快速处理及热能的利用，但总失重率较

本实验采用热重分析方法对煤与污泥、秸秆、

等人[4]在城市污水污泥与烟煤

小，减量化较差。Niu
共燃特性研究中表明，随着污泥配比和升温速率的

药渣 3 种生物质掺烧的失重过程进行分析，确定各
样品的燃烧特性参数，对其进行燃烧特性分析，为

增加，混合物的着火燃尽指标均有所提高。傅杰文

生物质与煤在燃煤电厂应用时的掺混燃烧提供理

等[5]研究表明氧浓度增加，污泥与煤混合样的燃烧

论依据。

速率增大，燃烧更加剧烈。庄修政等[6]研究表明污

1 实验部分

[1]

泥经过水热处理后其有机结构和燃烧行为均提升
至与煤相似的水平，相比于中高阶煤而言，低阶煤

1.1 工业分析与元素分析

析装置对城市污水污泥、煤及木屑单独或混合燃料

实验用污泥（WN）样品来自污水处理厂的脱水
污泥，秸秆（JG）为水稻秸秆，药渣（YZ）为中药
材提取有效成分后所剩的菌丝渣，其工业分析和元

的燃烧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污泥单独燃烧性能

素分析见表 1。

的主要燃烧区间与水热污泥相近，因而在混燃过程
中的协同作用最为明显。武宏香等[7]通过热天平分

表 1 实验原料工业分析与元素分析
Tab.1 Proximate and ultimat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materials
工业分析 w/%

样品

元素分析 w/%

低位发热量/(Jg–1)

Mad

Aad

Vad

FCad

C

H

O

N

S

PM

1.61

26.96

13.91

57.52

61.38

2.89

33.20

0.97

1.57

21 248.80

JG

9.80

18.73

59.55

11.92

35.00

4.88

58.28

1.51

0.33

12 678.07

WN

4.17

49.57

45.42

0.84

20.27

2.94

73.43

2.38

0.98

6 579.35

YZ

9.09

41.78

48.21

0.92

18.52

3.36

74.86

1.91

1.57

4 640.49

由表 1 可见：贫煤（PM）与各生物质之间的煤

分别按 10%、
20%和 30%的质量分数与煤进行掺混[1]。

质特性差异较大，煤具有高固定碳、高热值和低挥
分含量和挥发分含量均较高，固定碳含量低，热值

实验采用日本日立公司的 TG/DTA7300 热重差热综合热分析仪，
取 10 mg 左右样品放入坩埚内，
气体流量为 100 mL/min，气氛为空气，升温区间为

低；秸秆挥发分含量高，灰分含量低，热值较污泥

从室温至 1 000 ℃，升温速率为 20 ℃/min。

和药渣偏高；各生物质的氢和氧含量偏高，秸秆和

1.2 燃烧特性参数

污泥硫含量较低，而药渣硫含量偏高，与煤的硫含

本文采用 TG-DTG 法确定着火温度[13-14]，燃尽温
度 Th 为样品失重占总失重 98%时所对应的温度。着
火温度只能反映燃烧初期的反应能力，不能概括整
个燃烧过程，因此还需要根据可燃性指数 C、综合
燃烧特性指数 S 来综合评价各样品的着火难易程度

发分的特点；污泥与药渣的煤质特性较为相近，灰

量相同。
原煤、污泥、秸秆和药渣经破碎和研磨后，筛取
粒径 75~96 μm 的样品。由于生物质发热量低，与
煤混合后的混合灰样的灰熔融温度降低而导致结
渣[10-12]等问题，使得在电厂实际运行过程中，不会掺
烧过高比例的生物质。因此，将污泥、秸秆和药渣均

和燃烧性能的优劣。
可燃性指数 C 可反应样品点燃的难易程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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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性指数越大，燃料的燃烧和着火稳定性越好[17]。
(dw / dt ) max
(1)
C
Ti 2

一致。秸秆、污泥、药渣三者挥发分析出燃烧阶段
的失重峰均高于固定碳燃烧阶段的失重峰，挥发分
的燃烧速度比固定碳燃烧速度快。秸秆的挥发分与

式中：C 为可燃性指数，%/(min℃2)；(dw/dt)max 为

固定碳燃烧的失重峰温度区间较为接近，二者在燃
烧过程中相互作用更加明显，而污泥、药渣的挥发

最大燃烧速率，%/min；Ti 为着火温度,℃。
综合燃烧性指数 S 可全面反映样品的着火和燃
尽性能，S 越大，则样品的综合燃烧性能越好。
(dw / dt ) max (dw / dt ) mean
(2)
S
Ti 2Th

分与固定碳燃烧的失重峰温度区间相距较远，二者
在燃烧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会弱一些。

式中：S 为综合燃烧性指数，%2/(min2℃3)；(dw/dt)max
为最大燃烧速率，%/min，其对应的温度为峰值温度
Tmax，℃；(dw/dt)mean 为平均燃烧速率，%/min；Ti 为
着火温度，℃；Th 为燃尽温度，℃。

2 结果分析
2.1 煤及秸秆等生物质的单一燃烧特性
图 1 为煤和秸秆等生物质单独燃烧的 TG、
DTG
曲线。由图 1 可以看出：4 种样品在超过 800 ℃时
已基本燃尽，其中秸秆的总失重量最大，其次为煤、
药渣、污泥，该结果与表 1 中工业分析结果一致；
煤只有 1 个明显的失重峰，而秸秆、污泥和药渣均
有多个失重峰。
因为原煤为贫煤属于劣质煤，着火时为非均相
着火，挥发分和焦炭同时燃烧，因此仅在 400~ 650 ℃
出现了 1 个明显的失重峰，对应的峰值温度为
517 ℃，由于固定碳燃烧较为缓慢，故煤的失重峰呈
低且宽的形状。此外，煤粉在升温初期出现了轻微的
表观增重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其对氧的物理及化学
吸附作用。秸秆、污泥和药渣的燃烧过程均出现了
3 个失重峰，第 1 个失重峰是由于水分的析出引起；
第 2 个峰分别出现在 270、320、230 ℃附近，为挥发

图 1 煤和秸秆等生物质单独燃烧的 TG、DTG 曲线
Fig.1 TG and DTG curves of individual combustion curve
of coal and biomass

表 2 为煤与各生物质的燃烧特性参数。由表 2

分的析出与燃烧阶段；第 3 个峰分别出现在 360、
740、770 ℃附近，为固定碳的燃烧阶段。而药渣除

可知：煤粉的着火温度最高，生物质的着火温度均

了 3 个主要的失重峰外，在 320~675 ℃有几个较小
的失重峰，各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可能与药渣
自身各物质成分的析出燃烧温度不同有关。
污泥和药渣的固定碳燃烧阶段温度区间基本

的最大燃烧速率和平均燃烧速率均为最大，而污泥

低于煤粉的着火温度，药渣的燃尽温度最高；秸秆
和药渣的燃烧速率比煤粉的小；生物质的可燃性指
数和综合燃烧特性指数均大于煤粉的对应指数，其
中秸秆所对应的各燃烧特性参数最大。

表 2 煤与各生物质燃烧特性参数
Tab.2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coal and biomass
试样

Ti/℃

Tmax/℃

Th/℃

(dw/dt)max/(%min–1)

(dw/dt)mean/(%min–1)

C/(×10–5 %min-1℃–2)

S/(×10–7 %2min–2℃–3)

PM

462

517

640

11.12

1.50

5.21

1.22

JG

260

274

601

58.83

1.69

87.03

24.47

WN

205

320

759

4.36

1.06

10.37

1.45

YZ

160

260

777

6.73

1.20

26.29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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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的 TG 曲线可以看出，混合物的失重曲

2.2 煤、秸秆混合
图 2 为煤和秸秆掺混燃烧的 TG、DTG 曲线。

线介于秸秆与煤单独样品 TG 曲线之间，秸秆在较
低的掺混比例时，燃烧后期的 TG 曲线与煤单独燃烧
的 TG 曲线基本一致，由于秸秆的灰分较小，随着秸
秆掺混比例的增加，混合物总失重量逐渐增大。
当秸秆掺入煤粉后，掺混样品在 300 ℃左右出
现第 1 个失重峰，而且随着掺混比例的增加，其失
重速率不断增大。主要原因是，秸秆反应活性高，
温度升高后其首先着火燃烧，而且掺混量越多，其
燃烧速率越快，导致失重峰值逐渐升高。在燃烧后
期，随着秸秆掺混量的增加对煤焦的燃烧影响较
大，代表煤焦燃烧过程的第 2 失重峰峰值减小，峰
宽变窄，且有着向低温端移动的趋势。混合物中挥
发分的析出燃烧改善了煤的燃烧，使其燃烧提前。
表 3 为煤与秸秆掺混样品的燃烧特性参数。由
表 3 可见：随秸秆掺混比例的增大，混合物的着火
温度和燃尽温度减小，平均燃烧速率增大，但最大
燃烧速率减小；可燃性指数与综合燃烧指数均未随
秸秆的掺混比例线性变化，秸秆掺混比例为 30%
时，混合物可燃性指数与综合燃烧指数为秸秆掺混
比例 10%时的将近 4 倍，这是由于秸秆含量较高时

图 2 煤和秸秆掺混燃烧的 TG、DTG 曲线
Fig.2 TG and DTG curves of mixed combustion
of coal and straw

挥发分的析出使混合物着火性能和综合燃烧特性
有较大改善。

表 3 煤与秸秆掺混样品燃烧特性参数
Tab.3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coal and straw blended samples
试样

Ti/℃

Tmax/℃

Th/℃

(dw/dt)max/(%min–1)

(dw/dt)mean/(%min–1)

C/(×10–5 %min–1℃–2)

S/(×10–7 %2min–2℃–3)

JG10%

458

558

637

9.93

1.50

4.73

1.11

JG20%

452

550

635

9.12

1.55

4.46

1.09

JG30%

232

296

605

8.62

1.57

16.02

4.16

的出现与污泥挥发分的析出燃烧有关；在污泥掺混

2.3 煤、污泥混合
图 3 为煤和污泥掺混燃烧的 TG、DTG 曲线。
由图 3 可见：掺混样品的失重曲线介于污泥与煤单

比例增加过程中，混合物燃烧主要的失重峰始终与
煤粉燃烧的失重峰相似，峰值减小，峰宽逐渐变窄。

独样品 TG 曲线之间，由于污泥的灰分含量较高，
随着污泥掺混比例的增加，混合物总失重量逐渐减
少；当污泥掺混量为 10%时，混合物有一大一小
2 个失重峰，较高的失重峰的温度区间与煤粉单独
燃烧热重曲线的温度区间相近，说明该区间处以煤
粉的燃烧为主，水分及挥发分析出阶段的失重峰不
明显；随着污泥掺混比例的增加，较小的失重峰峰
值逐渐增大，其对应的温度升高，与污泥中固定碳
的燃烧阶段 DTG 曲线形状相似，且在 300 ℃左右
随污泥含量的增加逐渐出现新的失重峰，该失重峰
http://rlfd.tpr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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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煤、药渣混合
图 4 为煤和药渣掺混燃烧的 TG、DTG 曲线。
由图 4 的 TG 曲线可以看出，混合物的失重曲线介
于药渣与煤单独样品 TG 曲线之间，掺混 20%较掺
混 10%药渣的总失重量有所减少，但差别不大，随
着掺混比例的继续增加，混合物总失重量有较为明
显 的 减 少 。 另 外 ， DTG 曲 线 中 ， 各 混 合 物 在
400~650 ℃有 1 个主要的失重峰，与煤粉热重曲线
的主要失重峰相近，该温度区间内主要为混合物中
可燃质的燃烧。随着药渣掺混比例的增加，DTG 曲

图 3 煤和污泥掺混燃烧的 TG、DTG 曲线
Fig.3 TG and DTG curves of mixed combustion of coal
and sludge

线除 400~650 ℃处的失重峰外，在 90、280、700 ℃
附近，混合物依次出现了药渣单独燃烧过程中水分

表 4 为煤与污泥掺混样品的燃烧特性参数。由

析出、挥发分析出燃烧及固定碳燃烧相对应的失重

表 4 可见：随着污泥掺混比例增加，混合物着火温

峰，这些峰的出现体现出混合物燃烧过程中药渣的

度降低，着火提前，燃尽温度升高，燃尽所需时间

燃烧特点。煤粉和药渣混合后仍在各自主要的失重

增加，但平均燃烧速率减小，不利于混合物的稳定

温度附近出现与其单独燃烧形状相似的失重峰，因

燃烧；可燃性指数在高掺混比例时有所降低，着火

此在燃烧过程中药渣和煤粉保持着各自相对独立

性能降低；综合燃烧指数减小，综合燃烧性能降低；

的燃烧特性。随药渣掺混量的增加，400~ 650 ℃处

污泥燃烧特性较差，掺混比例超过 20%不利于混合

的失重峰峰值减小，峰宽变窄，最大燃烧速率减小，

物的着火与燃烧。

且其对应的燃烧温度有所降低。
表 4 煤与污泥掺混样品燃烧特性参数
Tab.4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coal and sludge blended samples

试样

Ti/℃

Tmax/℃

Th/℃

(dw/dt)max/(%min–1)

(dw/dt)mean/(%min–1)

C/(×10–5 %min–1℃–2)

S/(×10–7 %2min–2℃–3)

WN10%

487

549

668

10.73

1.44

4.52

0.98

WN20%

462

531

689

9.95

1.38

4.66

0.93

WN30%

455

546

706

7.68

1.35

3.71

0.71

图 4 煤和药渣掺混燃烧的 TG、DTG 曲线
Fig.4 TG and DTG curves of mixed combustion of coal and mycelial residue

表 5 为煤与药渣掺混样品的燃烧特性参数。由

均燃烧速率减小，燃尽时间变长；可燃性指数和综

表 5 可见：随着药渣的掺混比例增加，混合物着火

合燃烧指数减小，因此药渣的掺混没有改善混合物

温度有所降低，燃尽温度升高，最大燃烧速率、平

的着火性能，使混合物的燃烧和着火稳定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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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煤与药渣掺混样品燃烧特性参数
Tab.5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coal and mycelial residue blended samples
试样

Ti/℃

Tmax/℃

Th/℃

(dw/dt)max/(%min–1)

(dw/dt)mean/(%min–1)

C/(×10–5 %min–1℃–2)

S/(×10–7 %2min–2℃–3)

YZ10%

474

548

693

8.96

1.41

3.99

0.81

YZ20%

473

558

709

8.74

1.40

3.91

0.77

YZ30%

461

553

738

7.74

1.34

3.64

0.66

3结 论
1）煤在单独燃烧过程中仅有一个明显的失重
峰，且在 170~345 ℃出现增重现象；而秸秆、污泥
和药渣均有 3 个明显的失重峰，药渣在 320~675 ℃
有几个较小的失重峰，各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各生物质与煤掺混后，混合物的燃烧过程中均未出
现增重现象。
2）煤与各生物质掺烧时，秸秆的掺混改善了煤
的着火性能和综合燃烧特性；污泥燃烧特性较差，
掺混比例超过 20%不利于混合物的着火与燃烧；药
渣的掺混使混合物的燃烧和着火性能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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