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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了体积分数 5%,、10%,、20%,和 30%,的水蒸气替代 CO2 在氧气体积分数为

21%,、30%,和 40%,工况下，水蒸气对煤粉在 O2/CO2/H2O 气氛中着火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体积分数 5%,、
10%,和 20%,的水蒸气添加到 O2/CO2 气氛中，其着火点位置没有明显区别．当水蒸气体积分数增加到 30%,时，着
火点距离显著减小，着火提前．通过拟建的 CFD 模型计算得出 H2O 的化学属性导致了着火提前，而物理属性导
致了着火延迟，在高体积分数水蒸气条件下其化学属性的影响大于物理属性的影响，最终导致了着火大幅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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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bstitution of CO2 by 5%,，10%,，20%, and 30%, steam was implement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e mole fractions of steam on the ignition of coal in O2/CO2/H2O atmospheres with the oxygen mole fractions of
21%,，30%, and 40%, by using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methods．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ignition distances are barely affected when the low mole fraction of steam(5%,，10%, and 20%,)was added to O2/CO2
atmospheres．As the mole fraction of steam was increased to 30%,，the ignition distanc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The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team lead to the ignition delay of coal while
its chemical properties are beneficial to the ignition.
Keywords：O2/CO2/H2O atmosphere；ignition distance；CFD；physical properties；chemical properties

在燃煤发电中富氧燃烧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

CO2 捕获技术．在富氧燃烧中，纯氧和循环烟气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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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于燃煤燃烧，以产生含有高浓度 CO2 的烟气，便
于将其分离[1-5] ．富氧燃烧可在常规空气燃煤锅炉基
础上进行改造，从而减小了使用新技术的风险．它是
目前清洁燃烧和低排放领域的研究焦点[6-11]．
在富氧燃烧中，一大部分烟气需要通过循环再次
进入锅炉以中和燃烧产生的高温．根据不同位置的循
环烟气，人们提出了两种主要的烟气循环方式：①干
烟气循环采用冷凝后的烟气用于循环，在这种情况
下，氧化剂的主要成分是O2 和 CO2；②湿烟气循环采
用温度降低到露点之前的烟气用于循环．在这种情况
下 O 2 /CO 2 /H 2 O 的混合物与燃料燃烧．在富氧燃烧
实际应用中，湿烟气循环不可避免地被采用．而且，
湿烟气循环方式更加简单，由于烟气不需要通过冷
凝装置或湿式洗尘器，从而减少了空气进入的潜在可
能性．因此，近年来开展了大量关于湿烟气循环的研
究[12-15].
在湿烟气循环燃烧中存在着较多的水蒸气，而水
蒸气的物理和化学属性与 CO2 有非常大的不同(例如
比热、热辐射、扩散性和反应性)，煤粉的着火特性预
计与干烟气循环燃烧中存在差异．而着火是煤粉燃
烧中的重要特性，对于燃烧器和锅炉的设计至关重
要．Riaza 等 [12] 用曳带流反应器研究了分别添加体
积分数分别为 5%,、10%,和 20%,的水蒸气对煤粉着火
温度和燃尽率的影响，发现水蒸气的添加使得着火温
度增加，煤的燃尽率变差，但是不同体积分数的水蒸
气对着火温度几乎没有影响．Zou 等[13-14]研究发现，
O2 摩尔分数相同时煤粉在 O2/H2O 气氛比在 O2/N2 气
氛中着火出现提前，他们认为在高体积分数水蒸气下
水蒸气的转换反应是主要原因，而水蒸气的气化反应
是 次 要 原 因 ．Marek 等 [15] 观 察 到 当 水 蒸 气 添 加 到
O2/CO2 气氛中，煤粉颗粒的温度增加，他们把这归因
于 H2O 相较 CO2 更低的比热和更高的气化反应速
率．然而不同体积分数的水蒸气对煤粉 O2/CO2/H2O
气氛中着火特性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水蒸气的化学属
性和物理属性对煤粉着火的影响还不够清楚．
本文利用高速摄像仪在滴管炉实验台架上进行
实验，记录着火点的位置．模拟时采用与反应器相同
的几何模型，用构建的着火模型研究了不同体积分数
水蒸气在富氧燃烧条件下对煤粉着火特性的影响．

1 实 验
1.1 煤样及实验设备
实 验 将 一 种 烟 煤 煤 样 进 行 研 磨 ，选 取 粒 径 为
97～105,µm 的煤粉颗粒，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以及

实验台架介绍在文献[13-14]中有详细介绍．图 1 为
实验装置简图，主要包括供气系统、给煤系统、反应
炉体和高速摄像仪．

图 1 滴管炉实验装置示意

1.2 实验过程
在实验之前，反应器从室温以 15,℃/min 升温至
1,100,℃，然后保持其温度不变．在着火实验中，采用
O2/CO2 气 氛 ，氧 气 体 积 分 数 分 别 为 21%, 、30%, 和
40%,，并分别用体积分数 5%,、10%,、20%,和 30%,的
水蒸气替代 CO2 进行实验．每个工况至少进行 3 次
实验，选出 100 个着火颗粒来统计着火点位置．

2 数值计算
采用 ANSYS FLUENT12 模拟滴管炉反应区域的
着火过程．连续相采用欧拉参照系，离散相采用拉格
朗日参照系追踪．选择标准 k-ε 模型模拟湍流流动，
DO 辐射模型用于计算辐射传热，混合气体吸收系数
采用 WSGGM 模型．在模拟中将颗粒表面温度在反
应器中的拐点(d2,T/dl2)作为着火点位置[16-17]．预测着
火点的位置及煤粉着火机理的判断采用 Ponzio 等[18]
提出的煤粉着火机理模型．煤燃烧的模型及其参数
在文献[13-14]中有详细介绍．

3 结果与讨论
3.1 实验结果
着火距离的定义是着火点到煤粉注入管出口的
垂直距离．对于给定的气氛，取 100 个单颗粒煤粉着
火样本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着火位置．实验结果如
图 2 所示．
从 图 2 中 可 以 发 现 ，水 蒸 气 对 煤 粉 在
O2/CO2/H2O 气氛下着火的影响随着 O2 所占的体积
分数不同而不同．在 21%,和 30%,氧气体积分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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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添加水蒸气的工况的着火距离比在同一氧气体
积分数下不添加时要短，这意味着水蒸气的添加有利
于煤的着火，导致着火提前．此外，水蒸气体积分数
气在 5%,到 20%,之间，着火距离对于同一氧体积分数
没有明显差别．但是，在水蒸气体积分数在 30%,时，
着火距离相比之前的水蒸气体积分数时显著减小，这
表明高体积分数的水蒸气对着火作用强烈．当氧气
体积分数增加到 40%,时，水蒸气体积分数在 5%,～
20%,之间，着火距离与不添加水蒸气非常接近，说明
水蒸气在此气氛下对着火没有明显影响．但是水蒸
气体积分数在 30%,时，着火距离相比在之前的水蒸
气体积分数时显著减小．然而其减小的程度没有对
应的 21%和 30%氧气体积分数时大，说明水蒸气对煤
粉着火的影响随着氧气体积分数的增加而减弱．

由于实验中不可能将 H2O 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
性分开，因此只能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为了分
离 H2O 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模拟引进人工物质
X，该物质具有 H2O 相同的物理属性(如辐射，比热，
扩散)和 CO2 相同的化学属性．为了进一步区分其比
热、辐射和扩散对煤粉着火的影响，再引入人工物质
Y、Z 和 W．其中 Y 具有与 CO2 相同的辐射率和化学
属性，Z 具有与 CO2 相同的比热和化学属性，W 具有
与 CO2 相同的扩散特性和化学属性，其他物理属性
与 H2O 相同，氧气体积分数为 30%时物理属性影响
对应的着火距离，如图 4 所示．

图 4 氧气体积分数为 30%时物理属性影响对应的着火
距离

图 2 实验着火距离

由于水蒸气与 CO2 在物理化学属性方面有着明
显的差异，为了进一步阐述水蒸气物理化学属性对着
火的影响，后面将以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说明．
3.2 模拟结果
在模拟中，以颗粒表面温度的拐点作为着火点，
着火距离沿用实验定义．图 3 是实验结果和模拟结
果的比较．对比发现实验结果和模拟结果相对误差
小于 5%，因此认为采用的模型正确，模拟结果可信．

图 3 实验和模拟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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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 O2/CO2 气氛和 O2/CO2/X 气氛之间的差距
表示水蒸气的所有物理属性对煤粉着火的影响，在所
有氧气体积分数下，水蒸气物理属性导致了着火延
迟．O2/CO2/X 和 O2/CO2/Y 之间的差别代表水蒸气相
较 CO2 热辐射对着火的影响，在同一水蒸气体积分
数下，在 O2/CO2/Y 气氛中着火距离比 O2/CO2/X 气
氛中短，意味着水蒸气相比 CO2 更高的热辐射率导
致水蒸气需要吸收更多的热量来提高温度，进而引起
着火延迟．O2/CO2/X 与 O2/CO2/Z 和 O2/CO2/W 着火
距离的差距分别代表水蒸气相较 CO2 比热和扩散对
着火的影响．在同一水蒸气体积分数下，O2/CO2/Z 和
O2/CO2/W 气氛中的着火距离都比 O2/CO2/X 中的
大，证明水蒸气相比 CO2 更低的比热和更高的扩散
率导致了着火提前发生．但整体来说，H2O 的物理属
性最终导致了着火延迟，这说明在物理属性中水蒸气
的辐射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
通过实验发现添加水蒸气导致了着火提前，而通
过上面的分析得出 H2O 的物理属性导致了着火延迟
的结论，因此可以推断 H2O 的化学属性是导致其着
火提前的关键所在．
图 5 为氧气体积分数为 21%、30%和 40%情况下
不同水蒸气和对应 X 模拟工况的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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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0%时，着火距离减小的程度没有 21%和 30%时大
的现象．

4 结 论

（a）ϕ(O2)=21%

(1) 煤粉在富氧条件下，水蒸气的添加可以促进
着火提前的发生．在低水蒸气体积分数下，着火距离
几乎没有差异；当水蒸气体积分数增加到 30%，着火
大幅提前．
(2) 通过模拟分析，发现水蒸气的物理属性对着
火有抑制作用，而其化学属性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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