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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行设计并搭建了鼓泡床-输运床耦合连续脱碳实验系统并对其物料外循环特性进行了研究，试验研究

了中心风风量、鼓泡段流化数、鼓泡床静止床高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以及松动风、返料风、鼓泡床静止床高对 U
型阀返料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静止床高和中心风风量均对物料输送量有较大影响，输送量随静止床高和中心风
风量的增加而增加，但随中心风风量增加，物料输送量的增加趋势趋缓；鼓泡段流化数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较
小；返料风和静止床高对返料量的影响较小；固定返料风，返料量随松动风的增加近似呈线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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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experimental system of coupled bubbling bed-transport bed continuous CO2 capture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constructed，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of the material were studied．The effects of the center wind gas flow，the static bed height of bubbling section and the fluidization number
of the bubbling section on the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mount were investigated．The effects of loose wind gas
flow，return wind gas flow and the static bed height of bubbling section on the U-valve material returning amount
were also investigated．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tatic bed height of bubbling section and the central air gas flow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amount of material transportation．The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mount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static bed height of bubbling section and the center wind gas flow．The fluidization number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amount．The effect of return air and resting bed height on the material
returning amount is small．On the contrary，when the return wind gas flow is fixed，the material returning amount
increases 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loos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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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被广
泛应用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
了大量的 CO2，导致 CO2 这一造成温室效应的主要
气体在全球大气中的平均浓度逐年上升，温室效应引
起全球气候变化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出来 [1-2]．如不
采 取 积 极 的 温 室 气 体 减 排 措 施 ，预 计 从 现 在 起 到
2100 年，全球的平均温度将继续升高 1.4～5.8,℃，这
将对世界环境产生灾难性影响．2015 年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议》指
出，各国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
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之内，并为
把升温控制在 1.5,℃之内而努力，全球将尽快实现温
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21 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
近些年，作为碳减排的一种途径，CO2 捕集和储
存技术(CCS)得到迅速发展．在众多燃烧后脱碳的技
术路线中，利用固体吸收剂通过气固反应脱除 CO2
的碳减排技术由于反应能耗低、循环利用效率高、对
设备无腐蚀、无二次污染等优点成为目前脱碳技术研
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工业上常用的气固反应器形式
有很多，但仍存在着一些缺点，固定床和单鼓泡床形
式的反应器难以实现物料循环，只能实现批次、不连
续的脱碳；快速输运床反应器的操作气速高，气固接
触时间短，吸收剂碳酸化反应不彻底 [3] ．基于此，美
国三角研究所为优化反应器形式，设计了气固并流下
行床脱碳-双旋输料反应器，但是下行床中气固接触
的不均匀影响了脱碳效率，而且螺旋输料器与下行床
之间也存在密封问题[4]．韩国 KIER 搭建了快速输运
床脱碳-鼓泡床再生反应器，由于两床床层压降的不
平衡，再生床中的气体容易反窜入吸收床内，对系统

脱碳造成不利影响[5-6]．东南大学建立了双鼓泡床反
应器，解决了下行床中气固接触不均匀以及快速床气
固接触时间短的问题，但是实现物料循环采用的是螺
旋给料器，工业上放大不宜[7]．
综上，目前各类脱碳工艺系统的设计都不甚理
想，本文自行设计并搭建了基于鼓泡床-输运床耦合
反应器连续脱碳系统．该系统能够通过中心风风量
和鼓泡床静止床高实现对物料循环流量和气固接触
时间的独立调节．对于气固反应的碱基金属脱碳技
术，反应器中吸收剂活性成分的比例以及静止床高是
影响脱碳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吸收剂活性成分的比
例可以通过物料循环量进行控制，因此，对系统物料
循环流动特性的研究很有必要．国内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有对中心提升管内循环流化床内循环流动
特性的研究报道[8-11]，但对采用类似结构流化床的外
循环流动特性的研究鲜见报道．Yang 等[12]对流化床输运床耦合反应器的气固流动特性进行了研究，但是
将耦合反应器应用到脱碳系统中时，由于系统结构的
差异，并不能将已有的耦合反应器的气固流动规律进
行简单的套用，而且也缺少对返料量调节控制手段的
探讨，因此本文就各主要可调变量对鼓泡床-输运床
耦合的叠式反应系统的循环流动特性进行了研究，对
工业上运用此系统对物料循环量的控制和调节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1 实验
1.1 实验系统主体
鼓泡床-输运床耦合连续脱碳实验系统如图 1 所
示，该系统主要由鼓泡流化床输运床耦合的碳酸化反

图 1 鼓泡床-输运床耦合连续脱碳实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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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器、旋风分离器、再生反应器、U 型阀和配气系统
组成．与常规中心提升管内循环流化床不同，本文没
有采用中心风管和提升管一体式设计，中心风管和提
升管之间留有一定间隙．系统中，耦合碳酸化反应器
鼓 泡 段 内 径 100,mm 、高 1.0,m ，中 心 提 升 管 内 径
14,mm、高 1.1,m，中心风管内径 4,mm，中心风管距
提升管 3,cm，碳酸化反应器输运床内径 24,mm、高
1.9,m．提升管在双床耦合脱碳反应器中，中心风管通
入中心风，鼓泡段通入模拟烟气作为流化风，吸收剂
在下端鼓泡流化床中可获得足够的停留时间和气固
接触时间．中心风管内的风速大于鼓泡流化床内流
化风风速，从而在中心风管出口与提升管入口区域形
成低压，鼓泡流化床中的固体物料在静差压的作用
下，从中心风管与提升管的间隙进入提升管管中继续
被中心风夹带向上运动，形成物料输送．
物料返料通过 U 型阀实现，U 型阀的结构如图 2
所示，U 型阀立管常接在旋风分离器之后，为了实现
将再生后的吸收剂返送至碳酸化反应器中的需求，本
文 U 型阀立管接在再生反应器上，给料室中松动风
不会反窜入旋风分离器中影响其分离效率，因此松动
风流化数可以在较大范围内调节．

料输送量．
由于碳酸化反应器内物料高度会影响物料输送
量，因此计时时间应取得较短，减小碳酸化反应器内
物料量的变化，确保物料减少对输送量测量的影响可
以忽略不计．
返料量是一定时间内由再生反应器中的吸收剂
经 U 型阀返送到碳酸化反应器中的物料量测得，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再生器中加入 6,kg 的物料，在碳酸化反
应器中加入一定量的物料．
(2) 向再生器中通入一定量的流化风．
(3) 待系统稳定后通入一定量的返料风、松动风
开始返料并开始计时．
(4) 20,s 后，切断返料风气路，测量由再生反应
器排渣管下出的物料量，得到相应松动风、返料风下
的返料量．
实验中物料采用以活性 Al2O3 为载体的负载型
碳酸钾，其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 1 吸收剂物料参数
参 数

数 值

粒径范围/mm
平均粒径 dp/mm
堆积密度/(kg·m-3)
真实密度/(kg·m-3)
临界流化风速/(m·s-1)

0.1～0.6
0.315
827
2,714.6
0.054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图2

U 型返料阀结构设计(单位：mm)

1.2 实验方法及物料性质
输送量是一定时间内由碳酸化反应器中的吸收
剂经中心提升管、输运床输送到再生反应器中的物料
量测得，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① 在碳酸化反应器中加入一定量的物料，再生
反应器为空床，向碳酸化反应器通入一定量的流化
风．
② 待碳酸化反应器鼓泡段流化稳定后通入中心
风建立物料输送并开始计时．
③ 20,s 后，切断中心风气路，测量由再生反应器
排渣管下出的物料量，得到该中心风风量所对应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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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物料输送特性
本文将 ud 定义为中心风风量对应的提升管风
速，其值为中心风量与提升管横截面积的比值．将吸
收剂物料视为球形颗粒，其经验平均粒径的终端速度
ut 可由公式(1)～(3)求出[13]：
gd ( ρ - ρ )
Ar = p s g
(1)
νρg
⎧ Ar
⎪ 18
⎪
⎪ Ar
Re = ⎨( )0.666
⎪ 7.5
⎪ Ar 0.5
⎪( 0.33 )
⎩
ut =

ν Re
dp

0＜Re＜0.4
0.4＜Re＜500

(2)

Re＞500

(3)

分别固定鼓泡段流化数 u1/umf 为 1.5、2.0 和 2.5，
调节中心风风量 Q1，测得物料输送量 Mt 随鼓泡段静
止床高 H 的变化规律，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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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而增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颗粒由进料小孔
进入中心提升管，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颗粒循环流率
的增加趋势表现为随床高的进一步增加而趋缓．Ahn
等[9]的研究也表明了随小孔面积的增加，颗粒流动阻
力的减小促进了颗粒循环流率的增加．本文采用提
升管底端直接没入床料，颗粒由中心风管和提升管的
间隙进入到提升管，颗粒进入提升管的通道面积较
大，而且中心风在进入提升管的过程中可以对提升管
入口区域的物料产生卷吸作用，因此在本实验所研究
的床高范围内，颗粒输送量随床高的增加不会对颗粒
流动产生明显的抑制，进而曲线整体呈现“下凸”的
趋势．
固定鼓泡段流化数 u1/umf 为 2.5，调节鼓泡段静
止床高 H，测量物料输送量 Mt 随提升管风速的变化
情况，并把提升管风速表示为与物料平均粒径终端速
度相比的无因次形式，其结果如图 4 所示．

（b）u1/umf＝2.0

图 4 提升管风速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u1/umf＝2.5)
（c）u1/umf＝2.5

图 3 鼓泡段静止床高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

实验发现鼓泡段静止床高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
很大，随着鼓泡段静止床高 H 的增加，颗粒输送量显
著增加，曲线整体呈现“下凸”的趋势，这与中心提
升管内循环床得到的结论一致[8]．分析原因认为，对
于中心提升管式的内循环流化床或外循环流化床，造
成颗粒循环的主要驱动力是鼓泡段与提升管入口区
域间的压差．当鼓泡段处于正常流化状态时，床层压
降随静止床高的增加而增大，进而增大了鼓泡段与提
升管入口区域间的压差，因此输送量表现出随静止床
高的增加而增大的规律．
由于中心提升管采取的结构不同，陈鸿伟等[8]所
搭建的内循环流化床是采用中心风管提升管一体式
的设计，中心提升管管壁打有小孔，鼓泡段的物料以
通过管壁进料小孔的方式进入中心提升管，因此当静
止床高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进一步增加静止床高虽然
增大了进料小孔两侧的压差，但是由于颗粒通过进料
小孔的流动阻力也同时随着通过管壁孔道物料流流

由图 4 可以看出物料输送量随中心风风量的增
加而增加，曲线整体表现为“上凸”的趋势，即随中
心风风量的增大，输送量增加的趋势变缓．Ahn 等[9]、
Song 等[10]发现中心提升管内循环流化床也表现出了
类似的规律，即颗粒循环速率随中心提升管表观气速
的增加而增大．
分析原因可知，提升管风速的增加使得提升管入
口区域与鼓泡段的压差得以增加，增大了物料循环的
驱动力．另一方面提升管风速的提高增强了提升管
的提升能力，表现为随提升管风速的提高使得越来越
多的进入提升管内的颗粒达到其终端速度被提升至
输运床．图 5 显示了提升管风速对输运床风速的影
响，可以看到输运床气速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气
速，因此进入输运床的物料大部分被输运出去，进而
物料输送量随之增长．当提升管风速增大到使得进
入提升管内的所有颗粒都能参与物料输送时，进一步
增加提升管风速，输送量的增加速率变缓．而且 Kim
等 [11] 在研究中发现随提升管风速的增加，提升管和
鼓泡流化段的静压差的增长速率趋缓，压差的增长速
— 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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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减缓也使得输送量增长速率有所减缓．但是提
高提升管气速是通过调节中心风风量实现，中心风风
量的增加使得单位时间内卷吸入提升管内的物料量
进一步增加，因此这几个原因的共同作用造成随提升
管风速的增加输送量没有明显变缓的趋势．

图 5 提升管风速对输运床风速的影响(u1/umf＝2.5)

对一定的静止床高 H，固定中心风风量 Q1，测得
鼓泡段流化数随静止床高的变化情况如图 6 所示．
由图 6 可以看出在鼓泡段流化数 u1/umf 在 1.5～
2.5 输送量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文献[8, 12]的研究
中表现出了相似的结论，但杨振的研究物料输送量表
现出受鼓泡段流化数的影响较大的特点．当本文鼓

（a）H＝10,cm

泡段流化数从 1.5 增大到 2.5 时，物料输送量增大了
25%～40%，文献[12]鼓泡段流化数在相同区间上变
化时，物料输送量增大了 80%,～100%,．
分析原因认为，由于颗粒循环的主要驱动力是鼓
泡段与提升管入口区域间的静压差，而前文已指出这
两者间的静压差主要受床高和提升管入口区域气速
的影响，因此当固定鼓泡段静止床高和中心风风量
时，静压差受鼓泡段流化数的影响很小，但另一方
面，鼓泡段流化数的增加使得床层空隙率上升，改善
了密相区物料的流动性，而且气泡破碎更加剧烈，中
心风管出口处的颗粒更易受射流的卷吸进入提升管，
使得输送量整体上表现为随鼓泡段流化数增大呈现
略微上升的趋势．再者，本文中心风管和提升管管径
比为 0.28，与文献[12]实验中所采用的相近的中心风
管和提升管管径比进行比较时，本文提升管面积占鼓
泡段截面积的 1.96%,，而文献[12]达到了 16%,，因此
当鼓泡段风量增加时，鼓泡段向中心提升管的窜风量
增 大 ，提 高 了 提 升 管 内 的 真 实 气 速 ，增 大 了 输 送
量．但由于本文中较小的提升管鼓泡段截面占比，窜
入提升管内的风量与中心风量相比较小，进而表现出
输送量受鼓泡段流化数影响较小的规律．

（b）H＝15,cm

（c）H＝25,cm

图 6 鼓泡段流化数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

2.2 U 型阀的返料特性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对流动密封阀的气固流
动特性做了大量研究，但是 U 型阀结构设计的差异
会造成其返料特性的不同．阎周琳等 [14] 发现对于采
用不同类型的输送折管的 U 型阀，改变返料风的速
率对固体循环量的影响不同，对于折型输送折管，固
体循环流率几乎不随输送区供风送率的提高而增
加．王擎等 [15] 发现流化风量和松动风量的增加都会
使质量流率增加，固定松动风，调节流化风对质量流
率的影响很大．徐钊等 [16] 在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
论，而且 U 型阀水平通道的高度也会对 U 型阀返料
状态产生影响．但是王祥等[17]的研究表明，松动风对
颗粒质量流率的影响比流化风大，固定松动风，改变
流化风对颗粒质量流率的控制作用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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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状态，碳酸化反应器内无物料，鼓泡段流化
数 u1/umf 为 2.5，调节返料风风量，得到返料风对物料
返料量 Mr 的影响如图 7 所示．

图 7 返料风流化数对物料返料量的影响

由图 7 可见，在正常流化的状态下，返料风风量
Q2 的增加对返料量影响很小．当松动风流化数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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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大到 0.77 以上，返料量出现先随返料风的增加
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返料风的主要作用是流化返
料室中的物料，通过溢流的方式实现物料回送，在较
小的水平开孔高度的情况下，返料风并不能对进入返
料室的物料量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返料风对返料量的
影响较小．图 6 中出现的下降现象可能是因为返料
风的加入使给料室布风板上形成一个较高的压力区，
增加了松动风的转弯阻力，增加给料室物料从水平通
道流向返料室的阻力，故而影响了质量流率[14]．
初始状态，碳酸化反应器内无物料，鼓泡段流化
数 u1/umf 为 2.5，调节松动风风量 Q3，得到松动风对
物料返料量 Mr 的影响如图 8 所示．

图 8 松动风对物料返料量的影响

可以看到，返料量与松动风风量 Q3 密切相关，
随松动风流化数的增加，返料量近似线性增加．在返
料室正常流化的情况下，松动风表现为返料的主驱动
力．这是因为由于须将再生器中的物料回送至碳酸
化反应器，返料时立管内填充满物料，有效物料高度
随时间和系统的运行几乎不变且远高于鼓泡段静止
床高，松动风穿过立管的阻力很大，所以大部分松动
风都从水平通道进入返料室，在松动风的作用下，一
方面给料室中的颗粒受松动风曳力的作用，颗粒与颗
粒、颗粒与管壁间的摩擦力减小，物料的流动性增
强，另一方面，由于较小的水平开口高度，物料从给
料室进入返料室不能通过滑落的方式而需要由松动
风形成的柱塞流夹带，进入返料室中的物料量几乎完
全受松动风决定，因此返料量表现出受松动风风量影
响很大的特点．
如图 9 为固定返料风风量 Q2 为 0.6,m3/h，对一
定的松动风风量 Q3，鼓泡段静止床高对物料返料量
的影响．可以看出鼓泡床静止床高对返料量的影响
较小，但总体上返料量随静止床高的增加而出现减少
的趋势．分析原因认为，随着静止床高的增加，床层
压降增加，返料阀出口背压增大，使得返料风和物料
的气固混合物流动受阻，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返料阀的
返料．

图 9 鼓泡段静止床高对物料返料量的影响

3 结 论
(1) 静止床高和中心风风量对物料输送量很大，
输送量随静止床高和中心风风量的增加而增加，但随
中心风风量的增大到一定程度，物料输送量增加的趋
势减缓．
(2) 总体上物料输送量随鼓泡段流化数而增加，
但鼓泡段流化数对物料输送量的影响较小．
(3) 对于应用于此类系统上的 U 型返料阀，返
料量受松动风的影响较大，因此在对返料量进行调节
时，可将松动风作为主要调节手段．
(4) 鼓泡床静止床高的增加对 U 型返料阀的返
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符号说明：
Q1——中心风风量，m3/h；
Q2——返料风风量，m3/h；
Q3——松动风风量，m3/h；
H——静止床高，m；
umf——临界流化风速，m/h；
u1——碳酸化反应器鼓泡段风速，m/s；
u2——中心风风速，m/s；
u3——返料风风速，m/s；
u4——松动风风速，m/s；
Mt——物料输送量，kg/h；
Mr——物料返料量，kg/h；
U——提升管风速与平均粒径终端速度相比的无因次形式；
g,——重力加速度，m/s2；

ρs ——颗粒密度，kg/m3；
ρg ——气体密度，kg/m3；
ν ——流化风运动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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