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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减排压力，生物质由于其来源广泛、储量丰富、排放清洁低碳等优点而

备受关注。 生物质种类繁多，包括农业秸秆、林业废弃物、禽畜粪便、生活垃圾及废弃油脂，燃煤电站
掺烧生物质可有效降低 ＣＯ ２ 排放量，增强锅炉侧燃料灵活性。 介绍了生物质燃料特点，概述了其与
煤混燃的燃烧特性、结渣特性以及污染物排放特性。 对煤粉锅炉掺烧生物质的技术路线及其改造成
本进行总结与比较，最后讨论了煤粉炉掺烧生物质的技术壁垒及解决方案。 农林类生物质挥发分较
高，反应活性较好，掺烧该生物质可改善燃料燃烧性能，增加炉内燃烧稳定性。 但该类生物质中碱金
属含量高，掺烧时易结渣，灰熔融温度及燃料中碱金属含量是预测锅炉结渣的重要指标。 农林类生物
质硫含量、氮含量、灰分及重金属含量均较低，掺烧可减少 ＳＯ ｘ 、ＮＯ ｘ 、烟尘及重金属等污染物排放。 污
泥类生物质水分高、重金属含量高、热值低，燃烧特性不如煤，掺烧污泥易对锅炉燃烧及污染物排放产
生不利影响，但质量比 １０％以下的污泥直接掺烧对机组影响不大。 禽畜粪便、生活垃圾及废弃油脂
气化后的生物质气用于煤粉炉掺烧可起到稳燃作用，减少锅炉 ＳＯ ｘ 、ＮＯ ｘ 、烟尘及重金属等污染物排

放。 生物质与煤耦合发电技术中直接耦合方案较适合农林类生物质掺烧，间接耦合适用于禽畜粪便、
生活垃圾及废弃油脂的掺烧，而污泥宜干化后掺烧。 生物质经压缩成型后的成型燃料抗压强度及能
量密度有较大提升，该技术可一定程度解决生物质储藏及运输等供应链问题；燃料预处理及抗结渣添
加剂可降低燃料碱金属含量，提高灰熔融温度，降低锅炉结渣风险；烘焙处理可提高生物质可磨性，增
加生物质掺烧比例，提高锅炉制粉系统对掺烧生物质的适应性；对锅炉燃烧器进行改造，合理配风可
提高燃烧系统对掺烧生物质的适应性。 农林类生物质原料的收购成本高于煤，且生物质发电量无法
精确计量暂不能获得财政支持，经济性较差。 掺烧生物质的经济性是现阶段阻碍生物质大规模掺烧
的主要原因，较低成本的生物质来源及生物质发电量的计量难题亟待解决。
关键词：煤粉炉；生物质；掺烧；燃煤污染物；低碳；燃煤发电
中图分类号：ＴＱ５３；ＴＫ１１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 － ６７７２（２０２２）０６ － ００２６ － ０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ＺＨＯＵ Ｙｉ １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 １ ，ＬＡＮＧ Ｓｅｎ １ ，ＬＩＵ Ｓｉｍｅｎｇ １ ，ＹＡＮＧ Ｊｉｆａｎ １ ，ＭＡ Ｄａｆｕ １ ，ＨＵ Ｎａｎ ２ ，ＷＵ Ｙｕｘｉｎ 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２０００９３，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１３０１０３，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ｉｏｍａｓｓ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ｉｄ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ｃｌｅａｎ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ｗ，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ｗａｓｔｅ，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ｏｉ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ｉｌｅｒ ｆｕｅｌ 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２５；责任编辑：白娅娜

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２６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６７７２．ＣＣ２２０１２５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国际（ 地区） 合作研究资助项目（５１７６１１２５０１１）
作者简介：周

义（１９９４—） ，男，江苏沭阳人，硕士研究生。 Ｅ－ｍａｉｌ：２６０２３７４３５＠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张守玉（１９７１—） ，男，吉林吉安人，教授，博士。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ｓｙ－ｇｕｏ＠ １６３．ｃｏｍ

引用格式：周义，张守玉，郎森，等．煤粉炉掺烧生物质发电技术研究进展［ Ｊ］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２，２８（６） ：２６－３４．

ＺＨＯＵ Ｙｉ，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ＬＡＮＧ Ｓｅｎ，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ｕｒｎａｃｅ

２６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２８（６） ：２６－３４．

移动阅读

周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义等：煤粉炉掺烧生物质发电技术研究进展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Ｌａｓｔｌｙ，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 ｗ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ｇｒｏ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ｉｌ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ｌｋａｌｉ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ｓ ｈｉｇｈ，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ａｕｓ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ｈ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ｌｋａ⁃

ｌｉ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ｆｕｅｌ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ｂｏｉｌｅｒ 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ｌｆｕ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ｓ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ｒｅ ｌ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Ｏｘ ，ＮＯｘ ，ｓｏｏ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ｌｕｄｇ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ｉｇｈ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ｏｗ ｃａｌｏｒｉｆ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ｌｅｓｓ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ａｎ ｃｏａｌ，ｓｏ ｉｔ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ｂａ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ｓｌｕｄｇｅ ｂｅｌｏｗ １０％

（ ｍａｓｓ ｒａｔｉｏ）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

ｏｉｌ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ＳＯ ｘ ， ＮＯ ｘ ， ｓｏｏ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ｗａｓ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ｗａｓｔｅ，ｗｈｉｌ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ｄｒｉｅｄ． Ｉｔ ｉ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ｌｄｅｄ ｆｕｅｌ ｍａｄｅ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ｆ⁃
ｔｅｒ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ｌｄｉｎｇ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ｎ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Ｆｕｅ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ａｌｋａｌｉ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ａｓｈ ｍｅｌ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ｏｉｌｅｒ 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Ｂａｋ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ｉ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ｉｌｅｒ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ｉｌｅｒ ｂｕｒ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ｍｉｘｅｄ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ｈ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ｂｉｏ⁃

ｍａｓ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ｏａｌ，ａｎｄ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ｏｔ ｇｅ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ｐｏ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ｃｏｓｔ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ｂｉｏｍａｓｓ；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０

引

别为 １ ００１、８４０、４６９ 和 １８ ｇ ／ ｋＷｈ（ 以 ＣＯ ２ 计） ［７］ ，与

言

煤电、石油、天然气相比，生物质的碳排放强度可忽

近年来，化石燃料过度使用造成的环境恶化、气

略不计。 生物质储量丰富、可再生、清洁、反应活性

迫在眉睫。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第七十五届联

可实现 ＣＯ ２ 快速减排， 促进锅炉侧燃料灵活性 转

候变暖等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重视，控制 ＣＯ ２ 排放已
合国气候大会郑重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
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ＣＯ ２ 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
中和

［１］

。

在我国所有工业部门中，发电行业是 ＣＯ ２ 最大

排放者，２０１９ 年中国火力发电 ＣＯ ２ 排放量达４．３ Ｇｔ，

好 ［８－１０］ ，利用现有煤粉炉掺烧生物质仅需适当改造，
变 ［１１］ 。 此外，农林类生物质中挥发分高，与煤混燃
能改善燃料燃烧性能，降低着火热 ［１２］ ，有助于机组
低负荷稳燃并促进其向更低负荷调峰 ［１３］ 。 而生活
垃圾、禽畜粪便、污泥及废弃油脂类生物质能源化利
用可使其无害化、资源化，利于环境治理。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在欧美国家应用甚

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４１％。 研究认为中国现有能源

广，煤 ／ 生物质混烧电站已达 ２００ 余家 ［１４］ 。 我国在

我国能源结构，火力发电需要为新能源让出发电负

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术 ［１５］ ，但由于起步晚，与欧美等

结构阻碍了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实现 ［２］ 。 为优化
荷，然而风能、水能、光伏等新能源由于其随机性、间
歇性等特点导致电网难以消纳。 此外，现阶段燃煤

机组调峰能力尚有不足致使“ 弃风” 、“ 弃光” 甚至部
分地区“ 拉闸” 现象发生

［３－６］

。 若强制控碳减排，关

《 能源、电力“ 十三五” 规划》 中也坚定支持发展燃煤
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 笔者总结生物质与煤混燃
的燃烧特性、结渣特性及污染物排放特性，讨论了燃
煤电站耦合生物质发电方式、改造路线以及技术壁
垒，并对技术壁垒的应对措施进行概述，为燃煤电站

停煤电机组势必造成巨大的资产搁置，危害我国能

掺烧生物质改造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源安全。

１

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发布了各种电源碳排放
强度，其中煤电、石油、天然气、生物质碳排放强度分

掺烧生物质对燃烧、结渣、排放的影响
在尽量不改变机组结构的同时进行掺烧或煤种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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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等，可增强锅炉燃料灵活性，提高整个机组对燃
料的适应性

［１６］

。 机组对燃料的适应性是保证燃煤

机组调峰潜力的基础。 对于煤粉炉掺烧生物质而

言，有必要对生物质燃料特点及其与煤混燃的燃烧、
结渣及污染物排放特性进行研究。

１ １

生物质燃料特点

国际能源机构（ ＩＥＡ） 将生物质定义为通过光合

作用所形成的有机体，包括动植物以及微生物

［１７］

，

主要有农林废弃物、污泥、动物粪便、生活垃圾、废弃
油脂。 我国生物质资源量及其能源化利用现状如图

１ 所示。 同时，笔者对不同类型生物质燃料及煤的
燃料性质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１。

第 ２８ 卷

秸秆相比，林业剩余物不仅具有高挥发分、低灰、低
硫等特点，其纤维素含量较低、木质素含量较高，易
破碎为粉末颗粒，较适于煤粉炉直接掺烧。

３） 污泥。 由《３０６０ 零碳生物质能发展潜力蓝皮

书》 可知，我国 ２０２０ 年污水污泥干重产量为 １ ４４７

万 ｔ，仅有 １１４．６ 万 ｔ 被能源化利用 ［１７］ 。 污泥主要特
点为： 高 水 分、 高 灰 分、 低 热 值 以 及 较 高 的 重 金 属
含量 ［２２］ 。

４） 动物粪便。 我国 ２０２０ 年畜禽粪便干重产量

达 １８．７ 亿 ｔ，沼气化利用仅为 ２．１１ 亿 ｔ ［１７］ 。 粪便类
生物 质 主 要 特 点 为 高 水 分、 低 灰 分、 相 对 较 低 的
热值 ［２３］ 。

５） 生活垃圾。 当前我国生活垃圾年产量为 ３．１

亿 ｔ，其中垃圾焚烧量约为 １．４３ 亿 ｔ ［１７］ 。 其特点为：
热值低、重金属含量高、污染重。

６） 废弃油脂。 油脂废弃物指食品加工业及餐

饮业中不能再使用的动植物油脂，我国废弃油脂年
产量为 １ ０５５．１ 万 ｔ，能源化利用量为 ５２．７６ 万 ｔ ［１７］ 。

１ ２

生物质 ／ 煤混燃燃烧特性

燃料的燃烧特性是锅炉燃烧设备设计的主要依
据，主要包括燃料的燃点、燃烧速率、热值、燃尽温
图１

Ｆｉｇ．１

度等 ［２４］ 。

我国生物质资源量及其能源化利用现状

碳含量的燃料性质决定了该类生物质具有较好的反

不同生物质及煤的燃料性质统计（ 平均值）

含碳量决定了煤的高热值，也导致反应活性较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燃料
木头

［１８］

麦秆 ［１８］
粪便 ［１９］
污泥

［２０］

烟煤

［１８］

贫煤

［１８］

Ｍ ａｄ

工业分析 ／ ％

Ａ ａｄ

Ｖ ａｄ

１５．６０

２３ ～ ２８

合燃料的燃点使燃烧提前 ［２６］ 。 王健等 ［２７］ 对不同掺

１６．４０

１０ ～ ２６

—

６０ ～ ７５

１０ ～ １６

１４．７６

２５．９８

４７．１８

２５．２４

３５．３５

３．４８

３７．９４

１２．０８

３４．５７

４．８４

８．８３

发分与氧气体积分数的比值，燃点为不同环境温度
与挥发分等参量的函数，挥发分与氧气体积分数比

７６．５５
６４．９５

热值 ／

（ ＭＪ·ｋｇ ）

０．６３
９．５５

４９．９５

－１

１４ ～ ２１

越大越易着火 ［３０］ 。 因此，掺烧该类生物质可降低混

１１ ～ １７

混比例下平朔煤与棉杆混合焦的燃烧特性进行研

７．５０

究，发现掺入一定比例棉杆焦可降低混合焦燃烧活

１９．４３

焦燃烧速率及夺氧能力的不同使混合燃料的燃烧速

２１．６２

８．２９ 亿 ｔ，但能源化利用仅有 ８ ８２１．５ 万 ｔ ［１７］ ，开发利
用潜力巨大。 秸秆挥发分高、固定碳低、低硫、低灰

分，是良好的清洁燃料 ［２１］ 。 但缺点是能量密度低、
分布较分散，其供应受季节影响较大。

２） 林业剩余物。 林业剩余物主要指林业的“ 三

剩物” 即砍伐剩余物、造材剩余物及加工剩余物，我
国年林业剩余物产量约 ３．５ 亿 ｔ

［１７］

相对燃煤而言，生物质与煤混燃增加了燃料挥发分

ＦＣ ａｄ

６．４２
８．５４

应活性及低热值 ［２５－２９］ 。 而煤较低的挥发分、较高的

含量，使其燃烧过程中局部挥发分增加，提高局部挥

１） 秸秆。 截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秸秆资源年产量为

２８

对于农林废弃物类生物质而言，其高挥发分、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 与农业废弃物

化能从而降低燃点、提高燃烧速率，但生物质焦与煤
率与掺烧比例呈非线性变化。 戴惠玉 ［２８］ 研究不同
比例锯末和煤的燃烧特性，发现随生物质掺烧量的
增加，燃料燃烧性能越好，而燃尽性能变化不大，但
仍存在最佳混燃比。 王华山等 ［２９］ 研究了兰炭和稻
壳混燃的燃尽性能，发现生物质灰熔融温度低，随生
物质添加比例增加，燃烧产生的灰分会堵塞燃料细
孔，抑制挥发分析出和焦炭燃烧。 综上，虽然生物质
掺烧可降低燃料燃点，促进煤燃烧，但掺混比对燃烧
速率及燃尽性能的影响不同，仍需进一步研究。

周

对于污泥类生物质，其含水量高和灰分高的特
点导致热 值 较 低， 但 经 干 燥 脱 水 后 热 值 与 褐 煤 相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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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增加了其能源化利用的可能性。 煤与干化后

污泥混燃时，由于污泥中挥发分相对较高，混合燃
料的燃点 降 低，着 火 稳 定 性 高 于 煤。 高 挥 发 分 燃
料性质特点往往会使燃尽提前 ［ ３０］ 。 但污泥灰含量

渣 ［２１］ ，但生物质气中仍含有碱金属，易形成气相冷
凝细灰进而造成结渣。
１ ４

生物质 ／ 煤混燃污染物排放特性

煤粉 炉 掺 烧 生 物 质 可 有 效 降 低 ＣＯ ２ 排 放，

但 ＳＯ ｘ 、ＮＯ ｘ 等污染物排放取决于燃料硫含量、氮含

较高，其综合燃烧特性指数低于煤，整体燃烧性能

量及炉膛燃烧温度等 ［３７－３８］ 。

不如煤。

此在掺烧生物质时锅炉硫化物排放量低。 此外，生

煤粉炉掺烧禽畜粪便、湿垃圾等生物质时，通常

将该类生物质经气化炉生成 ＣＨ ４ 、ＣＯ、Ｈ ２ 等低燃点
生物质气，然后通入煤粉炉耦合燃烧。 低燃点气体

１） ＳＯ ｘ 排放。 农林类生物质硫含量较低 ［１８］ ，因

物质中富含 Ｋ、Ｃａ、Ｍｇ 等碱金属，其与煤燃烧过程
中，碱金属会与烟气 ＳＯ ２ 反应生成硫酸盐起到良好

的作用与挥发分类似，可降低燃点，改善燃烧特性，

的固硫作用，可进一步降低烟气中 ＳＯ ｘ 含量 ［３９］ 。 而

掺烧农林类生物质及生物质气可改善燃烧特

态赋存 ［２３］ ，不适合大量掺烧，但低比例掺烧时，煤中

提高燃烧稳定性 ［３１］ 。

性。 煤粉炉掺烧农林生物质及生物质气时炉膛只需

维持在煤粉燃点以上 ［３２］ ，即可顺利着火。 一次风着
火距离与燃料挥发分呈负相关关系 ［３０］ ，即挥发分含
量越高着火距离越短，越有利于锅炉稳定燃烧。 因
此，利用该特性可在锅炉不投油时，增加锅炉低负荷
燃烧稳定性，提高机组调峰能力。

１ ３

污泥含硫量通常比煤高且主要以易挥发的有机硫形
Ｃａ 等矿物质可与 ＳＯ ｘ 发生反应固硫，对 ＳＯ ｘ 排放影
响不大 ［４０］ 。 生物质气中硫含量极低，掺烧生物质气
可有效降低 ＳＯ ｘ 排放 ［４１］ 。

２） ＮＯ ｘ 排放。 燃煤锅炉烟气中 ＮＯ ｘ 生成方式比

较复杂。 燃烧过程中生成的 ＮＯ ｘ 可分为燃料型、热
力型及快速型，燃料型 ＮＯ ｘ 占 ７５％左右，热力型约占

２０％，快速型 ＮＯ ｘ 生成量较少 ［４２］ 。

生物质 ／ 煤混燃结渣特性

锅炉结渣是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农林类生物
质及污泥类生物质中富含大量无机元素，其与煤混

燃过程中易生成气相冷凝细灰及低温共熔体 ［３３］ ，黏
附在换热面上易造成结渣。 结渣是生物质 ／ 煤混燃
的最大风险，而灰熔融温度及烟气中碱金属含量是

掺烧农林生物质是减少 ＮＯ ｘ 排放的重要方法，

该类生物质与煤混燃过程中，生物质中挥发分大量
释放并与煤粉夺氧燃烧导致煤粉周围出现局部贫
氧，可有效抑制中间产物向 ＮＯ ｘ 转化 ［４３］ 。 其次，生
物质中氮常以氨基形式存在，易于还原气氛下生成

反映锅炉结渣状况的重要参数。

ＣＨ ｉ 、 ＮＨ ｉ 等 基 团， 将 生 成 的 ＮＯ ｘ 转 化 为 ＨＣＮ 和

Ｎａ、Ｃａ、Ｍｇ、Ｓ、Ｃｌ、Ｆｅ、Ａｌ、Ｓｉ、 Ｐ 等 ［２２］ 。 黄东东等 ［３４］

温度相应降低，可减少热力型 ＮＯ ｘ 的生成，但锅炉过

影响生物质 ／ 煤灰熔融温度的元素 主 要 有 Ｋ、

认为灰中成分可分为酸性氧化物（ ＳｉＯ ２ 、Ａｌ ２ Ｏ ３ ） 及碱
性氧化物（ Ｋ ２ Ｏ、Ｎａ ２ Ｏ、ＣａＯ、Ｆｅ ２ Ｏ ３ 、ＭｇＯ） ，酸性阳离
子具有较高的离子势，易与氧离子结合形成多聚物
提高灰熔融温度；而离子势较低的碱性阳离子作为
氧的给予体能解聚多聚物，降低灰熔融温度。 非金

Ｎ ２ ［４４］ 。 此外，生物质热值较低，掺烧生物质时炉膛
低的烟 温 易 导 致 ＳＣＲ 脱 硝 催 化 剂 失 活 ［３２］ 。 倪 刚
等 ［１８］ 在 ５０ ｋＷ 下行炉上对生物质与贫煤混燃的掺
烧位置进行研究，发现生物质从还原区且接近燃尽
区射入对 ＮＯ 的还原效果较好。 但实际改造过程中
考虑到掺烧方式、燃料性质及改造成本，生物质通常

属元素 Ｃｌ、Ｓ 含量对碱金属及碱土金属的成灰过程

从锅炉最上层或最下层备用燃烧器喷入 ［４４］ 。

析出比例 ［３５］ ，Ｓ 元素虽然会与碱金属发生硫化反应

少量掺烧时，污泥中挥发分会夺氧燃烧并生成 ＣＨ ｉ

面上冷凝，形成黏性表层进而捕获烟气中灰颗粒造

致燃料型 ＮＯ ｘ 排放增加。 ＴＡＮ 等 ［４５］ 通过现场试验

有重要影响，Ｃｌ 元素可以增大燃烧过程中碱金属的
降低烟气中碱金属含量，但生成的硫酸盐易在换热
成锅炉结渣 ［３６］ 。 因此，煤粉炉掺烧生物质需考虑混
合燃料的酸碱比及碱金属含量

［３５］

。 农林废弃物碱

金属含量高，大量掺烧时易结渣；而污泥灰含量较
高，相较于农林废弃物更易积灰，因此污泥掺烧过程

中需控制污泥掺烧量，注意炉膛及时吹灰；而掺烧生
物质气可一定程度缓解灰熔融温度低引起的炉底结

污泥中有较多蛋白质，其氮元素含量高于原煤。

及 ＮＨ ｉ 基团，降低热力型 ＮＯ ｘ 生成，但大量掺烧会导
发现污泥掺烧比小于 ７．３５％ （ 质量比） 时，ＮＯ ｘ 排放
量随掺混比上升而下降。

生物质气的主要成分为 ＣＨ ４ 、ＣＯ、Ｈ ２ 等气体，

均为可与 ＮＯ 发生反应的还原性气体，掺烧生物质

气可有效降低 ＮＯ ｘ 排放量。 杨章宁等 ［４６］ 在 ５０ ｋＷ
下行炉上对生物质气与贫煤混燃的掺烧量、掺烧位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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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进行研究，发现生物质气从燃尽区附近喷入燃烧

间接耦合可避免因碱金属含量高引发的锅炉结

对ＮＯ ｘ 排放量的降低效果最好，且随着生物质气掺

渣问题，避免生物质制粉繁琐问题，燃料适应性强，

烧量的增加，ＮＯ ｘ 排放量逐渐降低。

也利于回收粉煤灰。 并联耦合同样可减少掺烧生物

３） 颗粒物排放。 燃煤机组颗粒物排放主要来

源于燃料灰分，通常燃料灰分越高，烟气中的颗粒物
含量越高

［４７］

。 农林生物质和生物质气中灰含量低，

掺烧会降低烟尘排放，但农林生物质燃烧后会生成
大量亚微米细颗粒，常规的静电除尘无法将其完全
脱除，因此需要加装布袋除尘器等除尘设备
泥灰分高，掺烧时颗粒物排放高。

［３２］

。 污

４） 重 金 属 排 放。 相 较 于 农 林 废 弃 物、 生 物 质

气，污泥富含重金属，电厂掺烧污泥后锅炉烟气以及
飞灰中的重金属也会增加

［４８］

。 污泥掺烧过程中，挥

发性较强的重金属如 Ａｓ、Ｈｇ、Ｓｅ 富集于烟气中，而
挥发性较差的重金属如 Ｐｂ、Ｃｕ、Ｃｒ、Ｎｉ 多富集在灰
渣中

［４０］

。 李德波等

［４９］

对某 ３３０ ＭＷ 锅炉掺烧不同

比例污泥，研究了重金属排放特性，发现污泥掺烧质
量分数在 ８％以下时对机组重金属排放无明显影响。

２

掺烧方式灵活性

２ １

农林废弃物的掺烧方式

适用于燃煤电站耦合生物质的方案有 ３ 种：直

接耦合、间接耦合和并联耦合 ［２］ 。 直接耦合是将预

处理后的生物质与煤粉一同送入锅炉燃烧；间接耦
合是将生物质燃烧或气化后生成的气体引入锅炉发
电，禽畜粪便、湿垃圾及废弃油脂类生物质通常采用
该种耦合方式；并联耦合是煤与生物质分别采用各
自的燃烧系统即煤粉炉和生物质锅炉，二者产生的

蒸气进入机组热力系统耦合发电。 ３ 种掺烧方案示
意如图 ２ 所示。

质带来的沾污、结渣问题，有利于粉煤灰及生物质灰
的分级回收利用。 但间接耦合需要加装生物质气化
炉，并联耦合需要新增生物质锅炉。 间接耦合和并
联耦合改造成本及运行成本都较高，是直接耦合生
物质的 ４ ～ ９ 倍，３ 种耦合形式的改造投资及运行成
本 ［１４］ 见 表 ２。 直 接 耦 合 更 适 合 我 国 燃 煤 机 组 的
改造。
表２

掺烧生物质直接、间接和并联耦合的改造、运行成本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元 ／ ｋＷｈ

项目
改造成本

直接耦合
２ ７９０ ～ ３ ５７５

运行成本

７１ ～ １２４

间接耦合

并联耦合

１９５ ０００ ～ ２６ ０００ １０ ４００ ～ １６ ２５０
９７５ ～ １３００

４１６ ～ ６５０

直接耦合根据生物质的掺烧位置不同有 ４ 种耦

合方式 ［５０］ ：制粉处耦合、一次风管处耦合、燃烧器处
耦合以及独立燃烧器处耦合方式，具体如图 ２ 所示。

制粉处耦合即将预处理后生物质与煤一起送入

磨煤机中磨制成粉，在一次风气流的作用下经燃烧
器进入炉膛燃烧。 该种耦合方式几乎不需对现有锅
炉设备进行改造，成本较低。 但生物质磨制困难且
易堵塞输粉管道 ［５１］ ，生物质可掺烧比例较小（ 热值
比 ０ ～ １０％） ［１４］ 。

一次风管处耦合是将预处理后生物质送入专用

磨煤机磨制成粉，磨制完的生物质粉与煤粉在一次
风管处混合并由一次风携带经燃烧器进入锅炉燃
烧。 辊式磨煤机、锤片磨和直吹式制粉系统较适合
生物质粉的磨制运输 ［３２，４４］ 。 该种耦合方式改造成
本除新增专用生物质制粉设备外，无其他投资且改
造过程不影响原机组运行。 目前，该种燃烧方式最
多可以掺烧 ２０％（ 热值比） 的生物质 ［１４］ 。

燃烧器处耦合和一次风管处耦合相似，采用同

样的独立生物质制粉设备，但生物质粉与煤粉于燃
烧器处混合。 该种耦合方式大大降低了生物质粉堵
管风险，扩大了生物质粉粒径要求，提高了生物质耦
合比例（１０％ ～ ５０％） ［１４］ ，但仍需建设复杂的生物质
粉输送管路。 此外，由于生物质碱金属含量高、燃点
低、着火距离短，掺烧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燃烧器结
Ｆｉｇ．２

３０

图２

煤粉炉掺烧生物质的技术路线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ｆｕｒｎａｃｅ

焦、烧毁现象，因此还需对原煤粉燃烧器进行相应
改造 ［５２］ 。

独立燃烧器耦合方案即生物质磨制完成后经专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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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输粉管道直接由生物质专用燃烧器送入炉膛燃

原料供应是限制生物质发电的核心问题。 我国农业

烧。 此时，生物质粉制备以及燃烧完全独立于燃煤

作业多以家庭式耕种为主，作物种植规模小，相对分

系统，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生 物 质 掺 烧 比 例 （ ５０％ ～

１００％）

［１４］

。 该方案改造成本在 ４ 种方案中最高，生

物质掺烧量也最高。

２ ２

污泥的掺烧方式

散。 其次，我国农业废弃物需要集中化收购且收购过
程较大程度依赖农户意愿。 因此，需建立较全面的农
业生产体系，优化秸秆收购模式，建全生物质供应的
相关政策，推进生物质能的利用。

掺烧污泥方式通常分为直接掺烧、机组烟气直

接干化后掺烧及蒸气间接干化后掺烧 ３ 种。 煤粉炉
的湿污泥含水量高、热值低不适合直接掺烧，通常需
将污泥干化后掺烧

［５３］

。

对于生物质储运而言，先进燃煤机组掺烧生物
质不可能将生物质以散料形式运到布置紧凑的电
厂。 将生物质压缩成型后运输至发电厂，可减少生
物质散料运输成本及火电厂的储藏成本，且经压缩

烟气直接干化污泥掺烧即利用锅炉高温烟气作
为热源干燥污泥，干化后污泥与煤混合后一同送入
磨煤机制粉，干化后产生的废气送入炉膛燃烧，如图

３ 所示。 炉膛高温及锅炉的脱硫、脱硝系统可满足

成型后的生物质颗粒能量密度及抗压强度也会显著
提高 ［１０］ ，利于火力发电厂的掺烧利用。

３ ２

制粉、燃烧系统适应性

农林废弃物类生物质难以破碎，需采取合适的

污泥适量掺烧的排放问题。 该种方案对锅炉效率影

生物质制粉设备，如锤磨机、辊式磨煤机可满足生物

响不大，成本适中，但掺烧量过大时，所需烟气量大，

质制粉需求。 其次，对原料进行烘焙处理使其可磨

易降低锅炉主蒸气参数

［５３］

。

性较好、疏水、热值增加 ［１４］ ，提高该类生物质掺烧对
制粉系统的适应性。 农林废弃物挥发分高，掺烧时
易造成着火提前，引起燃烧器超温进而造成燃烧器
表面结焦或烧毁。 因此，大比例掺烧生物质时，需适
当调节一、二次风的风速，提高该类生物质掺烧对燃
烧系统的适应性。

Ｆｉｇ．３

图３

烟气直接干化污泥掺烧工艺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ｒｉｅｄ ｂｙ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蒸气间接干化污泥掺烧即利用汽轮机抽汽作为
热源干燥污泥，干化后的污泥与原煤一同送入磨煤
机制粉。 干化产生的可凝废气通过冷凝器冷凝成

水，不可凝废气则通入锅炉燃烧，如图 ４ 所示。 该种
掺烧方式的热源来自汽轮机抽气，对锅炉主蒸气参

数影响较小，可实现污泥的大量干化掺烧，但对凝结
废水的处理较为困难，成本较高 ［４０］ 。

３０％

污泥类生物质含水量多，经干化后含水量仍达
［４０］

，极易堵塞煤仓下料口及磨煤机入口，因此

需控制污泥掺烧量并使污泥与煤混合均匀。

３ ３

掺烧农林生物质的沾污、结渣问题
掺烧生物质的最大风险为锅炉的沾污、结渣问

题。 生物质中碱金属含量高，燃烧过程中引发的结
渣 ［２１］ 严重威胁机组安全性和经济性。 燃料预处理
及抗结渣添加剂可缓解掺烧生物质带来的结渣情

况。 相关研究表明 ［３４］ 向燃料中掺烧一些富含 ＳｉＯ ２ 、
Ａｌ ２ Ｏ ３ 的酸性添加剂改变灰分酸碱比可起到抗结渣
作用。 利 用 水 洗、 醋 酸 铵 洗 以 及 盐 酸 洗 等 洗 涤 方
式 ［５４］ 脱除了生物质中不同赋存形式的钾，可在提高
生物质灰熔融温度的同时降低了锅炉炉膛烟气中钾
含量，降低锅炉结渣的可能，也可减少碱金属含量高
可能带来催化剂堵塞、中毒等问题 ［５５］ 。

３ ４
Ｆｉｇ．４

３
３ １

图４

蒸气间接干化污泥掺烧工艺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ｄｉｒｅｄ ｂｙ ｓｔｅａｍ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煤粉炉掺烧生物质壁垒及应对措施
农林废弃物的供应与储运
煤粉炉掺烧生物质对燃料的需求量大，生物质

煤粉炉掺烧生物质的经济性

按热值折算生物质发电成本大多高于煤炭。 无
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发电企业掺烧生物质大多亏本。
污泥类生物质的掺烧虽会增加发电成本，但考虑到
环境效益且依据现有补贴 ［５６］ 仍可获得一定的经济
效益。 而掺烧农林废弃物类生物质因其生物质掺烧
发电量难以精确计量，无法获取国家财政支持，步履

维艰 ［５７］ 。 间接耦合及并联耦合中生物质发电量的监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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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煤技术

测手段已取得一定突破，但直接耦合中生物质发电量
计量技术仍需进一步研究。 清华大学孟庆慧等

［５８］

提

出一种１４ Ｃ 同位素在线监测生物质混燃比的方法，可
实现生物质发电量的精确检测，该技术已成功示范。

４

［４］

［５］

［６］

［７］

３） 农林废弃物类生物质反应活性好、挥发分含

以实现燃煤机组大量掺烧生物质，建议将其作为调峰

［８］

［９］

［１０］

［１］

新华社．习近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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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３］

张绪辉，杨兴森，辛刚，等．燃煤火电机组深度调峰运行试验研

［１４］

３２

ＣＡＯ Ｚｈｏｎｇｙａｏ，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ｈｅ，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ｃｈａｒ ｐｅｌｌｅｔｓ

１５２：１０４９５６．

ＬＩ Ｊｉｎ， ＷＡＮＧ Ｒｕｉ， ＬＩ Ｈａｏｒａｎ， ｅｔ ａｌ． Ｕｎｉｔ －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ｓｔ －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ｒｅｔｒｏｆｉｔ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ａｔ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１，２８５：１１６４９４．

许旭斌，戴航，赵帆，等． 恒温下玉米芯焦与煤混燃动力学研
究［ Ｊ］ ． 太阳能学报，２０２１，４２（４） ：１６－２３．

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１，４２（４） ：１６－２３．

张广才，周科，鲁芬，等． 燃煤机组深度调峰技术探讨［ Ｊ］ ． 热
力发电，２０１７，４６（９） ：１７－２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４６（９） ：１７－２３．

杨卧龙，倪煜，曹泷． 生物质直接混烧技术在燃煤电站的应用
研究进展［ Ｊ］ ．可再生能源，２０２１，３９（８） ：１００７－１０１２．

ＹＡＮＧ Ｗｏｌｏｎｇ， ＮＩ Ｙｕ， ＣＡＯ Ｓｈｕ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 － ｆｉ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ｈｕｉ， ＹＡＮＧ Ｘｉｎｇｓｅｎ， ＸＩＮ 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８（４） ：１４４－１５０．

２８２：１１８７７５．

ｐｅａｋ ｓｈａｖ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ｕｎｉｔｓ［ 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究［ 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２，２８（４） ：１４４－１５０．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ｅｐ ｐｅａ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ｔ

ｏｓ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ａ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ｏｄ ｖｉｎｅｇａｒ ａｎｄ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 ｆｕｅｌｓ

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ｃａｉ，ＺＨＯＵ Ｋｅ，ＬＵ Ｆｅｎ，ｅｔ 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ｅｐ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２） ：８０－９１．

ＷＡＮＧ Ｃａｉｗｅｉ，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ＷＵ Ｓｈｕｎｙａｎ，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

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ｎｃｏｋ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ａｔ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Ｊ］ ． Ｓｏ⁃

ＷＡＮＧ Ｙｉｋｕｎ， ＤＥＮＧ Ｌｅｉ， ＪＩＡ Ｚｈａｏ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ｎ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ｕｎｉｔｓ ［ Ｊ ］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５０

ｍａ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 ．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２１，１６：１２２６３１．

ＸＵ Ｘｕｂｉｎ，ＤＡＩ Ｈａｎｇ，ＺＨＡＯ Ｆ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 － ｃｏｍｂｕｓ⁃

［２０２２－０３－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ｅｎｅｒｇｙｎｅｗｓ．ｃｎ ／ ｚｈｕａｎｔｉ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

ｖｉｎｅｇａ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ｗａｓｔｅｓ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Ｇ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

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６）
１６ ／ 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２２０２１６１１７６７８．ｈｔｍｌ．

ＸＵ Ｊｉａ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ＳＨＩ Ｙｕｅ，ｅｔ 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ｏｄ

ｎｉｓｍ［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０２０，

性能进行仿真，相关试验台及仿真模型正在搭建中。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３７（３） ：９－１６．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

室以新疆棉杆及新疆褐煤为原料，研究掺烧生物质对
烧器处耦合方案对锅炉低负荷下掺烧生物质的稳燃

展路径研究［ Ｊ］ ． 电力科技与环保，２０２１，３７（３） ：９－１６．

ｆｒｏｍ ｗｏｏｄ ｓａｗｄｕｓｔ ｂｙ ｈｙｄｒ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Ｊ ］ ． Ｆｕｅｌ， ２０２０，

“煤”使用［１３］ 。 上海理工大学碳基燃料清洁转化实验
燃烧稳定性的影响，并运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采用燃

朱法华，王玉山，徐振，等． 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碳中和的发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Ｊ］ ． Ｐ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

量高、燃点低，掺烧高挥发分燃料可以提升锅炉低负
荷下稳燃能力。 受制于生物质燃料的供应，短期内难

７９１，８０３．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质供应链的风险。

电量的精准计量。

和应对措施［ Ｊ］ ． 动力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０） ：７８４－７９１，８０３．

ＺＨＵ Ｆａｈｕａ，ＷＡＮＧ Ｙｕｓｈａｎ，ＸＵ Ｚｈｅｎ，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

高生物质成型燃料的抗压强度、能量密度，降低生物

建议采用１４ Ｃ 同位素在线监测技术以实现生物质发

马达夫，张守玉，何翔，等． 煤粉锅炉超低负荷运行的技术问题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３９ （ １０ ） ： ７８４ －

场秩序。 同时进一步开发生物质压缩成型技术，提

无法获得财政补贴，掺烧生物质发电企业难以盈利。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２，１３８：１０７８６８．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ｕｌｔｒａ－ｌｏｗ ｌｏａ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发电量的单独计量。 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２） 由于生物质发电量难以单独计量导致其暂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ＶＤＣ ａｎｄ ＵＨＶＤＣ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ＭＡ Ｄａｆｕ，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ｏｕｙｕ， ＨＥ 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因素主要为：生物质燃料的来源及储运、生物质燃料

推行集中化的生物质收购模式，建立合理生物质市

ｓｅａｒｃ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７５：１０２０３０．

ＹＩ Ｙｏｎｇ，ＷＡＮＧ Ｌｉｍｉ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ｙｉｎｇ．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实现 ＣＯ ２ 快速减排。 目前限制生物质大量掺烧的
１） 生物质分布零散，储存与运输成本高。 建议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ｉｃｒｏ － ｇｒｉｄ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ｗｉｎｄ ａｎｄ

面对双碳压力，我国优化能源产业结构势在必
广、产量丰富等特点，利用潜力巨大，生物质掺烧可

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Ｆｅｌｉｐｅ， ＢＩＬＬＩ Ｍａｒｃｏ， ＵＲＱＵＩＺＡ Ａｎａｈí． 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

结语与展望

行，生物质作为碳排放量极低的碳质燃料具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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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ＴＧＡ） ［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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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２０１０，３３（２） ：１０７－１１１．

ＦＯＲＳＢＥＲＧ Ｃ，ＢＲＯＳＴＲÖＭ Ｍ，ＢＡＣＫＭＡＮ Ｒ，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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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９，８０（２） ：２３１０４．

董静兰，马凯． 富氧气氛下煤与生物质掺烧时污染物排放特
性［ Ｊ］ ． 太阳能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３） ：８２９－８３６．

ＤＯＮＧ Ｊｉｎｇｌａｎ， ＭＡ Ｋａｉ．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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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洁净煤技术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 ］ ． Ａｃｔａ Ｅｎｅｒｇｉａｅ Ｓｏｌａｒ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８， ３９ （ ３ ） ：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 ＭＯ Ｈｕａ， ＸＵ Ｈａｉ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毕玉森． 低氮氧化物燃烧技术的发 展状况 ［ Ｊ］ ． 热力发电，

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

［４０］

２０００，２９（２） ：２－９．

ｏｇｙ［ Ｊ］ ．Ｔｈｅｒｍ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２９（２） ：２－９．

［４９］

［５０］

韩伟哲，王爱军，张小桃，等． 生物质（ 气） 耦合燃煤锅炉运行
ＨＡＮ Ｗｅｉｚｈｅ， ＷＡＮＧ Ａｉｊ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ｔａｏ， ｅｔ 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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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５１］

ｂｉｏｍａｓｓ （ ｇａｓ ）

２０１８（１０） ：８４－８８，９１．

ＧＯＮＧ Ｊｉａｈｏｎｇ．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ｏｘｉｄ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５２］

山西电力，２０１８（５） ：６９－７２．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５３］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ｓｔｒａｗ ｂｒｉｑｕｅｔｔｅ ｆｕｅｌ ｆｏｒ ３００ ＭＷ ｃｏａｌ －

［４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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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ｆｉｒｅ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ｂｏｉｌｅｒ：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Ｊ］ ．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７，１１９：３９２－３９９．

杨章宁，卢啸风，倪刚，等． 生物质气与煤粉耦合燃烧再燃还
原 ＮＯ 热态试验研究［ Ｊ］ ． 动力工程学报，２０２０，４０（ １０） ：７８１－

［５４］

［５５］

［５６］

７８５，８１４．

［４７］

梁俊宁，张振文，高晓庆，等． 煤质对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５７］

３４

建议［ Ｊ］ ． 环境工程，２０２０，３８（６） ：２０２－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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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４，４０：９３０－９４３．

郭名女，唐强，李建雄，等． 城镇污水厂污泥与煤混烧发电的
技术经济分析［ Ｊ］ ． 中国给水排水，２００８（１６） ：２２－２５．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８（１６） ：２２－２５．

井新经，陈运，张海龙，等． 生物质耦合发电技术及发电量计
算方法［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１９，４８（１２） ：３１－３７．

ＪＩＮＧ Ｘｉｎｊｉｎｇ，ＣＨＥＮ Ｙｕｎ，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ｌ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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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晴，莫华，徐海红，等．燃煤电厂掺烧废弃物现状及环境管理

ＭＵ Ｌｉｎ， ＬＩ Ｔ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 ａｃｉｄ

ｉｎ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Ｊ］ ．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Ｊｕｎｎ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ｅｎｗｅｎ， ＧＡＯ Ｘｉａｏ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４８］

（１１） ：４７－５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ｌｕ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ｌ ｃｏ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的影响［ Ｊ］ ． 煤炭转化，２０１５，３８（１） ：９１－９６．

［ Ｊ］ ． Ｃｏ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１５，３８（１） ：９１－９６．

耦合发电机组影响［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２０，４９（１１） ：４７－５４．

ＧＵＯ Ｍｉｎｇｎｖ，ＴＡＮＧ Ｑｉａｎｇ，ＬＩ 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ｅｔ 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４０（１０） ：７８１－７８５，８１４．

王一坤，邓磊，柳宏刚，等． 湿污泥掺烧量对抽烟气干化污泥

ａｎｄ ｓｌａｇｇ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ｆｉ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Ｊ］ ．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ＬＵ 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ＮＩ 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ｇａｓ ａｎｄ
ＮＯ ｈｏｔ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４８ （４） ：１５－２０．

ｐｌ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ｓｅｔ［ Ｊ］ ．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４９

ｆｉｒｅｄ ｕｎｉ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０，３０
（１４） ：１－６．

［ Ｊ］ ． 热力发电，２０１９，４８（４） ：１５－２０．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 － ｆｉｒ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ｄｒｙｉｎｇ ｓｌｕｄｇｅ ｃｏｕ⁃

王学斌，谭厚章，陈二强，等． ３００ ＭＷ 燃煤机组混燃秸秆成型
ＷＡＮＧ Ｘｕｅｂｉｎ， ＴＡＮ Ｈｏｕｚ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Ｅｒ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

陈大元，王志超， 李宇航， 等． 燃 煤 机 组 耦 合 污 泥 发 电 技 术

ＷＡＮＧ Ｙｉｋｕｎ，ＤＥＮＧ Ｌｅｉ，ＬＩＵ Ｈｏｎｇ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ｅｔ

（５） ：６９－７２．

燃料的试验研究［ Ｊ］ ． 中国电机工程学报，２０１０，３０（１４） ：１－６．

１７－２３．

ｕｎｉ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Ｊ］ ．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ｌｅｎｄ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ｓ［ Ｊ］ ． Ｓｈａｎｘｉ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２０１８
［４４］

物质研究进展［ 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１９，２５（５） ：１７－２３．

ＣＨＥＮ Ｄａ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 ＬＩ Ｙｕ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１０） ：８４－８８，９１．

张新． 电站锅炉掺烧生物质的污染物释放特性试验研究［ Ｊ］ ．

刘家利，王志超，邓凤娇，等． 大型煤粉电站锅炉直接掺烧生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 ｂｏｉｌｅｒｓ ［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２５ （ ５ ） ：

ｂｏｉｌｅｒ ｉ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Ｐｏｗｅ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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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ｅｎｅｒｇｙ，２０１７，２（５） ：４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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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 ：７４－ ７９．

宫家宏．电站煤粉炉氮氧化物控制技术［ Ｊ］ ． 电力设备管理，

毛健雄． 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 Ｊ］ ． 分布式能源，２０１７，２（ ５） ：

４７－５４．

ＬＩＵ Ｊｉａｌｉ，Ｗ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ＤＥＮＧ Ｆｅｎｇｊｉａｏ，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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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Ｏ 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ｌｏｇｙ［ Ｊ］ ．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２８（３） ：８２－９４．

性能及污染物分析［ Ｊ］ ． 能源研究与管理，２０２１（４） ：７４－７９．

研究及应用［ Ｊ］ ． 浙江电力，２０１９，３８（７） ：１０９－１１４．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 Ｊ ］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２０１９， ３８ （ ７ ） ：

王飞，张盛，王丽花． 燃煤耦合污泥焚烧发电技术研究进展

ｏｆ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ｅｄ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李德波，孙超凡，冯斌全，等． ３００ ＭＷ 燃煤电厂污泥掺烧技术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ｂｌｅｎ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３００ ＭＷ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研究［ 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６．

［ Ｊ］ ．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２，２８（３） ：８２－９４．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３８（６） ：２０２－２０７．

ＬＩ Ｄｅｂｏ，ＳＵＮ Ｃｈａｏｆａｎ，ＦＥＮＧ Ｂｉｎｑｕａｎ，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

马静颖． 含盐高浓度有机废液的蒸发结晶及流化床焚烧处理

ＷＡＮＧ Ｆｅｉ，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ｈｕ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４１］

ｏｆ ｃｏ －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ｗａｓｔｅ ｉｎ ｃｏａｌ － ｆｉｒｅ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

８２９－８３６．

ＢＩ Ｙｕｓ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ｏｘｉｄ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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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 Ｊ ］ ．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４８
［５８］

（１２） ：３１－３７．

孟庆慧，吴玉新，张扬，等．一种基于 １４ Ｃ 同位素在线检测的生
物质混燃比监测系统：ＣＮ２０７９９２１９９Ｕ［ Ｐ］ ．２０１８－１０－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