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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焦炭企业在我国现阶段的工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在经济发展、建设方面都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而随着我国对炭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对炭也增大了开发规模。优质炼焦煤资源也开始随之短缺,当这
些现象持续不断的出现在各地时开始制约焦化行业的发展。并且由于国内环境问题越来越差,焦炭的污
染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焦炭企业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也显露出来,人民群众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对环
境也有着更高的要求。焦炭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亟待解决。所以本文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些见解,
通过对操作方式的改变去降低这些尖锐的矛盾。希望这些方法能给焦炭行业的工作者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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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ke enterprise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China's cur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lay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arbon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scale of carbon has also increased. High quality coking coal resources also began to be in short
supply. When these phenomena continue to appear everywhere, they begin to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coking industry. And because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the pollution
of cok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he impa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ke enterprises
on the environment has also been revealed, and the people also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impact of coke enterprises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eeds to be solved urgently. Therefore, this paper gives some opinions on the above problems, and reduces these
sharp contradictions through the change of operation mode. It is hoped that these methods can give effective
suggestions to workers in cok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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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且炭资源丰富,在过去对炭资源的

焦炭企业在生产模式上属于资源消耗这类范畴,在发展生

使用十分广泛,所以凭借对碳的开发来支撑着我国部分经济的

产中为经济生产提供了有利的保障,同时也会产生出对环境有

发展。由于时代的变革以及能源即将用尽,焦炭行业这类资源消

害的物质：废气、废水、废渣、粉尘等,这些物质都不利于生

耗类的生产模式面临着被淘汰掉的风险。这就要求我国焦炭企

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传统的产业经济模式在当前的

业在改变自身结构与提升研发能力上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些企

时代背景下正被逐渐淘汰。环保技术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改进,

业在战略层面上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来应对日益变化的外部环

若焦炭企业能够将这些新兴环保技术熟练掌握,必将为焦炭行

境,对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上的双重抉择应从长远的角度去

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比如通过对破碎方式、破碎粒

选择保护环境,先从技术上考虑如何提升环境保护其次再去规

度的改变,利用新兴环保技术对焦炭企业在发展当中产生的废

划如何提升经济效益。在市场需求中焦炭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度

物进行适当处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企业创造出较高的经

较大,而技术研发以及科技创新已成为焦炭企业提升竞争力的

济效益。

有效手段,将创新意识传递到企业内部的各个角落,让每个工作

1 焦炭企业的发展趋势

人员都了解到唯有研发出适合市场的新兴产品才能够推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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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性运转。如今焦炭企业也在科技创新上比较重视,加大了对

压强下四处扩散,想要防治粉尘可以在加煤车上安装除尘设备,

科技研发的经费,在国家的扶持下让煤炭经营绩效更加平稳的

或者运用新兴技术采用上升管单调系统与高压氨水喷洒的方式,

[1]
增长 。

这些技术能够实现无烟装煤且对工作人员没有太大操作性的要

2 焦炭企业在发展中可能会造成的污染

求。三是在进行产品生产过程中防治出焦的粉尘污染,出焦工序

2.1粉尘污染

中工艺流程的不足会产生较多的粉尘,为解决该问题应在地面

焦炭企业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污染物就是

上安装除尘站,对于剩余小部分的粉尘可以通过先进的除尘设

粉尘。焦炭企业的生产原料主要为煤炭,在进行煤炭运输、煤炭

备进行除尘,以此增加出焦时的除尘率。四是对于工作人员要有

装卸以及炉顶装煤这些步骤时将会产生大量粉尘。这些粉尘的

明确的规定,在工作时必须佩戴防尘口罩,给他们提供合适的时

产生还与各种因素有关,比如环境气候的不同、生产工艺技术的

间去饮水、休息以此来增加对粉尘的抵抗能力。

低下、管理手段的不足、企业生产的位置较差等因素,根据相关

3.2污水污染防护措施

研究表明,在焦炭企业实际生产中的粉尘一般会根据对数曲线

工业废水作为焦炭企业较难处理的一种废弃物,在过去焦

的样式进行排列,在排列中的粉尘间距一般在15-20m左右。粉尘

炭企业处理焦化污染水一般都是通过活性污泥与污水结合降低

还有一定的特性,在吸湿性、分散性、凝聚性上较强,这些特性

污水的有机性,但这种办法不仅会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还不能

对于环境的调节都会造成破坏,严重时还会打破生态环境的平

够起到有效的作用,处理效果不显著。所以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进

衡,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不适的影响。这些粉尘的主要危害有

行防治工作：在焦炭产品的冶炼过程进行合理的控制,利用新兴

以下几点：一是对在焦炭企业长期工作的人造成肺部损伤,引发

技术采用新型污废水处理工艺,A/O技术在该背景下产生,该项

各种肺病。二是给周边居民带来更差的生活体验,晾晒衣服、开

技术在对污水处理中达到工作人员预想的效果。该工艺流程为

窗通风、呼吸空气时都会有粉尘进入受到不同程度的粉尘污染

在硝化过程中使用脱氮池,让水中的有机碳源能够被脱氮池直

影响。三是粉尘聚集在一起形成较高浓度时遇到明火就会爆炸,

接利用,让硝化池中的混合液充分接触,控制好回流比最后使

如果不及时扑灭会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带来影响,还会使财产安

NO3-离子在脱氮池中反硝化。该系统虽然只有一种污泥回流操

全造成较大损失。四是这些粉尘如果不及时消除会引起焦化企

作,但去污手段却十分显著,在该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

业在生产过程中导致生产设备的电路短路或皮带打滑,使得生

极大的提升了焦化污废水的处理效果。

产量减少最终导致经济效益受损。

4 探究炼焦工艺的配煤炼焦以及炼焦技术的改进
办法

2.2污水污染
煤炭作为焦炭企业生产的原料,在干馏生产过程中会得到

4.1扩大炼焦煤种的有效措施

想要的固态焦炭,而同时也产生其他杂质,这些杂质中包含液体

4.1.1改变炼焦过程的参数

煤焦油与气态焦煤气,对于这类物质的回收存在很多问题,因为

可以通过改变炼焦过程的速度来扩大炼焦煤种,在近代炼

在对其回收过程会产生三废问题,产生废物最多的是焦化污废

焦炉中通常对炼焦速度没有太多要求,一般保持在1.5℃/分钟

水,这些废水形成最多的污染物有酚、苯、萘、吡啶、吲哚等多

左右。在100℃之前温度缓慢上升,之后加快上升到500℃,再缓

环芳香族复杂的化合污染物质。该物质中有机物含量较高很难

慢上升到950℃。乌克兰煤化学研究院对炼焦速度、最终温度进

进行合理的处理,若处理不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是难以挽

行了探究,查明在焦饼中心最终温度为1000℃煤料炼焦的机械

回的。这些污水的主要危害有以下几点：一是将附近的地下水

强度较差,焦炭块度会随着炼焦速度的降低而增大。所以最适应

水源给污染,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二是在排放污水中将附近河

[3]
的焦饼中心的最终温度应当为1100℃ 。所以根据研究表明,

流的水源富营养化最终使水中鱼虾类小动物死亡逐渐死亡,给

加热速度对煤的结焦性的影响较大,将煤快速加热能大大提升

周围水源的生态圈都造成巨大破坏,会影响到未来几年甚至几

其结焦性能。实际上所有煤在足够快的加热速度下都能粘结,

十年的生态平衡；三是周围居民很难再享用到安全无污染的水

若在不降低焦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装炉前能够将煤料提前进

[2]

源,若没有安全的水源,人民的饮水问题也会滋生 。

3 焦炭企业生产中污染防治措施

行预热可改进焦炭质量。应深入研究改进推焦顺序,再对焦炉燃
烧室加热方式进行适当地提升,这是个提升炼焦煤种的好方法。

3.1粉尘污染防治措施

4.1.2往炼焦煤料中加入添加剂

在焦炭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污染问题当中有以下几

在煤的热分解中有过一项研究,通过向煤中加入有机矿物

点措施：一是防治好煤炭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扩散,通过利用

添加剂会改进焦炭的质量。它是凭借影响胶质体的性质去改变

遮挡布对煤炭进行遮挡,在运输过程中需观察布条有无盖住、有

煤的结焦性。在物质组成中不均匀的煤比均匀的要更缺乏规律

无被风刮起,及时对其进行保护,将煤炭运输到指定地点再将布

性,它体现在炼焦的煤与粘结性煤配合上起到更好的作用。加入

条撤下以免粉尘扩散。对于漏天贮煤的方式进行适当改变,建立

煤焦油、沥青在褐煤的苯液当中会产生更为坚实的焦炭,随着沥

全封闭的贮存仓,为粉尘扩散的防治提供保障；二是对炉顶装煤

青熔点的提高焦炭质量也随之上升。在煤料中还要加入褐煤,

时进行防治。由于炉顶碳化室中的压强成正压所以粉尘会在改

这具有一定实际意义,用褐煤、气煤与无烟煤配合产生的烟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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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都能够对产生焦炭,其质量并不比正规焦炭差太多。而将炼焦

高炉不会采用捣固法而是更加精密的顶装炼焦工艺。捣固焦能

煤料与所需添加剂混合在一起产生的焦炭质量一定会比原有的

够在煤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不太需要在采用煤种上耗费精力,只

要好很多。

是焦炭质量会随其差异性不同而改变,其质量难以保证。而顶装

4.2改进备煤工艺

焦对于炼焦用煤时对煤的要求更高,在选择煤源时可能会损耗

4.2.1改进煤的混匀工作

较多经济效益,但其产生的焦炭质量会更加稳定,更受广大人士

炼焦过程中煤料若不能认真混匀将不能够确保原料的使用

的欢迎。

率,所以在使用煤料前仔细混匀很有必要,不仅可以提高焦炭的

6 结束语

质量还会减少废气的产生。在炼焦用煤中应针对减小灰粉和硫

总之,焦炭企业的传统生产模式正在不断被淘汰掉,如果企

粉的波动范围而专门洗选改进煤的混匀方式,在洗选过后若灰

业内部不能够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在市场

粉、硫粉的平均含量呈下降趋势那么应当再次进行洗选。混匀

的焦炭销售中一定会被其他企业所超越。如果能够在改变自身

充分才是改进备煤工艺的前提,才能为制作焦炭打下良好基础。

结构与提升研发能力上有所规划,那么对焦炭企业提升竞争力

4.2.2增大煤料的堆比重

会更进一步。通过新兴环保技术对焦炭企业在发展当中产生的

还可以增加焦煤料的堆比重来提升焦炭质量,煤料的水分

废物进行适当处理,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做到技术性提升,以此

波动与粉碎程度抛开不谈,在焦炭稳定时堆比重会由煤料堆比

促进企业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使焦炭企业能够从可持续发

重的稳定情况来决定。在装煤过程中应根据煤料流动性结合气

展的角度前进。

流的阻力大小去进行放煤,在保持流动性的前提使气流阻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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