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东 理 工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

DOI: 10.14135/j.cnki.1006-3080.20200328001

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细灰的润湿特性
牛永健， 杨

澜， 朱诗杰， 陈雪莉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市煤气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摘要：采用 Washburn 毛细管上升法测定了 5 种不同粒径分布的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细
灰的接触角，分析了煤气化细灰的表面基团、无机矿物晶体质量分数和结晶度等物理化学性质
对其润湿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细灰的接触角整体随着粒径增
大而减小，但不严格随粒径单调变化，除粒径之外接触角仍受其他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以
Si−O−Si 和−OH 为主的表面基团和以 SiO 2 为主的无机矿物是除粒径外影响颗粒润湿特性的主
要因素，三者含量的增加均有利于颗粒润湿性的增强，同时红外光谱图中 Si−O−Si 和−OH 表面
基团峰面积与煤气化细灰接触角间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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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化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 [1]，而高

Gosiewska 等 [11] 研究了煤尘的矿物质组成和接触角

压、大容量气流床气化技术，显示了良好的经济和社

的关系，得出矿物质决定煤尘本身的润湿性的结论；

会效益，代表着煤气化的发展趋势。煤组成复杂，煤

Zdziennicka 等 [12] 表 明 石 英 是 高 表 面 能 的 亲 水 性 矿

中的矿物质在气流床气化过程中转变为熔渣和飞

物；程卫民等 [13-14] 得出无机矿物中以石英为代表的

灰。熔渣粒径大，易与合成气分离并从气化炉排出；

原生矿物是提高煤尘亲水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其含

飞 灰 粒 径 通 常 较 小 ， 不 易 从 合 成 气 中 脱 除 ， 且 As、

量 与 接 触 角 呈 线 性 关 系 ， 1020~1100 cm−1 处 石 英 的

Se、Cd 等重金属常会在 PM2.5 颗粒中富集 [2]，不仅造

Si−O−Si 反对称伸缩振动透过率增加会使煤尘颗粒

成系统积灰、堵塞，还容易引起催化剂中毒、设备腐

疏水性增强；村田逞诠 [15] 用化学法定量分析了煤的

蚀磨损等问题，所以煤气化合成气中细灰颗粒的高

含氧官能团，得出羟基对润湿性的影响仅次于羧

效脱除非常重要。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中

基。影响煤气化细灰生成的因素很多，气化条件的

粗合成气的除尘净化采用湿法除尘，颗粒的润湿性

改变和煤质特性的不同均会导致煤气化细灰颗粒物

是影响湿法除尘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对小粒径颗

理化学性质的差异。潘婵婵 [16] 研究发现煤气化细灰

粒尤其如此。因此，研究煤气化细灰的润湿特性对

中含有以石英为主的矿物质和以 Si−O−Si 和羟基为

强化煤气流床气化过程中细灰的高效脱除具有重要

主的表面基团，由此推测煤气化细灰润湿性同样受

意义。

矿物质组成及表面基团等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本

目前，对颗粒润湿性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文研究了不同粒度水煤浆气化细灰的润湿特性，考

煤尘的研究，对气化细灰润湿性研究较少，缺少对影

察除粒径外，细灰颗粒润湿特性与其物理化学性质

响气化细灰润湿特性的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已有

尤其是矿物质组成和表面基团之间的内在关系，为

研究发现煤尘的润湿性随着粒径的减小而变差

强化煤气化细灰湿法脱除过程提供理论依据。

，

[3-10]

矿物质组成和表面基团均对颗粒润湿性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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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表面自由能，mJ/m2；Reff 为毛细管的有效半径，

实验部分

μm；θ 为液体和固体之间的接触角，(°)；η 为液体的黏
1.1

度，mN/(m2·s1)。

实验原料
实验用煤气化细灰取自某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

采用 Washburn 毛细管上升法测定细灰的相对

气化工业装置。分别采用 Φ200 标准筛和气动筛将

接触角，具体测试方法 [19] 为：测试前先将 5 种不同粒

气化细灰筛分成 5 种不同粒径分布的样品，分别标记

径的细灰在 105 ℃ 鼓风干燥箱中干燥 3 h，随后取出

为 GFA1、GFA2、GFA3、GFA4 和 GFA5。采用马尔

放入干燥器中冷却约 20 min 后称重，重复操作至质

文激光粒度分析仪 (Mastersizer 2000) 对其粒径进行

量不超过总质量的 0.02%。准确称质量等量干燥后

测量，结果如表 1 和图 1 所示。

Table 1

的 5 种气化细灰装入下端用滤纸密封的毛细玻璃管
中，保持玻璃管呈竖直状态，并使玻璃管底部距离桌
面 50 mm 左右，然后让玻璃管自由下落到软质橡胶

表 1 煤气化细灰粒径
Particle size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桌面。重复毛细玻璃管自由下落过程约 5 min，确保
细灰振荡均匀密实到最佳状态，最后使滤纸与液面

P/μm
d50/μm

Sample

接触，开始计时并观察现象。选取纯度为 99% 的正

Minimum

Maximum

GFA1

0.631

69.183

12.145

己烷作为参比液体获得毛细管有效半径 Reff，使用去

GFA2

0.316

91.201

26.385

离子水通过实验得出浸润时间与浸润高度的比例关

GFA3

0.479

181.970

57.077

GFA4

0.550

316.228

87.019

GFA5

0.631

316.228

128.562

系，每组实验重复 3 次。液体的表面自由能查表 [20]
计算可得，代入 Washburn 方程计算得到相对接触角。
1.3

分析测量方法

1.3.1 矿 物 质 组 成

采 用 X ’Pert PROMPD 多 功 能

X 射 线 衍 射 仪 (XRD) 测 得 煤 气 化 细 灰 的 矿 物 质 组
成。XRD 测试条件为：管电压 40 kV，测试角 (2θ) 范

18

围 10°~80°，Cu 靶，测试精度为 0.02°。采用 RIR 法计

Volume percentage/%

16

GFA1
GFA2
GFA3
GFA4
GFA5

14
12
10

1.2

(Al2O3) 按照质量比 1∶1 混合后，测量样品与刚玉最
强峰的积分强度，可用式 (2) 表达：

8
A
KAl
=
2 O3

6
4

KA
IA
=
Al
O
2
3
K
IAl2 O3

(2)

2

A
其中 I 为该物相最强峰的积分强度， KAl
O 称之为以刚

0

玉为内标时 A 相的 K 值[13]，可从 PDF 标准卡片中获得。

2

1

10
Particle size/μm

图1
Fig. 1

算物相质量分数，RIR 结果也称 K 值，是样品与刚玉

100

采用 Jade6.5 对细灰中含有的物相信息进行分
析，如果系统中存在 N 个相的质量分数，可以通过各

煤气化细灰粒径分布

个物相的 RIR 值求出，可用式 (3) 计算。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ωi =

润湿性表征
颗粒润湿性强弱常采用接触角度量。接触角最

常用的测量方法是静滴法和 Washburn 毛细管上升
法。Alghunaim 等 [17] 认为利用静滴法测得的是表观
接触角，不是实际接触角，大多用于定性研究；并且
静滴法在压片的过程中，压实压力会影响颗粒的表
面特性，导致结果不准确。而 Washburn 毛细管上升
法 [18] 操作简单，可重复性好，常被用于接触角的测
量。Washburn 方程可用式 (1) 表达：
h2 /t = (γl Reﬀ cos θ)/2η

3

(1)

式中，h 为液体上升高度，cm；t 为浸渍时间，s；γl 为液

Ii /Ki
N
∑
Ii /Ki

(3)

i=1

其中 ω 为物相的质量分数。
1.3.2 表 面 基 团

采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Nicolet 6700) 测定煤气化细灰的红外光谱图，对其表
面基团进行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

不同粒径分布煤气化细灰的接触角
不同粒径煤气化细灰的接触角测量结果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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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由图可知，5 种细灰样品的接触角最大为 84.93°，

缩振动区间同样出现明显振动，说明细灰表面含有

最小为 45.43°，均为亲水性颗粒。对煤尘颗粒润湿性

Si−O−Si 和−OH 基团。

的研究表明，煤尘颗粒与去离子水接触角是单调变
化的，即随着颗粒粒径的增大接触角减小

。5 种

[4-11]

对煤气化细灰在 Si−O−Si 反对称伸缩振动区间
和−OH 伸缩振动区间峰面积进行量化分析，得到振

不同粒径分布的气化细灰与去离子水的接触角总的

动区间的峰面积与接触角的相关关系，如图 4 所示。

趋势是随粒径增大接触角减小，但并不是单调变化，

由图可知，随着振动区间的峰面积增加，接触角减

其中 GFA3 的接触角明显偏小。由此推测，该多喷嘴

小，润湿性增强，并且 GFA3 样品在两处振动区间峰

对置式水煤浆气化细灰的润湿特性除受粒径影响

面积明显大于其他样品。1020~1100 cm-1 处的 Si−O−Si

外，可能还受其复杂的物理化学特性的影响。

反对称伸缩振动、3800~3200 cm-1 处的醇和酚−OH 的

90

伸缩振动均有利于细灰润湿。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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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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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粒径煤气化细灰的接触角

Contact angle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s

煤气化细灰润湿特性影响因素
分别测定 5 种煤气化细灰的红外光谱图和

XRD 谱图并计算，得到红外光谱图中主要表面基团
峰面积、细灰颗粒中矿物质组成及结晶度、矿物质的
质量分数等，分析表面基团和矿物质组成对颗粒润
湿性的影响。
2.2.1 表面基团的影响

利用红外光谱对样品进行

特征分析被普遍应用于许多领域。如图 3 所示，5 种
不同粒径分布的煤气化细灰的红外光谱谱图形状十
分相似，说明细灰表面存在的基团相似。谱图中
1020~1100 cm−1 处的 Si−O−Si 反对称伸缩振动区间
出现明显振动，3800~3200 cm−1 处的醇和酚−OH 的伸

图4

煤气化细灰接触角与 Si−O−Si 和−OH 基团峰面积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ct angle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and peak area of Si−O−Si and −OH groups

的关系

对数据进行拟合发现，不同粒径气化细灰的接
触角与 3800~3200 cm−1 处醇和酚−OH 基团峰面积存
在 一 定 线 性 相 关 性 ， 其 相 关 系 数 R2=0.788； 与
1020~1100 cm−1 处的 Si−O−Si 基团峰面积的线性相
关性很高，相关系数 R2=0.932。
2.2.2 矿物质组成的影响

矿物质组成是影响煤气

化细灰润湿性的因素之一，不同矿物具有不同的润
湿性特征 [21]，大多数矿物质是亲水的，其中以石英为
主的矿物对润湿性的影响最大。煤气化细灰的
XRD 谱图如图 5 所示，由图可知，细灰中石英和方解
石的峰强度较高，说明石英和方解石是细灰中的主
要无机矿物。
为了明确无机矿物在气化细灰中的物相特征，
使用 Jade6.5 对气化细灰主要矿物结晶进行特征分
析。通常情况下，晶体晶粒较大、内部质点排练比较

GFA1
GFA2
GFA3
GFA4
GFA5
4 000 3 500 3 000 2 500 2 000 1 500 1 000 500
Wave number/cm−1

图3
Fig. 3

煤气化细灰红外光谱谱图

Infrared spectra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规则时，对应的衍射线也比较强、尖锐、对称，此时认
为晶体结晶度较高。在 Jade6.5 中，结晶度的计算公
式如式 (4) 所示。
结晶度 =

衍射峰强度
× 100%
总强度

(4)

5 种煤气化细灰中石英和方解石结晶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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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w(SiO2)/%

4

40
36
32
40

80

图6

煤气化细灰 XRD 谱图

Fig. 6

XRD spectrum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可知，煤气化细灰中石英矿物
的结晶度平均保持在 89% 以上，方解石的结晶度显
著低于石英，说明石英晶体在细灰中结晶度完整程
度高，内部质点排列规则。因此，可以将石英作为深
入研究煤气化细灰中无机矿物的代表物相，进行进
一步定量分析。

50

60
70
Contact angle/(°)

80

90

煤气化细灰接触角与石英质量分数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ct angle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and quartz mass fraction

分数与煤气化细灰的接触角有较好的相关关系。由
于石英矿物的结晶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也一并
纳入考虑。
将 Si−O−Si 基 团 峰 面 积 (a)、 −OH 基 团 峰 面 积
(b)、石英矿物的质量分数 (c) 和结晶度 (d) 作为自变
量，与煤气化细灰的接触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表 2 煤气化细灰矿物质结晶度和石英质量分数
Table 2 Crystallinity and quartz mass fraction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Origin 软件建立关于接触角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汇
总表见表 3。

Crystallinity/%
w(SiO2)/%

Sample
Quartz

Calcite

GFA1

92

46

30.96

GFA2

98

46

36.36

GFA3

93

33

46.87

GFA4

89

47

41.21

GFA5

92

50

45.72

Table 3

表 3 煤气化细灰接触角多元回归结果汇总
Summary of multiple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ntact angle
of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Model Independent variable

R

R2

Adjusted R2 Standard error

1

a

0.965 0.932

0.909

4.560

2

b

0.888 0.788

0.717

8.051

3

c

0.883 0.779

0.706

8.218

4

a,b

0.983 0.965

0.931

3.981

5

a,c

0.971 0.943

0.885

5.134

6

b,d

0.897 0.804

0.608

0.488

GFA3 中石英的质量分数明显偏高，由此一定程度上

7

c,d

0.957 0.917

0.833

6.181

可以解释其接触角偏低的现象。将气化细灰中石英

8

a,b,c

0.988 0.976

0.903

4.739

利用 RIR 法计算 SiO2 的质量分数结果如表 2 所
示，石英的质量分数并未严格随粒径单调变化，

质量分数和接触角进行拟合，结果如图 7 所示，二者
存在一定的线性相关性，相关系数 R2=0.779。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给出的逐步回归拟合模

由图可知，随着石英质量分数增加，接触角不断

型中，模型 4 的 Adjusted R2 统计量（又称“调整的复

减小，润湿性不断增强。由此可得，矿物质石英的含量

判定系数”）最高，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最好；

是影响煤气化细灰润湿性的主要因素，通过量化分

Standard error（又称“均方根误差”）最小，表明模型预

析可以确定石英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煤气

测值与真实值之间偏差最小。模型 4 调整的判定系

化细灰的润湿性。

数 值 最 大 ， 为 0.931， 说 明 自 变 量 能 说 明 因 变 量 的
通过

93.1%， 因 变 量 除 此 之 外 的 6.9% 需 要 其 他 因 素 解

单一因素对润湿特性影响的分析，发现红外光谱图

释。模型 4 的均方根误差数值也最小，为 3.981，当均

中 1020~1100 cm 处 Si−O−Si、 3800~3200 cm 处 的

方根误差数值小于 5 时，可以认为线性回归关系较

醇和酚−OH 基团的吸收峰峰面积和石英矿物的质量

好。进一步对模型 4 做方差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2.2.3 复合因素对煤气化细灰润湿性的影响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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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模型方差分析
Table 4 Variance analysis of model
Parameter

df

Regression analysis

SS

MS

F

5

−OH 基团峰面积 (n) 与煤气化细灰颗粒接触角 θ 间
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相关关系式为 θ= 147.0362 −
Significance F

0.00269 m − 0.00638 n，相关系数 R2=0.931。随着基团

0.03455

峰面积的增加，润湿接触角减小，即润湿性提高。说

2 885.7923 442.8962 27.9407

Residual

2 31.7026

15.8513

−

−

明以 Si−O−Si 和−OH 为代表的表面基团峰面积可作

Total

4 917.4949

−

−

−

为表征同种煤气化细灰润湿特性的量化指标。

从表 4 中可见模型的 Significance F(F 显著性统
计量) 值为 0.03455，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所以该方
程回归效果显著，并且方程中至少有一个回归系数
显著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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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tability of Fine Ash From Opposed Multi-Burner
Coal Water Slurry Gasification
NIU Yongjian, YANG Lan, ZHU Shijie, CHEN Xueli
（Shanghai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Coal Gasificati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The contact angles of five types of fine ash with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s from opposed multiburner coal water slurry gasification were measured by Washburn riser, and the reference solution for measuring the
effective radius is n-hexane. X-ray diffraction and fourier infrared spectrometer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XRD
pattern and infrared spectrum of the fine ash. The surface groups, crystal mass fraction and crystallinity of inorganic
minerals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n its wett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act angle of the opposed multi-burner coal water slurry gasification fine ash decreases as the
particle size increases, but it does not change monotonously with the particle size. In addition to the particle size, the
contact angle is still affected by othe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Surface groups mainly composed of Si−O−Si
and −OH and inorganic minerals mainly composed of SiO2 are the main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that affect the
wetting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les in addition to particle size. All three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enhancement of particle
wettability. There is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ak areas of the surface groups of Si−O−Si and −OH in the
infrared spectrum and the contact angle of fine coal gasification ash. As the peak area of the group increases, the
wetting contact angle decreases. It indicates thatt the surface group peak area represented by Si−O−Si and −OH can be
used as a quantitative index to characterize the wettability of the same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
Key words: coal gasification fine ash；wettability；particle size；surface group；inorganic mine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