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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士古与壳牌两种煤气化技术的比较

韩　梅　兖州矿业集团公司煤化工筹备办公室

　　摘　要　介绍了德士古煤气化技术和壳牌煤气化技术的发展过程及其工业化装置的生产运行情况; 分析了两

种煤气化技术在炉体结构及生产运行指标方面的主要区别, 为选择不同煤气化技术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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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70% 以

上。由于我国煤炭资源十分丰富, 在今后一段

时间里, 煤炭仍将是最主要的一次能源。随着

经济的发展, 煤的洁净利用将是我国能源利用

的重点。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分布很不均

衡并已出现日益短缺和枯竭, 世界各国已开始

开发煤的洁净利用技术, 如用于化肥、化工、电

力等生产领域的煤气化技术已成为新技术开发

的一个热点。兖州矿业集团为充分发挥本地资

源优势, 正积极筹建大型煤化工基地, 将以一

碳化学品为基础, 向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方向

发展, 为利用国外先进的煤化工技术, 我们考

查了德士古与壳牌煤气化技术, 这两种技术经

过多年的发展和运行实践已日益成熟。

1　两种煤气化技术的概况

德士古煤气化工艺的开发至今已有 50 多

年的历史, 主要用于水煤浆气化技术。

1978 年在前西德奥伯豪森的鲁尔化学厂

内建设一台德士古示范炉, 规模为 150töd, 气

化压力 410M Pa, 采用的是废热锅炉流程。1983

年建设并投运一套田纳西伊斯曼 (T EC) 煤 气

化工程, 规模为 820töd, 操作压力 615M Pa, 采

用激冷流程, 用于等压合成甲醇 500töd, 醋酐

700töd。1991 年以后又扩建新装置, 煤气炉规

模已达 1100töd。目前国际上已运行的德士古

煤气化装置共 7 套, 其中我国到目前为止已运

行的有三套, 分别是鲁南化肥厂煤气化装置

(气化规模 300töd, 气化压力 216M Pa) , 上海三

联供煤气化装置 (气化规模 500töd, 气化压力

410M Pa) , 渭河化肥厂煤气化装置 (气化规模

750töd, 气化压力 615M Pa)。

壳牌 (Shell) 煤气化工艺 (SCGP) 主要用

于粉煤气化。在 1978—1983 年, 约对 21 种煤

成功地进行了气化。

壳牌气化工艺的第一个商业应用是荷兰

Buggenum 的 253MW 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厂

( IGCC )。 1993 年 12 月气化炉首次试运转,

1994 年 4 月首次用煤发电, 该装置已于 1998

年 1 月 1 日转交给当地公用事业部门。

2　两种煤气化工艺的技术经济比较

211　两种煤气化工艺流程比较

德士古水煤浆气化过程包括磨煤、煤浆制

备、气化、灰水处理等工序。

经粉碎后直径小于 10 mm 的碎煤经计量

后与一定量的水混合进入磨煤机, 磨成一定粒

度分布、浓度约为 65%～ 70% 的水煤浆 (灰熔

点高的煤, 在进磨煤机前加助溶剂、添加剂

等)。通过滚筒筛滤去较大颗粒后, 进入磨机出

口槽, 最后经磨机出口槽泵和振动筛送进煤浆

槽中。煤浆槽中煤浆由高压煤浆给料泵送气化

炉工艺喷嘴, 与空分装置来的氧气一起进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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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炉, 在 1350～ 1400℃温度下进行部分氧化生

成粗煤气, 经气化炉底部的激冷室激冷后, 气

体和固渣分开。粗煤气经喷嘴洗涤器进入碳洗

塔, 冷却除尘后, 进入CO 变换工序。气化炉出

口灰水经灰水处理工段四级闪蒸处理后, 部分

灰水返回碳洗塔作洗涤水, 经泵进入气化炉, 部

分灰水送废水处理。熔渣被激冷固化后进入破

渣机, 特大块渣经破碎进入锁斗, 定期排入渣

池, 由捞渣机捞出定期外运。其工艺流程见图

1。

图1 德士古气煤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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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壳牌煤气化工艺流程中, 原料煤由氮气

带进磨煤和干燥系统, 入炉煤粒度要求小于

011 mm 的占 90% 以上, 水分小于 2% , 产品煤

密相输送到常压过渡仓, 然后再输送到加压进

料仓, 再将压力为 316M Pa 的氧气经 4 个对称

喷嘴以小角度切线方向喷入气化炉内, 煤与来

自空分的纯度为 95% 的氧气和来自锅炉的过

热蒸汽, 在大约 1500℃、218 M Pa 条件下发生

气化反应。约 90% 的煤灰以熔渣形式沿冷却管

壁流至气化炉底部的水池中, 然后经由灰锁排

出炉外。气化炉产生的高温煤气夹带约 10% 的

飞灰在气化炉顶部被循环的冷煤气急冷至

900℃, 这样使煤气中夹带的熔渣成为固体, 以

避免其粘结在后面煤气冷却壁上。在煤气冷却

的同时通过热交换产生微过热的 12M Pa 高压

蒸汽和 314M Pa 的中压蒸汽。煤气经冷却器冷

却至 240℃, 出冷却器的煤气进入旋风除尘器

和蜡烛状陶瓷过滤器进行干除尘, 约 97% 的飞

灰要经给煤系统再返回煤气炉参加反应, 以提

高碳转化率。离开除尘器的温度为 240℃的干

煤气, 一部分循环至煤气炉顶部做激冷煤气, 大

部分煤气则先到洗涤系统水洗, 以进一步除去

煤气中夹带的粉尘以及氨、卤化物、碱性物质

和微量元素等, 然后再经变换、脱硫等工序得

到合格的合成气。其工艺流程见图 2。

煤粉

图2 壳牌煤气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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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两种气化工艺的主要区别

a) 进料方式不同。德士古煤气化工艺为水

煤浆进料, 壳牌煤气化工艺为干粉进料, 可见

两种气化工艺中的原料煤制备工艺完全不同,

其主要区别为: 德士古气化工艺的输煤方式为

泵送, 原料煤粒度在 10mm 以下, 原料煤入炉

状态为浓度 65%～ 70% 的水煤浆; 壳牌煤气化

工艺的输煤方式为氮气输送, 原料煤粒度为小

于 010154mm 的占 95% 以上, 入炉状态为干煤

粉。

b) 气化炉结构的区别。德士古气化炉的喷

嘴是设在炉体顶部的下喷式单一喷嘴, 其喷嘴

中心线与排渣口中心线重合, 壳牌煤气化炉有

4～ 8 个对列式喷嘴, 设在气化炉体下部炉壁

上。

德士古煤气化炉需要耐火砖衬里, 对向火

面耐火砖的要求很高, 且价格昂贵, 一套耐火

衬里的价格与气化炉受压壳体的造价相近, 其

中向火面砖的价格占整套耐火衬里的 70% 以

上, 而且该耐火衬里还需定期检修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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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牌煤气化炉采用膜式水冷壁, 水冷壁上

涂有耐火材料层, 据介绍, 该耐火材料挂上一

层熔渣后, 能防止熔渣对水冷壁的进一步磨损

和腐蚀, 耐火材料层使用寿命较长, 易于检修。

c) 两种煤气化工艺的技术指标比较 (见表

1)。

表 1　两种气化工艺指标比较

项目 德士古工艺 壳牌工艺

气体组

成, 体

积分数,

%

CO 45. 03 26. 94

H 2 36. 63 64. 72

CO 2 17. 69 0. 95

CH 4 0. 09 0. 14

N 2 0. 41 7. 21

O 2 0. 03

S t 0. 12

碳转化率, % 94. 55 99. 1

冷煤气效率, % 74. 18 79. 4

　注: 德士古工艺的数据以上海三联供为依据; 壳牌数据以兖

州高硫煤为原料经计算得到。

3　对选择煤气化工艺的看法

选择气化工艺要考虑产品方案、工程建设

的目的及要求等多方面因素, 并通过详细的论

证比较后确定。下面将以山东省兖州煤化工基

地建设为例, 谈几点有关对选择煤气化工艺的

看法。

山东省兖州矿业集团公司煤化工基地将以

一碳化学品为基础, 向精细化工和石油化工领

域发展, 基地建设将以 300k töa 甲醇、200k töa

醋酸为一期启动工程。

311　关于合成气的组成

壳牌煤气化工艺生产的合成气有效成份

(CO + H 2) 含量高于德士古煤气化工艺。德士古

煤气化工艺生产的合成气组成更接近于甲醇合

成气的要求, 因而CO 变换量较少, 变换所需的

蒸气量较少, 变换炉及变换废锅相对较小。但

对于生产醋酸及其他羰基化合物所需的CO 来

说, 用壳牌煤气化技术生产的合成气则更有利

于 CO 的分离, CO 分离装置的能力也相应减

小。由此可见, 应针对不同合成气组成通过详

细计算加以比较, 从而进行全系统的综合评价。

312　关于投资及生产成本

壳牌煤气化工艺由于煤气化压力较低, 需

要进行压缩合成甲醇, 因而增加了甲醇的生产

运行费用。德士古煤气化压力可达到 615 M Pa

以上, 可以实现甲醇等压合成, 但同时要求气

化用氧气压力要达到 810M Pa, 因此空分装置

的运行费用也将有所提高。因此, 对这两个方

面要进行详细的论证比较, 确定两者在投资及

运行成本上的差距。

313　关于工业化生产经验及设备国产化的问

题

德士古煤气化炉在我国已运行的有三家,

已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运行经验, 锻炼了一大批

经验丰富的管理、操作及维修人员, 设备国产

化率也在逐步提高。由于气化炉的喷嘴使用寿

命较短、耐火砖的造价高, 致使检修费用居高

不下, 是德士古煤气化技术目前尚未解决的问

题。

壳牌煤气化炉其水冷壁设计寿命为 27a,

喷嘴寿命为 8000h, 均较德士古炉的相应指标

高, 但由于是干粉进料, 气化压力不能太高, 操

作有一定难度, 目前工业化装置只有一套用于

发电, 如用来生产化学品可能存在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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