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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高速煤粉燃烧器火焰喷射速度高达 ６０ ~ ２００ ｍ / ｓꎬ炉膛内火焰较长ꎬ对流换热比例提高ꎬ使得

炉膛内温度分布均匀ꎬ没有传统低速煤粉燃烧器火焰短ꎬ炉膛内局部过热和结焦等缺点ꎮ 笔者以

１４ ＭＷ 高速煤粉燃烧器为研究对象ꎬ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ꎬ研究旋流强度、二次风温度等关键参数对
燃烧器内煤粉燃烧的影响ꎬ针对燃烧器内煤粉燃烧特点进行结构优化设计ꎮ 对旋流强度研究结果表
明ꎬ当旋流强度 Ｓ ＝ ２.２、２.８、３.２ 及 ３.７ 时ꎬ燃烧器内回流区形状变化不大ꎬ从一次风喷口开始到旋流叶
片位置结束ꎬ回流区环绕一次风管ꎻ最大回流量在一次风喷口附近ꎬ距离一次风喷口越远ꎬ回流量越
小ꎻ旋流强度对一次风喷口附近最大回流量影响不大ꎬ喷口附近最大回流量均在 ０.４５ ｋｇ / ｓ 左右ꎬ当距
喷口超过一定距离( Ｌ / Ｈ<０.３５) 时ꎬ旋流强度对回流量的影响开始变得明显ꎬ表现为旋流强度越大ꎬ回
流区末端回流量越大ꎬ回流区末端回流量最大为 ０.３０ ｋｇ / ｓꎬ最小为 ０.１７ ｋｇ / ｓꎮ 研究燃烧器喷口处燃
烧状态表明ꎬ喷口处火焰旋流强度为 ０.１０ ~ ０.２８ꎬ与入口旋流强度正相关ꎬ火焰喷射速度 １５０ ｍ / ｓꎬ为
中等旋流强度的高速旋流火焰ꎻ喷口中心区可燃性组分富集ꎬ缺氧ꎬ燃料和氧气分层分布ꎮ 当旋流强

度提高ꎬ喷口中心区可燃性组 分 浓 度 降 低ꎬ ＣＯ 浓 度 从 １１％ 降 低 到 １０％ꎬ Ｈ ２ 浓 度 从 １. ６５％ 降 低 到
１.４０％ꎬ焦炭浓度从 ０. １４％ 降低到 ０. １１％ꎬ喷口边缘 Ｏ ２ 浓度从 １３％ 降低到 １０％ꎮ 旋流强度 Ｓ ＝ ３. ２
和 Ｓ ＝ ３.７ 时可燃组分和氧气浓度分布变化较小ꎬ说明旋流强度提高对燃烧的影响减弱ꎮ 考察 ０、１００

和 ２００ ℃ 下二次风温度对燃烧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当二次风温度提高ꎬ煤粉在燃烧器内的反应时间有
所降低ꎬ从 ０.１５ ｓ 降低到 ０.１１ ｓꎬ但燃烧器内的煤粉碳转化率提高 ２０％ꎬ达到 ６５％ꎮ 对燃烧器结构进
行优化ꎬ加入中心风ꎬ对比中心风直流和旋流与不加中心风 ３ 种状态ꎬ结果表明ꎬ加入旋流中心风和直
流中心风后喷口中心区半径 ｒ≤７５ ｍｍ 范围内可燃组分浓度降低ꎬ采用直流时由于气流刚性较强ꎬ喷
口中心区氧气浓度升高ꎬ采用旋流中心风对中心区氧浓度影响弱ꎬ对可燃组分浓度降低效果优于直流
中心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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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ｗｉｒ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３.２ ｔｏ ３.７ꎬ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０ꎬ１００ ａｎｄ ２００ ℃ ｗｅｒｅ ｓｅｔ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ꎬ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２０％ ｔｏ ６５％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ｉｓ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０.１５ ｓ ｔｏ ０.１１ 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ｉ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Ｔｈｅ ｓｗｉｒ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ａｎｄ 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ｂｌｅ ｇａ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ｚｚｌｅ ｉｓ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ｒａｄｉｕ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７５ ｍｍ ｗｈ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Ｔｈ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ｌｏｗ ａｓ ｔｈｅ ｊｅｔ ｆｌｏｗ ｉｓ ｒｉｇｉｄ ａｎｄ ｃａｎ ｇｅ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ｚｚｌｅ.Ｔｈｅ ｓｗｉｒ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ｈａ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ｘｙ￣

ｇ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ｚｚｌ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ｉｎ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ꎻｓｗｉｒ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ꎻ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ꎻ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０

引

通过高速射流形成回流ꎬ引燃煤粉ꎬ具有良好的煤粉

言

煤粉燃烧器广泛应用于电站锅炉中ꎬ在工业锅
炉中应用也较为普遍ꎬ其作用是组织煤粉在炉膛内
点火、燃 烧 和 燃 尽ꎬ 其 常 见 的 二 次 风 速 度 为 ３０ ~

５０ ｍ / ｓꎬ温度可达 ３００ ℃ 以上

[１－２]

ꎬ本文定义该类型

燃烧器为低速燃烧器ꎮ 低速燃烧器在炉膛能组织好

空气动力场ꎬ煤粉和旋流高温空气及时混合ꎬ适用于
较大空间的炉膛ꎮ 研究表明使用低速煤粉燃烧器的
锅炉存在炉膛结焦、局部高温、低负荷稳燃性能差等

稳燃性能 [１１] ꎻ与高速煤粉燃烧器工作原理类似ꎬ汪
小憨等 [１２] 提出煤粉近壁燃烧技术ꎬ燃烧器内煤粉碳
转化 率 高ꎬ 熔 融 排 渣ꎬ 具 有 良 好 的 低 氮 效 果ꎻ 侯 冬
尽 [１３] 开发了高温低氮液态排渣煤粉燃烧器ꎮ 由于
液态排渣对技术和设备可靠性要求高ꎬ未见 ２ 种技

术的后续工业化报道ꎮ 本文采用数值模拟的办法ꎬ
以 １４ ＭＷ 高速煤粉燃烧器作为研究对象ꎬ研究旋流
强度、二次风温度等关键参数对燃烧的影响ꎬ同时基
于燃烧特点对燃烧器结构进行优化设计ꎮ

问题 [３－７] ꎮ 高速燃烧器的概念见于气体燃烧器中ꎬ

１

高速气体燃烧器ꎬ火焰速度 １００ ~ ２００ ｍ / ｓꎬ炉内被强

１ １

而炉内温度分布均匀 [８－１０] ꎮ 高速煤粉燃烧器原理是

放、焦炭燃烧、辐射传热、颗粒运动和气相流动及湍

内点火和稳燃ꎬ高温火焰携带未燃尽的焦炭和可燃

系紧密ꎮ 利用 ＡＮＳＹＳ Ｆｌｕｅｎｔ 作为模拟工具ꎬ煤粉颗

学者结合航天火箭发动机相关先进燃烧技术开发了

化的对流换热在综合换热中所占比重大大提高ꎬ故
将煤粉输送进入燃烧室ꎬ煤粉在燃烧室的狭小空间
气体进入炉膛继续燃烧ꎬ火焰从喷口进入到炉膛时

速度可达 ６０ ~ ２００ ｍ / ｓꎮ 高速煤粉燃烧器在炉内的
火焰较长ꎬ炉内温度分布均匀ꎬ不易结焦ꎬ稳燃性能
优良ꎬ最低负荷 ２０％ꎮ 文献资料对高速煤粉燃烧器

的报道不多ꎬ早期清华大学提出大速差煤粉燃烧器ꎬ

数学模型与计算条件
数学模型
煤粉燃烧包含物理、化学过程ꎬ涉及挥发分释

流燃烧ꎬ与多相流动、传热传质和燃烧等多个学科联
粒跟踪采用随机轨道(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方法ꎬ煤粉
颗粒沿着轨迹的挥发分热解采用固定反应速率模
型ꎬ模型固定碳的异相反应采用动力燃烧与扩散燃
烧共同控制ꎬ辐射传热模型采用 ＤＯ 模型ꎬ压力 － 速
度的耦合计算采用 ＳＩＭＰＬＥ 法求解ꎬ采用标准的 ｋ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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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模型模拟气相的流动ꎬ用混合分数 － 概率密度函数
(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ＰＤＦ) 模型模拟气相湍流燃烧 [１４] ꎮ

１ ２

第 ２６ 卷

洁净煤技术

计算条件

本文以 １４ ＭＷ 高速煤粉燃烧作为研究对象ꎬ只

研究燃烧器内结构ꎬ不考虑炉膛内部燃烧情况ꎬ对燃

烧器结构进行简化ꎬ如图 １ 所示ꎬ采用结构化网格ꎬ
对壁面附近和煤粉喷口附近的网格进行加密处理ꎬ
经过试算ꎬ网格数量 ４５ 万左右比较合适ꎮ

２ ２

旋流强度对燃烧器内回流区影响
典型的旋流煤粉燃烧器通过设置合理的二次风

旋流强度ꎬ在燃烧器喷口附近营造高温烟气回流区ꎬ
回流区高温烟气与新鲜煤粉气流之间对流换热ꎬ保
证煤粉气流稳定着火 [１５] ꎮ 高速煤粉燃烧器的一次
风管伸入到燃烧器中ꎬ高压一次风携带煤粉从一次
风喷口射向旋流叶片所在的端部ꎬ一次风行程轨迹
与二次风相反ꎬ宏观上看一次风在高速煤粉燃烧器
内营造出主动回流区 [１６－１７] ꎮ 旋流强度取旋流叶片
与燃烧器所接触的断面作为旋流强度的计算面ꎮ 旋
流强度计算公式 [１８] 为

∫ ρｗ ｗ ｒ ｄｒ
Ｓ＝
Ｌ ∫ ( ρｗ ＋ Ｐ) ｒｄｒ
ｒ

图１

Ｆｉｇ.１

燃烧器网格

ｒ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ｇｒｉｄ

０

０

ｒ

ｚ

２

２
ｚ

(１)

模拟采用的煤种为三类烟煤ꎬ其工业分析和元
素分析见表 １ꎬ煤粉粒径符合 Ｒ － Ｒ 分布规律ꎬ为了

式中ꎬＳ 为量纲ꎬ表示某一截面处二次风旋流强度ꎻｒ

中物性分析工具ꎬ拟合出烟气导热系数及黏度与温

轴向速度ꎬｍ / ｓꎻＰ 为气流静压ꎬＭＰａꎻＬ 为定性尺寸ꎬ

提高计算精度ꎬ准确分析燃烧温度ꎬ利用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
度的线性关系ꎬ嵌入到 Ｆｌｕｅｎｔ 烟气物性数据库之中ꎮ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烟煤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Ｍ ａｒ

Ａ ａｒ

Ｖ ａｒ

ＦＣ ａｒ

Ｃ ａｒ

元素分析 / ％

Ｈ ａｒ

Ｎ ａｒ

Ｏ ａｒ

Ｓ ａｒ

５.００ ８.６２ ３０.９７ ５５.４１ ６９.４３ ２.８１ ０.８５ １３.０２ ０.２７

２
２ １

面上某点气流切向速度ꎬｍ / ｓꎻ ｗ ｚ 为截面上某点气流
与燃烧器结构有关ꎬｍꎮ

一般认为旋流强度大于 ０.６ 时为强旋流ꎬ旋流

强度小于 ０.２ 时为弱旋流ꎬ本文讨论的 ４ 种旋流强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ｉｔｕｍｉｎｏｕｓ ｃｏａｌ
工业分析 / ％

为气流旋转半径ꎬｍꎻ ρ 为气流密度ꎬｋｇ / ｍ ３ ꎻ ｗ ｒ 为截

Ｑ ｎｅｔꎬａｒ /

( ＭＪｋｇ)
２７.８１

度均为强旋流ꎮ ４ 种旋流强度 Ｓ 下燃烧器内的烟气
运动矢量图如图 ３ 所示ꎮ 可知在高速煤粉燃烧器的
前锥内贴近一次风管的周围存在回流区ꎬ回流区的
起点为一次风喷口起点ꎬ回流区终点为旋流叶片端
部平面位置ꎮ 回流区分布如图 ４ 所示ꎮ 可知回流区

结果及讨论
数值计算结果验证
对数 值 计 算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进 行 验 证ꎮ 利 用

１４ ＭＷ 煤粉燃烧器全负荷下热态试验喷口处温度
与数值模拟结果进行对比ꎬ如图 ２ 所示( ｒ′为测点位
置ꎬＲ 为燃烧器喷口半径) ꎮ 实测值与模拟值虽有一
定偏差ꎬ但在可接受范围内ꎮ 故认为本文模拟所采

用的方法正确ꎬ作为后续研究和优化的工具和方法ꎮ
Ｆｉｇ.３

Ｆｉｇ.２

６８

图２

模拟值与测量值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ｉｇ.４

图３

烟气流动矢量图

Ｖｅ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ｆｌｕｅ ｇａｓ ｆｌｏｗ

图４

回流区分布

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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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等:高速煤粉燃烧器内燃烧特性数值模拟及结构优化

在一次风管附近的分布ꎬ４ 种旋流强度下回流区形

燃烧器内ꎮ 燃烧器的喷口作为连接燃烧器和炉膛的

状变化不大ꎬ说明回流区与一次风相关性较强ꎬ这与

交界面ꎬ该处烟气状态对煤粉在后续炉膛内的燃烧

传统的电站锅炉燃烧器通过二次风旋流强度组织炉

有重要影响ꎬ因此有必要对燃烧器喷口的燃烧状态

内回流区不同ꎮ

进行综合分析ꎮ 首先分析烟气进入到炉膛时的旋流

的大小ꎬ以燃烧器长度为 Ｈꎬ于前锥内沿轴向选取 ５

次风的旋流强度提高ꎬ燃烧器喷口的火焰旋流强度

为了定量分析 ４ 种旋流强度下回流区烟气流量

组截面ꎬ以 Ｌ / Ｈ 表示截面的相对位置ꎬ考察截面上
回流区烟气量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当 Ｌ / Ｈ 越小ꎬ即截面
距离一次风喷口越远ꎬ烟气回流质量越低ꎮ Ｌ / Ｈ ＝
０.５时ꎬ最大回流质量在 ０.４３ ~ ０.４７ ｋｇ / ｓꎬ在喷口附
近ꎻＬ / Ｈ ＝ ０.１ 时ꎬ最小回流质量 ０.１８ ~ ０.３０ ｋｇ / ｓꎬ位
置靠近旋流叶片端部ꎮ Ｌ / Ｈ ＝ ０.１０ ~ ０.３５ 时ꎬ随着旋

强度ꎮ 燃烧器喷口旋流强度如图 ６ 所示ꎮ 当入口二
从 ０.１０ 提高到 ０.２８ 左右ꎬ属于中等旋流强度ꎮ 旋流

强度衰减的重要原因为气流在燃烧器内高温膨胀ꎬ
后锥内气流逐步收缩的同时烟气速度逐步增加ꎬ抵
达喷口时轴向速度达到 １５０ ~ １７０ ｍ / ｓꎬ壁面附近逐
步增加的烟气速度能防止未燃尽的大颗粒煤粉黏
壁ꎬ从而防止燃烧器内结焦或积渣ꎮ

流强度的增加ꎬ回流烟气质量增加ꎬ且这种增大程度
在靠近旋流叶片的位置加大ꎬ说明增大旋流强度有
利于煤粉稳定燃烧ꎮ

Ｆｉｇ.６

Ｆｉｇ.５

２ ３

图５

旋流强度对回流量的影响

高速煤粉燃烧器将点火和燃烧 ２ 个功能放置于

Ｆｉｇ.７

图７

燃烧器喷口旋流强度

Ｓｗｉｒ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ｎｏｚｚｌｅ

研究表明 [１９] ꎬ旋流会使得燃料向中心富集ꎬ造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ｆｌｕｅ ｒａｔｉｏ ｉｎ ｒ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旋流强度对燃烧器喷口组分影响

图６

成燃料和氧气之间分层分布ꎮ ３ 种旋流强度下燃烧
器喷口处组分分布如图 ７ 所示ꎮ 总体上ꎬ喷口处中
心富燃贫氧ꎬ边缘处富氧贫燃ꎬ燃料和氧气呈现分层
的现象ꎮ 旋流强度越大ꎬ煤粉燃烧进程越多ꎬ表现为

喷口径向可燃气体与氧气体积浓度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ｂｌｅ ｇａｓ ａｎ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ｒａｄｉ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ｎｏｚｚｌｅ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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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燃组分浓度降低ꎬＣＯ 浓度从 １１％降低到 １０％ꎬＨ ２

浓度从 １.６５％ 降低到 １.４０％ꎬ焦炭浓度从 ０.１４％ 降

低到 ０.１１％ꎬ喷口边缘 Ｏ ２ 浓度从 １３％ 降低到 １０％ꎮ
旋流强度 Ｓ ＝ ３.７ 和 Ｓ ＝ ３.２ 时喷口组分相差不大ꎬ说
明提高旋流强度的燃烧影响减弱ꎬ但当旋流强度降
低到 ２.８ 时ꎬ浓度变化较大ꎮ 燃烧器喷口可燃组分

和氧气分层现象使得焦炭和氧气在炉膛内混合推
迟ꎬ火焰长度增加ꎬ有利于 ＮＯ ｘ 减排ꎬ但需注意炉膛
设计防止飞灰含碳量过度增加ꎮ 李高亮等 [２０] 研究
表明ꎬ在没有空气分级的条件下ꎬ配 １４ ＭＷ 高速煤
粉燃 烧 器 的 工 业 锅 炉 ＮＯ ｘ 排 放 浓 度 ２９０ ~ ３７０
ｍｇ / ｍ ３ ꎬＣＯ 排放浓度小于 ２００ ｍｇ / ｍ ３ ꎮ

２ ４

Ｆｉｇ.８

图８

二次风温对燃烧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可燃组分和氧气分层的现象ꎬ这种情况与平行射流
燃气燃烧器类似ꎬ不利于提高燃烧效率 [２２] ꎬ所以在
进行高速煤粉燃烧器炉膛设计时需要考虑到火焰较

二次风温度对高速煤粉燃烧影响

电站锅炉二次风温较高ꎬ往往需要多级加热ꎬ煤
粉工业锅炉工艺流程简单ꎬ空气预热器安装在省煤
器后ꎬ设计时有必要分析二次风温度对高速燃烧器

内燃烧的影响ꎮ 罗伟等 [２１] 采用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 研究空
气温度在常温下的变化对燃烧的影响ꎬ空气温度 ５ ~

３０ ℃ ꎬ烟气温度和换热量逐渐增加ꎮ 本文分别比较 ０、
１００ 及 ２００ ℃三种情况下二次风温对燃烧的影响ꎬ旋流

长的实际情况ꎮ 对于已经建成运行的锅炉ꎬ可以优
化燃 烧 器 结 构 来 提 高 煤 粉 整 体 燃 烧 效 率ꎮ 文 献
[２３ － ２４] 介绍了一种夹心风直流煤粉燃烧器的原理
和应用经验ꎬ在直流煤粉燃烧器的一次风管中增加
一根中心风管ꎬ利用中心风对火焰进行扰动和补氧ꎬ
以利于氧气扩散到煤粉颗粒表面ꎬ从而强化燃烧ꎮ
本文按照该原理对高速煤粉燃烧器进行优化设计ꎬ
在 一 次 风 管 中 增 加 中 心 风 管ꎬ 风 管 设 计 内 径 为

强度选择 ２.８ꎬ结果如图 ８ 所示ꎮ 当二次风温度升高ꎬ空

５０ ｍｍꎬ设计风速 ３０ ｍ / ｓꎬ二次风旋流强度为 ２.２ꎬ讨

燃烧器内的碳转化率升高显著:二次风温度 ２００ ℃ 时

中心风旋流强度为 ０.３ꎮ

气体积膨胀ꎬ煤粉在燃烧器内的停留时间有所降低ꎬ但
比 ０ ℃时碳转化率提高 ２０％ꎬ达到了 ６５％ꎮ

２ ５

高速煤粉燃烧器结构优化

经过前述研究ꎬ认为高速煤粉燃烧器的稳燃性
能良好ꎬ能够保证煤粉稳定点火ꎬ但燃烧器喷口存在

Ｆｉｇ.９

７０

图９

论了中心风采用旋流和直流 ２ 种形式的结构ꎬ其中
中心风对喷口可燃组分影响如图 ９ 所示ꎮ 可知

采用中心风后ꎬ可燃组分在 ｒ≤７５ ｍｍ 含量降低ꎬ氧
气浓度升高ꎻｒ> ７５ ｍｍ 中心射流的作用减弱ꎮ 同时
对比中心风直流和旋流 ２ 种情况可以看出ꎬ采用旋

中心风对喷口可燃组分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ｉ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ｂｌｅ ｇａ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ｕｓｔｏｒ ｎｏｚｚ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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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Ｉ Ｔａｏꎬ ＧＵＯ Ｙｏｎｇｈｏｎｇꎬ ＳＵＮ Ｂａｏｍｉｎｇ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流后中心区的焦炭浓度降低显著ꎬ氧气浓度则表现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ＮＯ ｘ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ｗｉｒｌｉｎｇ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为采用直流时中心区浓度最高ꎬ采用旋流时浓度最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ｏｉｌｅｒ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ＳＥＥ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０

低ꎮ 这是由于射流的刚性较好ꎬ气流穿过高温黏性
烟气的能力强于旋流ꎬ但从混合效果看ꎬ旋流优于
射流ꎮ

３

结

[７]

ｓｗｉｒｌ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１ ０２５ ｔ / ｈ ｌｅａｎ ｃｏａｌ ｆｉｒｅｄ ｂｏｉｌｅｒ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２００６ꎬ ４２ ( ３ ) :

１) 高速煤粉燃烧器旋流强度在 ２.２ ~ ３.７ 时ꎬ回

加而增加ꎬ有利于煤粉稳定燃烧ꎻ喷口处烟气旋流强

[８]

度 ０.１０ ~ ０.２８ꎬ喷口速度可达 １５０ ~ １７０ ｍ / ｓꎮ

２) 高速煤粉燃烧器喷口存在可燃组分和氧气

分层分布的现象ꎬ旋流强度增大ꎬ燃烧器喷口处可燃

组分浓度越低ꎬ但旋流强度从 ３.２ 提高到 ３.７ 后浓度
定碳转化率提高 ２０％ꎬ达到了 ６５％ꎮ

[９]

组分浓度降低的影响比直流大ꎬ效果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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