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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粉细度对 NOx 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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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平面携带流反应器模拟煤粉在炉膛中燃烧的高温环境，研究了不同煤粉细度下 NOx 的沿程分布，并
研究了煤粉体积分数对 NOx 生成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相同细度的煤粉，NOx 体积分数随着高度的增加呈
现先增加后下降的趋势．煤粉细度的减小明显降低了 NOx 体积分数，而煤粉体积分数的增加会导致 NOx 体积分
数增加．基于实验中得到的煤粉细度与 NOx 排放的关系，对减小煤粉细度进行了经济分析，并对传统的煤粉经济
细度定义进行了讨论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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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ulverized Coal Size on NOx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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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mbustion environment of pulverized coal in the furnace was simulated using Hencken burne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Ox under different pulverized coal sizes was studied．The effect of coal concentration on
NOx formation was also studied．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pulverized coal of the same size，NOx concentration
increases first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height．The reduction in pulverized coal size significantly reduces NOx concentration，and the increase of pulverized coal concentration promotes NOx formation．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lverized coal size and NOx emission，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al size was conducted，and the defini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coal size was discussed and revised.
Keywords：NOx formation；NOx measurement；pulverized coal size；Hencken burner；economic size

煤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NOx)排放对人类健康
和生态环境有着诸多负面影响．2014 年，我国工业
NOx 排放量 1,404.8 万吨[1]，减排任务刻不容缓．降低
NOx 排放的技术可以分为炉内脱硝和烟气净化两大

类．前者主要有低过量空气系数，空气分级燃烧和燃
料分级燃烧等；后者主要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我国 2011 年最新颁布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将燃煤锅炉的氮氧化物(以 NO2 计)的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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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100,mg/m3[2]，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强炉内脱硝以
降低尾部 SCR 的投资和运行成本．
研究表明，煤粉粒径变化对炉内脱硝有一定的影
响．钟海卿等[3]利用再燃系统进行实验，以常规粒径
的烟煤作为主燃料，以褐煤作为再燃燃料，改变褐煤
的粒径，变为超细煤粉后，NOx 脱除率增加 10%,以
上．Shen 等[4]利用落管炉实验，发现燃烧超细的无烟
煤粉的 NOx 脱除率为 22.5%,～32%，远高于常规粒径
煤粉的 10%．柳智[5]对一维热态煤粉燃烧实验炉进行
模拟分析，发现粒径对 NOx 的生成体积分数关系中
存在一个粒径临界值，此时 NOx 的排放体积分数达
到峰值，不同煤种 NOx 的排放体积分数相差较大．
总的来说，目前的研究确认了煤粉粒径对 NOx
的生成体积分数会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一般只测量了
煤粉燃烧后尾部烟气中的 NOx 体积分数，而且火焰
形态不易于观察；煤粉粒径对 NOx 生成的作用机理
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利用 Hencken 型平面
携带流反应器模拟煤粉在实际锅炉中的燃烧环境，改
变煤粉粒径，测量沿火焰高度的 NOx 体积分数，探索
煤粉粒径对 NOx 生成的作用机理．
煤粉细度不仅影响着 NOx 的生成排放，对锅炉
运行的经济分析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煤粉越细，煤
粉的燃烧效率越高，锅炉的固体未完全燃烧损失越
小．但同时，制粉电耗会增加，所以煤粉的细度存在
一个最佳值，即煤粉经济细度．考虑煤粉细度对 NOx
排放体积分数的影响后，NOx 的治理费用也会产生相
应的变化．因此，综合考虑磨煤单耗、固体未完全燃
烧损失、NOx 治理这 3 项因素可以对传统的煤粉经济
细度定义进行讨论和修正．

1 实验系统和方法
实验系统如图 1 所示，主要由 Hencken 型燃烧
器、燃烧室、给粉器、给排气系统、NOx 测量系统组
成．实验中采用的 Hencken 型平面携带流反应器可
产生由多元扩散火焰组成的平面火焰，其高温烟气提
供一维可控的温度和组分场，燃烧性能稳定．送粉气
流携带煤粉颗粒从燃烧器中心管喷入，受热升温并形
成稳定的煤粉气流火焰．这种烟气环境下的煤粉颗
粒升温速率较快，相比于传统的热重分析仪，落管炉
等更为接近实际炉膛的加热环境[6]，能够更好地表征
炉膛中 NOx 的生成特性．
NOx 测量系统由取样枪、氩气稀释系统及烟气分
析仪组成．其中取样枪是 NOx 采样的核心部件，实验

Fig.1

图 1 实验系统示意
Schematic of experimental system

要求取样枪能在高温火焰中抽取烟气，并快速冷却以
减缓烟气中的化学反应过程．如图 1 中所示，水冷取
样枪采用三套管结构，高温烟气从最内侧通道抽出，
在沿程与薄壁石英管夹层中的冷却水换热激冷．测
量表明，不同工况下取样枪出口的烟气温度在室温附
近，证明了该水冷取样枪的可靠性．采用 Testo 340
烟气分析仪进行抽样气体成分分析，以氧化锆作为
NOx 的传感器材料．为保证烟气分析仪处于最佳测量
范围，使用氩气对抽取的烟气进行稀释，稀释体积比
为 2∶1，并采用单独的质量流量计控制稀释气体的
流量．
实验中二次风温度为 1,250,℃，背景气氛 O2 体
积 分 数 为 15.3%, ，总 气 体 流 量 为 71,L/min( 温 度
273,K，压力 101,kPa)，O2、N2 和 CH4 的流量分别为
6.3,L/min、60.9,L/min 和 4.1,L/min．一次风 O2 体积分
数为 21%,，一次风速度为 6,m/s，煤粉体积分数为
0.4,kg/m3 和 0.8,kg/m3．实验中沿火焰中心轴线测量
不同高度 NOx 体积分数，选取 5 个高度测点，其高度
分 别 为 100,mm 、150,mm 、200,mm 、300,mm 以 及
400,mm．
使用高挥发分褐煤进行实验，煤样的工业分析和
元素分析如表 1 所示．本实验台的前期研究中采用
的普通振动式振筛机筛分粒径过宽 [7] ，煤样中小于
10,μm 的颗粒占 20%,左右，而这些小颗粒会明显影响
到大颗粒的着火燃烧和 NOx 的生成过程．因此本实
验对煤颗粒筛分过程进行改进，采用超声波振筛机对
煤样进行筛分，得到的粒径分布如图 2 所示．图中结
果显示，采用超声波振筛机后，煤样的粒径分布明显
变窄，不同粒径设置的煤样区分较为明显，较好地满
足本实验要求．实验中采用 4 个粒径的煤样进行粒
— 35 —

第 24 卷 第 1 期

燃烧科学与技术

径对 NOx 生成过程影响的研究，并用煤粉体积平均
粒径(dav)表征不同粒径分布煤样的差异，其计算方
法如下：
d av =

∑γ d
∑γ d
i

i

i

i

4

(1)

3

Tab.1
煤 样
海拉尔煤

Fig.2

表 1 海拉尔煤分析数据(空干基)
Hailar coal analysis data(air dried basis)

元素分析/%,

工业分析/%,

wC,ad

wH,ad

wO,ar

wN,ad

wS,ad

Aad

Mad

Vad

FC,ad

50.97

2.98

13.88

0.82

0.62

13.13

5.47

38.32

43.08

图 2 煤粉颗粒粒径分布
Pulverized coal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2 结果和讨论
2.1

煤粉细度对 NOx 的影响
在一次风速为 6,m/s、煤粉质量浓度 0.4,kg/m3 的
条件下，不同粒径煤粉燃烧的沿程 NOx 测量结果如
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高度的增加，各粒
径煤粉燃烧产生的 NOx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并在 150,mm 附近出现 NOx 的峰值，而峰值的大小与
煤粉细度相关．在同一高度，随着煤粉细度的减小，
NOx 的体积分数明显下降．在 150,mm 处，dav 为
-6
76.40,μm 的颗粒产生 NOx 体积分数高达 840×10 ，
而超细煤粉(dav＝8.65,μm)产生的 NOx 体积分数仅为
-6
170×10 ．

图 3 煤粉质量浓度为 0.4,kg/m3 时火焰不同高度处 NOx
体积分数
Fig.3 When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pulverized coal is
0.4,kg/m3, the NOx volume fraction at different
heights of the 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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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i 表示第 i 个粒径档的颗粒平均直径；γi 代表相
应的体积份额．采用公式(1)针对实验中采用的 4 个
煤 样 粒 径 进 行 计 算 ，得 到 其 平 均 粒 径 分 别 为
8.65,μm、30.46,μm、50.94,μm 和 76.40,μm．

Qnet,ad/(MJ·kg-1)
14.45

NOx 体积分数沿高度的变化规律可以从煤粉射
流火焰的形成和发展得到解释，实验中典型火焰图片
如图 4 所示．图中一次风速为 6,m/s，煤粉质量浓度
为 0.4,kg/m3．在中心送粉管出口处，一次风携带的煤
粉颗粒温度较低，气流着火前存在颗粒的升温阶段和
火焰生长阶段，该阶段挥发分氮析出量较少，使得
NOx 的体积分数较低．实验中发现煤粉气流在 100～
120,mm 附近开始着火并形成明亮的黄色群燃烧火
焰，火焰的形成进一步促进煤粉颗粒内部残余挥发分
的大量析出．挥发分释放的同时，伴随着挥发分 N 的
释放，含氮小分子如 NH3 和 HCN 等在此区域大量释
放，这些小分子被氧化而生成 NOx．但该区域 O2 含
量相对较低，生成的 NOx 较少．随着高度的增加，挥
发分氮被环境中扩散进的 O2 氧化而生成 NOx，使得
NOx 体积分数在着火后一段距离达到最大值．但随着
高度的进一步增加，NOx 的含量逐渐下降，主要是残
余焦炭对 NOx 有还原作用．此外，伴流烟气的卷吸稀
释也是造成较高位置 NOx 体积分数下降的原因．

Fig.4

图 4 海拉尔煤在层流条件下着火图像
Hailar coal fire image under laminar flow conditions

煤粉细度对 NOx 的影响可以从 NOx 的生成和还
原两个过程进行解释．首先随着煤粉粒径的减小，煤
粉颗粒升温速率增加，使得挥发分析出速率和体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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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提高[8] ，从而导致燃烧区域出现更大的贫氧区，即
颗粒表面形成更加强烈的还原性气氛．这种还原性
气氛一方面抑制了火焰区 NOx 的生成，另一方面已
生成的 NOx 会被挥发分 N 析出的小分子 NH3、HCN
等还原[9]，使得 NOx 体积分数有所下降．此外，煤粉
细度的减小增大了焦炭的比表面积，从而增强了焦炭
对 NOx 的还原过程[10]．因此，煤粉细度减小后，无论
是从 NOx 生成还是从 NOx 还原考虑，NOx 体积分数
呈现下降趋势．
2.2

煤粉体积分数对 NOx 的影响
在一次风速为 6,m/s、一次风 O2 体积分数为
21%,、送粉质量浓度 0.8,kg/m3 的工况下，NOx 在火焰
不同高度的体积分数如图 5 所示．二次风气体工况
与送粉质量浓度为 0.4,kg/m3 的二次风工况相同．相
比于图 3 中煤粉质量浓度为 0.4,kg/m3 时，煤粉质量
浓 度 的 增 加 导 致 NOx 体 积 分 数 增 加 ，且 火 焰 区
(100～200,mm 范围内)各煤粉粒径 NOx 体积分数增
加值较大，例如 dav＝76.40,μm 煤粉颗粒在 150,mm
-6
处的 NOx 体积分数增加 460×10 ，而火焰后期 NOx
-6
体积分数增加不足 250×10 ．

的磨煤单耗公式类型 Em ＝ kR90-0.35 ，磨煤电耗可用公
式(2)进行计算．
Fee,1 = αβγ kR90-0.35

(2)

式中：α 为锅炉满负荷运行时的燃料量，t/h；β 为折算
后的机组每年满负荷运行时间，h；γ 为上网电价所需
费用，元/(kW·h)．
燃料燃烧后，会有一部分固定碳未燃烧充分，残
留在飞灰和炉渣中，从而损失了部分热量，即固定未
完全燃烧损失．当煤粉的细度减小时，其升温速率越
高，着火特性更好，所以燃尽率更高，燃烧损失更
小．根据热平衡原理，固体未完全燃烧损失 q4 为
q4 =

337.27 Aar ⎛ alz clz
a c ⎞
+ fh fh ⎟
⎜
Qr
100
−
c
100
− cfh ⎠
lz
⎝

(3)

式中：Aar 为收到基灰分质量分数，%,；Qr 为锅炉输入
的热量，kJ/kg；alz 为炉渣中的灰量占入炉煤灰量的质
量分数，%,；afh 为飞灰中的灰量占入炉煤灰量的质量
分数，%,；clz 为炉渣中含碳质量分数，%,；cfh 为飞灰
中含碳质量分数，%,．
所以，固体未完全燃烧损失产生的费用为
Fee,2 = αβδ q4

(4)

式中 δ 为煤价，元/t．
锅炉尾部使用 SCR 进行脱硝，脱硝效率高[11] ，
喷氨量按氨与 NOx 摩尔比 1∶1 计算，统一按 NO2 摩
尔质量折算，NOx 和 NH3 的催化反应为

图 5 煤粉质量浓度为 0.8,kg/m3 时火焰不同高度处 NOx
体积分数
Fig.5 When the mass concentration of pulverized coal is
0.8,kg/m3, the NOx volume fraction at different
heights of the flame

煤粉体积分数增加后，单位体积内颗粒数的增
加导致挥发分氮和焦炭氮析出量增加，所以 NOx 体
积分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煤粉着火区域，NOx 的
体积分数增加值较大，一方面是因为煤粉质量浓度增
加导致火焰区域的挥发分氮释放量增加，另一方面，
煤粉体积分数增加，火焰内燃烧更剧烈集中，因此火
焰区 NOx 增加值较大．而在火焰尾部，煤粉体积分数
增加导致残余焦炭含量增加，而且烟气的卷吸掺混作
用导致 NOx 体积分数的增加不是很明显．
2.3

煤粉新经济细度讨论
在制备煤粉时，煤粉越细，磨煤电耗越高．根据
行业标准《电站磨煤机及制粉系统性能试验》给出

4NO＋4NH3＋O2→4N2＋6H2O

(R1)

2NO2＋4NH3＋O2→3N2＋6H2O

(R2)

6NO2＋8NH3→7N2＋12H2O

(R3)

故尾气脱硝所需费用为
Fee,3 = ϕβμ ( ρ NO x ,pai - ρ NO x ,biao )nNH3 /nNO2

式中：ρ NO

x ,pai

mg/m3 ；ρ NO

(5)

为炉膛燃烧后排放 NOx 的质量浓度，

x ,biao

为国家制定标准的 NOx 排放质量浓

3

度，mg/m ；nNH 为 NH3 的物质的量，取值为 14；nNO
3

2

为 NO2 的物质的量，取值为 46；φ 为液氨的价格，元/
t；μ 为机组满负荷工作时的烟气总量，m3/h．煤粉细
度对 NOx 的质量浓度影响主要体现在 ρ NO ,pai 上．
x

因此，在考虑煤粉的经济细度时必须考虑煤粉细
度对 NOx 生成体积分数的影响，而不是传统的电耗
和燃烧效率的平衡，如果煤粉细度的减小可以较大程
度地降低 NOx 生成体积分数，则应在可操作的范围
内尽量将煤粉进一步磨细燃烧，使用新煤粉经济细
度，曲线如图 6 所示．具体成本需根据不同炉型、磨
煤机型号、锅炉效率等参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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