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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气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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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绍了生物质气化反应器及影响气化过程的因素。对比了不同反应器的差别，介绍了基于这些反应器

的气化研究进展。着重阐述了物料类别、温度、气化介质、粒径、ER、S/B 等不同气化影响因素对气化过程及
产气的影响。
关键词：生物质气化；固定床；流化床；制氢；气化介质

生物质气化是指生物质在气化介质的参与下，

大提高气化产期中的 H2 含量，但是水蒸气气化过

通过一系列的热化学反应过程，转化为可燃气体的

程中的一系列吸热反应，造成气化反应区热量的

过程。生物质气化所产生的可燃气体主要有效成分

大量消耗。

为 CO、H2、CH4 以及部分烷烃类气体，统称为生

近些年，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温

物质燃气。气化和燃烧都是可燃物与氧发生反应，

室气体大量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的变暖，国内外很

但是燃烧过程中提供充足的氧气，燃烧后的产物是

多学者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生物质气化制氢方面。

CO2 和水等不可再燃烧的烟气，并放出大量的热量，

1993 年，Hauserman[1]以木材为原料，以金属阳离

即燃烧主要是将原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热能的过程；

子为催化剂开展了气化制氢的研究。在这个时期，

而生物质气化是在一定的热力学条件下，只提供有

大量的研究集中于生物质气化技术方面，随着能源

限氧的情况下使生物质发生不完全燃烧，生成 CO、

价格的逐渐上涨以及全球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世

H2、CH4 等小分子气体，即气化是将化学能的载体

界各国开始逐渐重视氢能的生产及利用。人们将生

由固态转化为气态，气化反应过程中放出的热量则

物质气化从对可燃气体产量及热值的追求，逐渐向

小很多，气化产气再燃烧则可进一步释放出其具有

生物质气化制氢方面转移。1998 年美国的夏威夷大

的化学能。

学的 Turn[2]在实验室规模流化床上，开展了生物质

生物质气化技术是生物质资源化处理的重要

气化制氢实验。考察了不同实验参数对气化产氢率

方法之一。国内外大量学者已经开展了生物质气化

的影响，主要有反应器温度、空气当量比（ER）及

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气化气，焦油是

水蒸气对生物质之比（S/B），提出了氢产能的概

生物质气化的主要产物，追求高热值的气化产气

念。同年意大利拉奎拉（L’Aquila）大学的 Rapagnà[3]

以及较低的焦油排放是生物质气化的目的之一。

开展了生物质流化床气化以及二次催化研究，利用

因此，很多研究者开展了利用不同实验手段，采

一个带有催化剂的二次反应对气化气体进行催化重

取不同实验技术来达到这种目的的研究。纯净的

整，获得了 2 m3/kg 生物质的气化产气，其中氢气

高热值气体可以作为气体燃料进行供热、发电以

浓度达 60%以上。

及运输燃料的来源，研究者们通过固定床、流化床、

1 气化炉型比较

鼓泡床等炉型进行实验。对于不同的生产目的以及
气化气，比如以空气、氧气、水蒸气及其混合气体。

不同的气化炉型被用来进行生物质气化，主要
分为固定床、流化床及其它炉型等。

空气作为廉价的气化剂可用来进行生物质气化生

1.1

产，但由于大量的氮气的存在，严重降低了气化气

固定床气化炉又可分为气流上吸式、下吸式和
交叉流三种炉型[4-5]（见图 1）。上吸式是物料和
气流流向相反的气化炉。在这种反应器中，固体物
料在下落过程中转化成可燃气体。输入物料从上到

从能源角度考虑，不同气化剂用来生产不同组成的

的热值，另外从系统中带走大量热量。氧气作为气
化剂可大大提高生物质气的热值，但是昂贵的价
格造成了成本的上升。水蒸气作为气化剂可以大

固定床气化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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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流化床气化炉

图1

流化床气化炉在气化剂的作用下，砂子、物料
颗粒与气化介质接触充分，受热均匀，气化反应速
度快，产气率高。一个简单的流化床由燃烧室、布
风板组成，气化介质通过布风板进入流化床中。流
化床气化炉的效率是固定床的 5 倍，其值可达到
2000 kg/(m2·h)。流化床反应器内温度均一，温度范
围一般为 600～900 ℃，不存在炉内反应区间的差
异。流化床反应器主要分为鼓泡流化床和循环流化
床两种类型。图 2 是鼓泡流化床和循环流化床的示
意图。

固定床气化炉

下依次经历干燥、热解、气化反应和焚烧过程。在
焚烧区，最高反应温度可超过 1200 ℃。作为上吸
式的结果，热解区产生的焦油被高温流动气体带
走，所以产生了具有较高焦油含量的气化气。在下
吸式反应器中，相同的流动方向，含碳物质从顶部
输入，空气从炉壁上部传入，而可燃气体从炉子的
下部被抽出。下吸式炉型的结构导致了热解过程中
蒸汽使焦油被有效裂解，然而内部的热交换却没
有上吸式气化炉效率高。交叉流是指物料向下流
动，空气从气化炉两侧输入，气体在同一水平上
相对喷出。由于气化炉内的热解和干燥区在气化
炉上部，因此在空气入口处形成了气化和燃烧高
温段。灰从底部排出，气体出口温度较高，达到
800～900 ℃，因此整体能量效率低下，而且气体
含油量大 [4]。
Pindoria[6]利用固定床开展了在 10 ℃/s 的加热

图2

循环流化床原理

鼓泡流化床气流速度相对循环流化床较低，固
体颗粒从流化床中较少逸出，流化速度较慢，适合
大颗粒生物质原料反应，需要以热载体为换热介质
及能量来源。而循环流化床气化炉中流化速度相对
较高，从流化床中携带出的颗粒经旋风分离器分离

速率，0.1～2 MPa 压力下的生物质气化实验，气化

后重新进入流化床内进行反应。其特点是气化速度

转化率达到 85%～88%。实验发现，在快速加热速

快，适合小粒径生物质颗料，由气化过程中的燃烧

率下，转化率最大可到 95%。实验以氢气或水蒸气

段提供反应所需热量，可不必增加流化床热载体，

作为活化气氛增强了颗粒之间的热传递效果。一些

运行较简单。由于流化床气化炉所具有的良好的物

学者开展了进行了固定床气化炉空气气化生物质热

料混合特性和较高的气固反应速率，因此成为生物

解半焦实验[7]。2004 年 Rao[8]在上吸式气化炉中开

质气化转化的一种较佳选择[11]。

展城市垃圾衍生物（RDF）的空气气化实验，比较

由于流化床的一系列优点，国内外开展了很多

了 与 其 它 生 物 质 的 传 热 传 质 特 性 。 2005 年 ，

生物质气化制氢的研究工作。Boateng[12]在 1991 年

[9]

Hanaoka 用 空 气 和 水 蒸 气 作 为 气 化 剂 研 究 了

用稻壳为原料研究了生物质流化床气化反应，气化

1173K 的恒温条件下的固定床生物质气化。气化产

产 气 中 氢 气 含 量 较 高 ， 气 体 热 值 在 11.1 ～ 12.1

气组分及浓度分别为 CO：35.5%，CO2：27.0%，

MJ/m3，反应温度为 700～800 ℃，能量回收率为

[10]

H2：28.7%的气体。2007 年，Saravanakumar

研究

了对于长枝物料的固定气化技术。通过调整 air/fuel
比例对气化产气进行优化，9～10 kg/h 的连续运行
结果表明，气化效率为 73%。

35%～59%。
吕鹏梅等[13-14]用流化床反应器，以空气和水蒸
气为气化介质对生物质气化进行了研究，主要考察
了反应器温度、S/B、ER 和颗粒粒径对气化产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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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气体组分的影响，结果表明气体产率为 1.43～
2.57 m3/kg 生物质，气体热值为 6741～9143 kJ/m3。
张瑞琪 [15] 在流化床反应器上对生物质空气气化进
行了研究，
气化产气中 H2 浓度含量较低（大约 8%），
但在用水蒸气催化重整时 H2 浓度增加为 30%。
Corella[16]在流化床上进行生物质气化制氢研究，通
过增加一个下吸式 CO 转换炉，每千克生物质的产
氢率可稳定达到 140 g。

2 生物质气化过程的影响因素
2.1 生物质物料特性的影响
在气化过程中，生物质的物料特性（主要包括
水分、灰分、颗粒大小及料层结构等）对气化过程
表1

进

有着显著影响。气化条件与工艺相同而物料特性不
同，其气化产物也各有差异。通过实施对物料含水
率、粒度、料层厚度及物料种类等因素的变化，可
得到不同条件下的的气化效果。另外，原料的黏结
性、结渣性、灰熔温度等对气化炉及过程影响较大，
气化温度受其限制最为明显[17]。不同生物质原料的
热值、水分、挥发分、灰分以及元素组成各不相同，
这些差异造成了气化产气结果的变化。国内外学者
对不同的生物质原料进行研究，主要有稻秆[18]、麦
秆 [19]、松木屑 [20-21]、锯末 [22]、橡木 [23-24]、玉米秸
秆 [25]、甘蔗渣[21]、木屑[26]、杏木[27]等。表 1 列出了
不同生物质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从表中可以看
出，有些物料的差异较为明显。

生物质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工业分析（质量分数）/%

元素分析（质量分数）/%，干基

HHV

生物质
Mois.

Vol.

Ash

FC

5.2

82.4

0.6

11.8

9.7

67.5

4.3

[28]

11.5

74.5

[26]

10.4

[27]

－1

/MJ·kg

C

H

N

S

O

—

51.8

6.6

0.3

—

41.3

18.5

19.41

55.09

6.56

2.14

0.13

36.08

0.4

13.6

20.19

51.6

4.9

0.9

—

42.6

70.4

1.3

17.9

18.81

46.2

5.1

1.5

0.06

35.4

8.52

75.14

0.17

—

—

44.39

5.74

0.37

0.05

49.45

8.1

76.4

3.3

12.2

16.10

50.2

6.1

0.02

—

43.7

5.4

75.8

6.5

12.3

18.80

42.1

6.0

3.1

—

48.8

—

49

22.6

28.4

12.87

36.9

4.7

0.3

0.06

32.5

[19]

8.02

67.55

6.46

17.97

15.58

41.18

4.96

0.78

0.19

38.41

[13]

6.5

69.2

7.6

16.7

—

41.4

5.7

1.1

0.5

42.9

[24]

橡木

[21]

甘蔗渣
松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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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屑
杏木

向日葵壳

[29]

[29]

棉花

[18]

稻草

玉米秆
小麦秆

2.2 气化温度的影响

C+O2→2CO+246.4 kJ/mol

温度是热解和气化的关键控制变量之一。气化

（2）

C+H2O→CO+H2；－131 kJ/mol

（3）

温度对生物质气化产气成分影响巨大。主要的气化

C+CO2→2CO；－173 kJ/mol

（4）

反应温度为 700～1000 ℃，气化温度过低，易造成

CO+H2O→CO2+H2；+41 kJ/mol

（5）

C+2H2→CH4；+75 kJ/mol

（6）

气化产气热值小，气化焦油产量大等问题；气化温
度过高，也不利于高热值气化气体的生成，而且能
量损耗大。根据作者的前期研究表明[30]，随着气化
温度的增大，气化产气量也逐渐增大，燃气组分中
的可燃组分浓度增大，气体热值增大。这一结论与
很多研究者的结论基本一致。
生物质气化反应主要涉及以下几种反应：
CHxOy+（1–y）H2O=CO+（x/2+1–y）H2–Q

（1）

C+2H2O→CO2+2H2；－75 kJ/mol

（7）

高气化反应温度有利于反应向吸热方向进行。
很多研究中发现，高温有利于 H2 浓度的增加，CO
浓度稍有降低。H2/CO 随反应温度的增大而增大。
在 750～850 ℃的气化条件下，气化气热值有先升
高后降低的趋势。故要获得高热值的气体，气化温
度应控制在 800 ℃左右[31]。但在小于 800 ℃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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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气中的 H2 浓度低于 CO，当温度高于 800 ℃后，

合成反应等[33]。水蒸气气化需由额外能量（电能或

H2 浓度逐渐高于 CO 浓度[32]。因为温度升高将导致

燃油、燃煤等）产生高温（大于 700 ℃），高温水

热解反应的二次裂解速率加快，增加了 H2、CO 和

蒸气在气化炉内与生物质混合后发生气化反应。但

烃类物质增加，焦油裂解速率也会加快；另外由于

高温水蒸气的获得非常困难，
需增添设备及维护费，

气化中的还原反应多是吸热反应，温度升高有利于

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纯氧-水蒸气气化有利于合成甲

反应的进行。随着气化温度的增加，气化产气中的

醇。空气-水蒸气气化结合了空气气化设备简单、操

焦油含量快速减少，由于生物质气化过程中，高温

作维护简便以及水蒸气气化气中 H2 含量高的优点，

造成焦油发生热裂解反应，焦油中的大分子裂解为

用较低的运行成本得到 1<H2/CO2<2 的气体。燃气

H2、CO、CO2、CH4 等小分子气体及小相对分子质

热值高，运行和生产成本较低，适合于其它化学品

量的碳氢化合物。焦油热裂解促进了气化气中可燃

的合成，如纯萘的生产、费托合成（Fisher-Tropsh）

组分的增加，提高了气体热值。

等[34]，是较理想的气化介质。

2.3 气化介质的影响

2.4 生物质粒径的影响

气化剂的选择与分布是气化过程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气化剂量直接影响到反应器的运行速率与
气化气的停留时间，从而影响燃气品质与产率[17]。
目前生物质气化技术中采用的气化介质主要
有 4 种：空气气化、富氧气化、空气-水蒸气气化和
水蒸气气化。4 种气化方式相应的气体产物组成见
表 2 所示[11]。前 3 种气化方式所需能量由部分生物
质气化炉内燃烧自给，
而水蒸气气化需要额外能量。
空气气化所需的设备简单，操作和维护十分简便，
运行成本低。但由于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氮气，造成
了大量的热量损失，不利于气化反应的进行也导致
气体热值降低。但为了获得较高的气化温度，往往
需要输入大量的空气，这就造成了气化燃气品质的
下降。富氧气化可以很容易达到较高的气化温度，
有利于气化反应的进行，增加燃气热值，但由于氧
气成本较高，使运行成本大大增加。氧气气化产物
中 H2/CO 约为 1，几乎不含有 N2，适用于很多氧化
表2

Rapagnà 等[35]在流化床反应器上研究了生物质
水蒸气气化。对粒径大小以及反应温度对气化结果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粒径大小在 300 µm～1.4 mm，
高温下较小粒径之间的气化差异表现并不明显，但
对粒径大于 1 mm 的颗粒，随着反应温度的升高，
气体产率逐渐增大，但是总体上小于小粒径的产
气率。这种行为表明随着粒径的增大，颗粒表面
和内部的热传递的效果变差而逐渐受到限制。气
化产气量及组分与生物颗粒的升温速率有关：高
升温速率会产生较多的小分子气体，较少的焦炭以
及焦油，由于小颗粒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因此升温
速率较快[36]。
Guo[37]研究了 60～100 目、100～180 目和大于
180 目三种不同粒径的生物质气化实验。结果表明
小粒径产生更多的 H2、CO、CO2、和 CH4、CnHm
等小分子气体。随着粒径的减小，H2 浓度及产量逐
渐增大。其得到的结论和 Blasi[36]的基本一致。吕鹏
梅等[38]研究了流化床中对松树锯末空气-水蒸气气

4 种气化方式相应的气体产物组成

化中不同粒径下气体组分的变化。CH4、CO、C2H6

组分/%

空气气化

氧气气化

空气-水蒸气气化

水蒸气气化

H2

12

25

30

20

O2

2

0.5

0.5

0.3

2.57 m3/kg 降到 1.53 m3/kg，少产 1.04m3 的气体。

N2

40

2.0

30

1.0

这主要因为粒径越小，热解过程主要通过反应动力

CO

23

30

10

27

学控制，随着粒径的增加，气体扩散过程影响增加。

CO2

18

26

20

24

所以气化时应根据气化方式选择合适的粒径。

CH4

3

13

2

20

2.5 ER 的影响

C2H2

0.4

0.8

0.5

0.8

ER 即当量比（equivalence ratio）是指完成生物

C2H4

0.2

0.5

0.3

0.6

质实际供氧量与燃料之比除以根据反应式（8）理论

C2H6

0.1

0.4

0.2

0.2

完全燃烧所需氧量与燃料之比，表示如公式（9）。

H2/CO2

0.67

0.96

1.50

0.83

和 C2H4 体积随着粒径减小而增加，CO2 则相反。粒
径从 0.2～0.3 mm 增加到 0.6～0.9 mm，气体产率从

CxHyOz+O2→CO2+H2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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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R =

实际供氧量 / 燃料
理论需氧量 / 燃料

工

（8）

对气化过程来说 ER 的理想取值范围一般为
0.19～0.43[39]。适当的 ER 可以使生物质燃烧释放的
热量满足气化过程的需热量，从而实现气化过程的
自热反应，减少外来能源的输入，这是气化工艺追
求的目标之一。对下吸式生物质气化炉来讲当
ER=0.38 时，气化效果达到最优，单位燃料的产气
量随当量比呈线性增加关系[39]。在 ER=0.25、0.30

进

大型的工业供气系统。
（2）在气化过程中，生物质物料特性对气化过
程影响显著，物料特性对产气组分具有选择性。较
高的反应温度对气化产物具有促进作用；通过气化
介质的优化组合可以降低能耗，提高气化产气品质，
提高企划效率。ER 增大，可造成反应温度增大，
但也降低了燃气热值；S/B 值的增大有利于氢气的
产生，但也造成系统温度下降及能耗的增加，因此
气化中存在最佳的 ER 和 S/B 值。

和 0.35 三种条件下，流化床反应器气化中，流化速
率为 0.22 m/s 的条件下 ER=0.25 为气化的最优当量
比[40]。气化炉温度随着当量比的增加而增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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