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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CO2 气氛下煤粉燃烧 NO 排放特性
何先辉 1，顾明言 1，李 红 1，齐永锋 2，楚化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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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沉降炉上对 O2/CO2 气氛下超细煤粉(0～20,µm)、大粒径煤粉(70～100,µm)以及二者混合煤粉 NO 的
生成特性进行了研究，结合红外光谱分析研究了煤焦表面含氧官能团与 NO 生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随着挥
发分析出燃烧和煤焦燃烧的进行，NO 沿炉子长度方向分布呈现为“M”型．入口气氛中氧体积分数提高，NO
生成速度加快，入口附近 NO 体积分数峰值提高，炉子出口附近 NO 体积分数并未同步提高．煤粉粒径分布不
同，沿炉子方向 NO 分布曲线形态不同，NO 峰值出现位置发生改变．入口氧体积分数不同，煤焦表面含氧官能
团生成规律不同，煤焦表面含氧官能团增加，有利于降低 NO 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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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during pulverized coal combustion in an O2/CO2 atmosphere were studied
for micro-pulverized coal(0—20,µm)，large-size coal(70—100,µm)and mixed-size coal of the above two coals
with an equal mass frac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and NO emission was
analyzed by FTIR analysis．Results show that the NO emission curve along the furnace length was displayed as “Mtype” in coal devolatilization and char burning processes．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inlet oxygen mole fraction，the
NO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rapidly and reaches a peak in a shorter time．While the NO concentration near the furnace outlet does not shown the same trend．The coal size has a great effect on the NO emission．The peak of “Mtype” curve and the location where the peak occurs change with the coal size．In the coal burning process，the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change with the inlet oxygen mole fraction．A lower NO emission was observed when more oxygen-containing functional groups were 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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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CO2 燃烧技术是一种既能够直接获得高体积
分数的 CO2 又可控制燃煤污染物排放的燃烧技术[1].
国 内 外 学 者 对 该 项 技 术 展 开 了 大 量 研 究 ，发 现 在
O2/CO2 气氛下，煤粉着火延迟，燃烧温度降低[2-3]．煤
粉粒径大小对燃烧过程有很大的影响．金晶等[4]研究
发现存在一个煤粉平均粒径临界值 dc ，当煤粉粒径
d ≤ dc 时，随煤粉粒径的减小 NOx 的释放量减小；当
煤粉粒径 d＞dc 时，随煤粉粒径的减小 NOx 的释放量
增大．姜秀民等[5]对超细煤粉(0～20,µm)的燃烧特性
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采用超细煤粉可以降低着火
温度，着火提前．文献[6-7]研究认为煤粉的粒径对
NOx 的生成量有明显的影响．在富燃情况下，煤粉越
细，NO 排放体积分数就越小．
O2/CO2 下 O2 体积分数对 NO 生成也存在着临
界现象．游卓等[8]发现 O2/CO2 下燃料 N 向 NO 的转
化率随氧气的体积分数增加上升，并在较高氧气体积
分数时持平．O2 体积分数的降低能促进煤焦表面
CO/NO/C 反应，减少 NO 释放量．在高温条件下，氧
体积分数对 C/NO 反应的影响临界值与低温实验相
比，在更低氧体积分数时即达到临界值 [9] ．Liu 等 [10]
的沉降炉实验也表明烟气中的 NO 含量随入口氧体
积分数增加而增加，当氧体积分数超过 30％,时略微
下降．
O2/CO2 气氛下煤粉燃烧 NO 生成特性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影响因素众多，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十分
必要．本文在沉降炉上比较了超细煤粉以及大粒径
煤粉 NO 生成特性，并将二者按照质量比 1∶1 进行
混合燃烧，研究不同氧体积分数下，煤粉粒径组成对
NO 生成的影响规律．结合红外光谱分析，研究了煤
焦表面含氧官能团对 NO 生成的影响．

1 实验设备与工况
1.1 实验装置与方法
沉降炉实验系统由沉降炉炉体、温度控制系统、
配气系统、给粉系统、冷却水系统以及烟气取样分析
系统组成，实验系统示意图如图 1 所示．
炉 体 采 用 立 管 式 电 加 热 炉 ，炉 体 外 壁 总 高 度
1,200,mm，采用 PID 智能温度控制加热系统．管内部
放置一个高 1,500,mm、内径为 80,mm 高温石英玻璃
管，确保实验的气密性．
沉降炉炉内温度由温度控制箱来控制，通过测试
炉内温度稳定在 1,100,℃左右．模拟烟气由高纯度
O2 和 CO2 混合组成，由气瓶提供．由螺旋式给粉机
提供实验所需煤粉，给粉量为 8.02,g/min，空气消耗

1—质量流量计；2—配气箱；3—螺旋给粉机；4—高温石英
管；5—加热电阻丝；6—底部固定托盘；7—排烟管；8—烟气
分析仪；9—干燥过滤装置；10—煤焦收集装置；11—热电
偶；12—水冷取样枪；13—温控热电偶

图 1 沉降炉实验系统示意

系数为 1.0．实验用煤为神木煤，成分见表 1．具体实
验工况见表 2．
表 1 神木煤成分分析
工业分析/%,
Mad

Aad

3.05

3.71

Vad

元素分析/%,
FC, ad

wC, ad

wH, ad

wO, ad

wN, ad

wS, ad

38.08 55.16

75.26

4.51

19.21

0.86

0.16

表 2 实验工况
名 称

工况参数

气体成分

ϕ(O2)=21%，ϕ(CO2)=79%
ϕ(O2)=25%，ϕ(CO2)=75%
ϕ(O2)=30%，ϕ(CO2)=70%

炉膛温度/℃

1,100

煤粉粒径

0～20,µm，
70～100,µm
m0～20,µm∶m70～100,µm＝1∶1

给粉量/(g·min-1)

8.02

1.2 炉内温度和气体成分的标定
在煤粉供入前首先进行炉内温度标定．图 2 是
目标温度为 1,100,℃时所测得的炉内气体实际温度，
每个温度下分别做了 3 组重复性实验．从图 2 可以
看出，在距离炉顶 250～1,000,mm 的温度基本达到
测试温度的范围．

图 2 目标温度 1,100,℃温度场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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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为沉降炉在 1,100,℃下的气氛标定数据．每
个工况开始前都对炉内气氛进行标定，以保证炉内气
氛与目标气氛相一致．

图 3 不同氧体积分数气氛标定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1 O2 体积分数对 NO 排放特性的影响
图 4 为不同 O2 体积分数下 3 个不同粒径分布煤

粉燃烧时 NO 沿程分布．由图中可看出，随着煤粉燃
烧的进行，NO 体积分数分布均呈现出双峰曲线分
布，其中 NO 的第 1 个峰值在煤粉进入炉内较短距离
出现，在燃烧一段距离之后出现第 2 个峰值．由煤粉
燃烧理论可知，第 1 个峰值为挥发分 N 燃烧生成，而
第 2 个峰值为焦炭 N 燃烧生成．对不同燃烧工况，
NO 曲线峰值大小及其出现的位置不同．从图 4(a)中
可 以 看 出 ，对 于 超 细 煤 粉 ，当 氧 体 积 分 数 分 别 为
-6
21%,、25%,和 30%,时，第 1 个峰值分别为 152×10 、
-6
-6
246×10 和 265×10 ，第 1 个峰值出现的位置基本
不变，均在 300,mm 附近．由于超细煤粉本身粒径
小，比表面积大，造成颗粒升温快，氧体积分数的提
高对其传热过程影响小，但对 NO 生成量影响较
大．第 2 个峰值出现的位置和峰值都有较大的变化，
当 氧 体 积 分 数 为 2 1 % , 时 ，第 2 个 峰 值 出 现 在
-6
1,000,mm 处，并达到135×10 ；当氧体积分数提高到
-6
25%,时，第 2 个峰值略有下降，为 117×10 ，出现的

（a）粒径 0～20,µm

（b）粒径 70～100,µm

（b）m0～20,µm∶m70～100,µm=1∶1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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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提前到800,mm 处；当氧体积分数继续提高到 30%,
-6
时，第 2 个峰值出现大幅增加，为 271×10 ，位置介
于 21%,和 30%,氧体积分数之间，在 900,mm 处．第 2
个峰值在氧体积分数达到25%,时较低，可能是由于超
细煤粉焦炭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含量在此体积分数下
达到饱和值，对 NO 的还原作用达到最大，一旦超过
该氧体积分数，还原作用降低造成 NO 的升高．在沉
降炉出口处，氧体积分数为 25%,时，NO 生成量最低.
当煤粉粒径为 70～100,µm 时(图 4(b))，随着氧
体积分数从 21%,提高到 25%,和 30%,，第 1 个峰值从
-6
-6
-6
96×10 提高到 152×10 和 215×10 ，峰值位置从 21%
时的 400,mm 提前到 30%,时的 330,mm．氧体积分数
的提高有利于加快大粒径煤粉的挥发分析出速度和
NO 反应速率，从而提高了第 1 个峰值，位置提前．对
于焦炭阶段 NO 的生成，氧体积分数为 25%,时第 2
-6
-6
个峰值从 21%,时的 96×10 增加到 152×10 ，位置
则大大滞后，从 21%,时的 900,mm 延长到 1,100,mm.
当氧体积分数升高为 30%,时，第 2 个峰值出现下降，
基本与氧体积分数为 21%,时接近，峰值位置与氧体
积分数为 25%,时基本一致．而在炉子出口处 NO 体
积分数则是在氧体积分数为 21%,时排放最低．
图 4(c)为超细煤粉与大粒径煤粉按照质量比
1∶1 混合后燃烧时沿炉长方向 NO 生成曲线．从图
中可以看出，当氧体积分数从 21%,增加到 25%,时，
-6
-6
第 1 个峰值略有增加，分别为 132×10 和 139×10 ；
对应峰值出现的位置分别为 400,mm 和 300,mm．当
氧体积分数提高到 30%,时，第 1 个峰值大大提高，达
-6
到了 238×10 ，比 21%,氧体积分数下增加 78%,，峰
值出现的位置也提前到 310,mm．氧体积分数提高有
利于混合粒径煤粉挥发分 N 转化为 NO．在焦炭燃烧
阶段，当氧体积分数为 21%,和 25%,时，在挥发分燃
烧后较长距离出现 NO 的第 2 个峰值，且二者数值基
-6
本一致，为 138×10 ．氧体积分数为 30%,时，第 2 个
-6
峰值出现的位置提前，达到了 262×10 ，超过了第 1
-6
个峰值 24×10 ，比 21%,时的第 2 个峰值高出 124×
-6
10 ．出现上述现象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当氧
体积分数为 21%,和 25%时，由于 CO2 体积分数较高，
在碳燃烧阶段表面易形成较高的 CO，从而对 NO 起
到一定的还原作用，减少了 NO 的生成．氧体积分数
达到一定值时，小粒径煤粉焦炭得以快速燃烧，生成
大量的 NO；而在后期，小粒径煤焦对大粒径煤粉生
成的 NO 起到了还原作用，因此，在炉子出口阶段，
NO 生成量大大低于其他两种氧体积分数的情况．

数下的沿程 NO 生成比较．当氧体积分数为 21%时，
在挥发分燃烧阶段，超细煤粉 NO 生成速率快，第 1
个峰值值最高也最快；大粒径煤粉 NO 生成速率最
慢，第 1 个峰值值最低；对质量比为 1∶1 的工况，
NO 生成的速率介于二者之间，第 1 个峰值也在二者
之间．在焦炭燃烧阶段，大粒径煤粉燃烧生成的第 2
个峰值低于其他工况，且峰值出现的位置前移．超细
煤粉 NO 生成量仍然很高，第 2 个峰值基本与挥发分
燃烧第 1 个峰值接近；而对质量比为 1∶1 的工况，
在 NO 第 1 峰值后较长的一段距离内保持不变，在
-6
1,100,mm 附近出现 NO 第 2 个峰值，达到 138×10 .
在氧体积分数为 21%时，大粒径煤粉在出口处 NO 体
积分数最低，超细煤粉和混合粒径煤粉燃烧出口 NO
体积分数基本一致．

2.2 煤粉粒径对 NO 排放特性的影响
图 5 为不同煤粉粒径分布在相同入口氧体积分

当氧体积分数为 25%时，超细煤粉在挥发分燃烧
阶段 NO 生成速率快，第 1 个峰值值高．大粒径煤粉

（ a） ϕ(O2)＝21%

（ b） ϕ(O2)＝25%

（ c） ϕ(O2)＝30%

图 5 煤粉粒径对 NO 体积分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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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混合粒径煤粉在挥发分阶段 NO 速率相差不大．混
合粒径煤粉在初期 NO 生成速率要快于大粒径煤粉，
但第 1 个峰值略小于大粒径煤粉．这可能是由于当
混合粒径煤粉燃烧时，小粒径煤粉挥发分快速析出燃
烧，在大粒径煤粉周围形成了局部低氧体积分数区，
从而抑制了 NO 的形成．在 25%氧体积分数下，超细
煤粉焦炭燃烧大大提前，在 800,mm 处形成了第 2 个
峰值，随后 NO 值快速下降，在炉子出口形成了较低
排放的 NO 体积分数．而对于大粒径煤粉和混合粒径
煤粉在 1,100,mm 附近形成了 NO 的第２个峰值，且
大粒径煤粉的 NO 峰值第 2 个峰值要高于混合粒径
煤粉．
当氧体积分数为 30%时，在炉子入口附近生成大
量的 NO，且超细煤粉 NO 生成速率最快，第 1 个峰
值最大．在焦炭 N 析出阶段，大粒径煤粉出现的第 2
个峰值值最小，且出现的位置最远．混合粒径煤粉，
在 700,mm 附近 NO 就达到了第２个峰值，然后沿炉
长方向值焦炭 N 生成的 NO 逐渐降低，在出口处形
成较低的 NO．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超细煤粉与大粒
径煤粉的综合作用造成的．超细煤粉焦炭对大粒径
煤粉碳燃烧 NO 起到一定的还原作用，造成出口 NO
的降低．
2.3 煤焦表面含氧官能团与 NO 排放特性的关系
为进一步分析煤粉燃烧过程与 NO 生成的关系，
采用美国 Nicolet 公司的 6700 型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对沿程采集煤焦进行光谱分析．煤粉中红外光谱大
致分为 4 个区域[11]：羟基(3,000～3,600,cm 1)、脂氢
(2,800～3,000,cm 1)、含氧官能团(1,600～1,800,cm 1)
－
和芳氢(700～900,cm 1)．图 6 为氧体积分数为 25%
－
时 FTIR(1,600～1,800,cm 1)分峰拟合结果．根据红
外光谱的分峰拟合结果，得到含氧官能团含量[12-13]．
图 7 为煤粉燃烧时煤焦表面含氧官能团相对含
量沿程分布．从图中可以看出，初始氧气体积分数对
表面含氧官能团分布有很大的影响．当氧体积分数
为 21%时，含氧官能团峰值出现在 600,mm 处；氧体
积 分 数 升 高 为 25% 和 30% 时 ，峰 值 位 置 提 前 到
500,mm 和 400,mm 处．煤焦表面的含氧官能团含量
高表明煤焦对 NO 的还原能力强．将图 7(a)和(b)分
别与图 4(b)和(c)比较可以看出 NO 生成与含氧官能
团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关系．
对于大粒径煤粉，入口气体氧体积分数为 21%
时，700,mm 后含氧官能团含量升高并出现第 2 个峰
值，NO 生成量呈现下降趋势；氧体积分数为 25%时
炉膛后段含氧官能团含量较低，NO 含量明显升高；
氧体积分数升高为 30%时，含氧官能团的含量不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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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反而有所升高，但仍低于 21%时的值；在此情况
下，出口的 NO 含量低于 25%时的含量，但高于 21%
的工况．

图6

1,600～1,800,cm-1 FTIR 谱图分峰拟合结果

（a）粒径 70～100,µm

（b）m0～20,µm∶m70～100,µm＝1∶1

图 7 煤焦含氧官能团相对含量

按照质量比 1∶1 混合的煤粉，初始氧气体积分
数升高，在焦炭燃烧阶段含氧官能团相对含量先减少
后显著增加，同时 NO 体积分数先增加后降低．当初
始氧体积分数为 30%时，在炉膛出口附近煤焦氧官能
团大大提高，对应 NO 体积分数出现较低的分布．

3 结 论
(1) 煤粉燃烧 NO 伴随着挥发分析出和焦炭燃
烧进行而生成．NO 沿炉子长度方向分布为“M”
型．提高入口气氛中 O2 体积分数，NO 生成速度加
快，NO 第 1 峰值提高．焦炭燃烧 NO 峰值与入口气

燃烧科学与技术

何先辉等：O2/CO2 气氛下煤粉燃烧 NO 排放特性

体中氧体积分数并非为简单的正比关系，入口氧体积
分数提高，炉子出口 NO 并非单一提高．
(2) 煤粉粒径不同，煤焦燃烧 NO 峰值出现对应
的条件不同．超细煤粉在氧体积分数为 21%时 NO 峰
值最大，大粒径煤粉在氧体积分数 25%时 NO 峰值最
高，而质量比为 1∶1 时，NO 峰值出现在氧体积分数
为 30%的工况．
(3) 煤焦表面含氧官能团影响 NO 生成．表面含
氧官能团增加，NO 生成量降低．沿炉膛高度方向含
氧官能团呈现多峰变化，初始氧体积分数对含氧官能
团的含量有着明显的影响；不同粒径分布，对应煤焦
的含氧官能团分布不同，直接影响了出口附近的 NO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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