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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ustion instability and high carbon content

气流向上运动的数量明显增多；敷设卫燃带后，主燃区温度

in slag are the major problems for a 300 MW unit. To obtain a

升高，煤粉颗粒燃尽率提升明显，大大降低了冷灰斗内灰渣

reliable solution, the motion trajectory of pulverized coal and

含碳量。改造后的试验结果表明，大渣含碳量较改造前降低

actual combustion conditions in furnace were investigated.

了 23.2%~28.6%。最下层燃烧器内煤粉颗粒细度对大渣含碳

Reforming the burners which fixed at the bottom and installing

量的影响较大，保证制粉系统制粉及给粉的均匀性是稳定改

some refractory belts in the primary combustion zone were

造后大渣含碳量的关键。

suggested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pulverized coal
particles which drop into the dry bottom hopper. The
technology can increase burn-out rate of the pulverized coal

关键词：煤粉；钝体；卫燃带；灰渣含碳量；数值模拟

0 引言

particles and decrease the carbon content in slag. Numerical
calc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ount of pulverized coal

目前，受煤炭市场供应紧张的影响，电站锅炉

particles which make ascending motion was obviously

燃用煤种繁杂且煤质波动较大，实际燃用煤质往往

increased after the bluff body replaced with separator. The

偏离设计煤质较多，主要表现为煤中挥发分和发热

temperature in primary combustion zone rises and the burn-out

量的减少，锅炉出现在高负荷时着火困难以及燃烧

rat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stalling some refractory belts, it

效率偏低，低负荷时需投油助燃等问题，严重影响

could reduce the amount of pulverized coal particles in the dry

了锅炉的安全经济运行[1-2]。

bottom hopper.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arbon
content in slag was reduced by 23.2%~28.6%. The pulverized
coal fineness has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arbon content in slag.

本文以某电厂一台 300 MW 四角切向燃烧锅炉
运行中由于燃用煤质下降出现的燃烧不稳定以及

The homogeneity of pulverizing and pulverized coal feeding in

灰渣含碳量升高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提出改造最下

the coal pulverizing system is the primary cause for stabilizing

层燃烧器以及在炉内敷设卫燃带的方法，来提高炉

carbon content in slag after retrofitting.

内的燃烧稳定性以及降低大渣含碳量。通过数值计

KEY WORDS: pulverized coal; bluff body; refractory belt;
carbon content in slag; numerical simulation
摘要：针对某电厂 300 MW 锅炉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燃烧
不稳定以及灰渣内含碳量偏高的问题，对煤粉颗粒经过燃烧
器后运动轨迹以及炉内实际燃烧情况进行分析，提出通过改
造最下层燃烧器与主燃区内敷设一定面积卫燃带的方法，来

算，研究改造前后炉内的温度场，气体组分浓度场，
煤粉颗粒物运动轨迹以及对冷灰斗内灰渣含碳量
的影响。

1 研究对象及改造方案
1.1

研究对象

减少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的数量，提高煤粉颗粒的燃尽

电厂采用 300 MW 四角切圆燃烧煤粉锅炉，自

率，从而降低大渣中含碳量。数值计算结果表明，改造后的

然循环、亚临界、中间再热、单炉膛平衡通风，全

炉膛内，最下层燃烧器内钝体更换为隔板后，煤粉颗粒随主

钢架悬吊结构。WR 型直流燃烧器分四层布置于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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膛四角。每角布置 4 层一次风、9 层二次风、2 层
三次风。中储式钢球磨煤机制粉系统中的乏气作为
三次风由炉膛上部送入。炉膛截面尺寸为
12.8 m × 11.89 m，炉顶标高 60 m。炉膛结构尺寸如
图 1 所示。
图2
Fig. 2

改造前后燃烧器喷口结构示意图

Structure of burners before and after construction

同时，在主燃区下 2 层一次风所在炉膛区域敷
11．890 m

在炉内敷设一定面积的具有绝热功能的卫燃带即

侧水冷壁
40°

C 层燃烧器

23.43 m

B 层燃烧器

21.35 m

A 层燃烧器

20.23 m

60°

45°

可通过减少部分水冷壁受热面吸热，提高燃烧器区

45°

40°

后水冷壁

24.60 m

前水冷壁

D 层燃烧器

域内炉膛温度，从而保证煤粉的高效稳定燃烧[3]。

40°

45° 45°
(b) 炉膛截面尺寸

图1
Fig. 1

样做是为了充分利用了水冷壁的冷却效果，可以有
效的防止爬渣，如图 3 所示。

40°

(a) 炉膛结构

卫燃带呈品字形布置且卫燃带间间隔一定距离，这

炉膛结构及截面尺寸

Furnace structure and cross section

对表 1 中电厂设计与实际燃用煤质的对比分析

1.1m 1.1m 1.1m

12.8 m × 11.89 m

12 .800 m

44.17 m

设一定面积的卫燃带，卫燃带总面积达 94.38 m2。

得出，设计煤种为贫煤而电厂实际燃煤种为挥发分
较低的无烟煤。电厂锅炉燃用此煤种后，存在燃烧

(a) 前后墙卫燃带布置方式

稳定性较差，锅炉灭火事故时有发生，炉内大渣含
碳量高达 13%~14%左右等问题。
燃用煤质分析

Coal properties analysis

元素分析/%

煤种
Car

Har

Oar

Nar

工业分析/%
Sar

Mar

Aar

Qar,net/

Vdaf FCdaf (kJ/kg)

1.1m 1.1m 1.1m

表1
Tab. 1

23.122m

19.322m

设计煤种 54.53 3.05 2.63 0.93 0.26 10.50 28.10 14.26 85.74 20 450
实际煤种 53.36 1.15 10.74 0.42 1.14 6.84 26.35 8.72 91.28 19 860

(b) 侧墙卫燃带布置方式

当炉内其他条件不变时，燃料特性的变化将直
接影响炉内燃烧过程。由于实际燃用煤种的挥发分
含量减少，挥发分燃烧所释放的热量降低，引起煤

图3
Fig. 3

改造后的卫燃带布置示意图
Arrangement of refractory belts

before and after construction

粉着火和燃烧推迟；同时也引起煤粉在炉内的放热

虽然 WR 燃烧器中 V 型钝体可以在钝体下游形

量减少，炉内温度降低。低的炉温又将减缓煤煤颗

成一个稳定的回流区，使高温烟气不断回流至燃烧

粒挥发分释放速度，恶化煤粉的着火和燃烧条件，

器出口处，维持煤粉的稳定着火[4]。改造为直流燃

[3]

造成炉内煤粉燃烧稳定性下降 。

烧器后，煤粉气流着火稳定性下降，但敷设卫燃带

1.2

可以提高主燃区内温度，保证煤粉气流的稳定着

改造方案
图 2 为改造前后的燃烧器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将燃烧器中 V 型钝体用隔板代替，使最下层一次风
煤粉气流保持与下二次风气流以相同轴向进入炉
内，从而提高下二次风对下一次风煤粉气流的撑托
能力，减少掉入冷灰斗内煤粉颗粒数量。

火，从而减小改为直流燃烧器后，对煤粉着火的不
利影响。

2 数值计算方法
计算选定区域为冷灰斗底部至折焰角上方，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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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存在的屏式过热器以及高位过热器[5]。炉膛整体

8
轴向速度/(m/s)

于计算主要关注炉内燃烧情况，从而忽略了炉膛上
为规则长方体结构，可用技术上较为成熟的结构化
网格进行划分，结构化网格的优点主要是可用较少
的网格数量达到较高的计算精度，还可用较为准确

4
0
−4

的处理边界条件，能采用许多高效的隐式算法，具

−8
−6

有较高的计算效率[6]。由于主燃区内同时进行流体
与颗粒的混合、燃烧、传热等过程且它们之间又相
互影响。因此，主燃区内网格进行局部加密，而主
燃区上方炉膛区域以及冷灰斗区域内流动较为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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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4

−2
0
2
炉膛宽度/m

4

6

下一次风 A 截面轴向速度分布

Axial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lower primary air

图 5 为 4 种典型粒径煤粉颗粒经由钝体后的运

单，可以减少划分的网格数量。
[7]

。

动轨迹。数值结果表明，随着粒径的增大，煤粉颗

Realization k-ε 模型对炉内的湍流运动进行描述。采

粒逃逸出主气流的数量也逐渐增加。10 μm 颗粒由

用非预混燃烧模型 (non-premixed combustion)对煤

于质量较小，与主气流的跟随性较好，靠近钝体附

粉在炉内的燃烧进行描述，此模型主要是从预测的

近的颗粒绝大多数随主气流进入回流区。随着粒径

组分混合比例分布来推导每个组分的浓度，而无需

的增大，颗粒随气流运动过程中的动量也在逐渐增

解每个组分的输运方程，在计算方面要优于有限速率

大，尤其是经过钝体后，气流中心部分煤粉颗粒沿

采用三维稳态方法模拟炉内燃烧情况

[8]

模型 。采用 P1 模型求解气体和颗粒间辐射传热。

钝体外边界方向运动。由于颗粒大，穿透力强，受

煤粉颗粒的热分解采用双方程模型(two competing

主气流脉动作用影响较小，部分颗粒从主气流中逃

rates model)模拟。焦炭颗粒燃烧采用动力学/扩散控

逸并与主气流流动方向偏离。随煤粉颗粒粒径的增

制燃烧模型(kinetic/diffusion limited model)。煤粉在

大，逃逸出煤粉颗粒的数量逐渐增多。这时，处于

炉内运动采用随机轨道模型 (stochastic tracking)进

下一次风正下方的直流下二次风，对上层偏离主气

[9]

行追踪 。通过 WSGGM 模型定义燃烧气相混合物
[5]

吸收系数随成分变化而变化 。将气体作为连续相

流运动方向的粗煤粉颗粒撑托作用减弱，部分粒径
较大煤粉颗粒受重力作用将穿过燃烧层掉入冷灰

在欧拉坐标系中描述，将煤粉颗粒作为离散相在拉
格朗日坐标系中描述，计算过程中只考虑两相在质
量、动量和能量之间相互耦合作用，忽略离散相之
间的相互碰撞[10]。

(a) 1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3 数值计算结果及分析
3.1

燃烧器改造
图 4 为下一次风 A 截面轴向速度分布。由图可

(b) 5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知，下一次风截面气流轴向速度分布呈“W”型，
在近壁区其轴向速度为负值，在炉膛中心其速度为
正值。在近壁区，下一次风喷口气流首先向下流动；
随后，受螺旋上升的主气流影响，截面中心区域以

(c) 10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较大轴向速度向上运动。有研究表明，下层燃烧器
出口气流首先向下流动，遇冷灰斗后折向上流动并
作为补气被主旋转气流所卷吸[11-12]。因此，部分煤
粉颗粒在进入炉膛后，将随一次风气流先向下流
动，然后才向上流动，但较大颗粒煤粉受惯性以及
重力作用可能穿过燃烧层掉入冷灰斗内，造成灰渣
含碳量的升高。

(d) 15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图5
Fig. 5

不同粒径煤粉颗粒经钝体燃烧器后运动轨迹
Motion trajectory of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though
bluff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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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内[13]。

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比例。由图 7 可知，改造后，

如图 6 为由钝体燃烧器改为直流燃烧器后，4

各喷口内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数量明显降低。最

种典型粒径煤粉颗粒的运动轨迹。由图可知，改为

大降幅由改造前的 56.1%降至改造后的 37.5%，降

直流后，部分颗粒将从主气流外边界逃逸。随着粒

低了 18.6%。平均水平由改造前的 50.6%降至改造

径的增大，煤粉颗粒从主气流外边界逃逸的数量逐

后的 38.7%，降低幅度达 11.9%。表明改造后，一

渐减小。对于 10 μm 的颗粒，由于其质量较小，受

次风煤粉气流变为直流射流后，下二次风对下一次

一次风气流横向脉动作用较强，在气流内湍流影响

煤粉气流的撑托作用明显增强，有效的减少了穿过

下，颗粒从主气流外侧逃逸现象较为明显。随着煤

主燃区下方的燃烧层落入灰斗区域的煤粉颗粒数

粉颗粒粒径的逐渐增大，颗粒自身动量增加，受气

量，从而减小了冷灰斗内大渣含碳量。

流湍流影响减小，跟随主气流运动现象明显，较粗

3.2

的煤粉颗粒也将随主气流做旋转上升运动，从而有
效的减少粗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数量。
图 7 为改造前后下一次风 A 截面各角喷口内煤

卫燃带改造
图 8 为炉内特征截面平均温度分布。
由图可知，

改造前，炉内温度随炉膛高度逐渐升高，峰值在最
上层燃烧器截面，温度达 1 624.6 K。随后，由于煤
粉放热量的减少，炉膛上方吸热量的增多，炉内温
度又逐渐降低。改造后，敷设在燃烧器区域的卫燃
带阻隔了燃烧产物向水冷壁面的放热，从而使主燃

(a) 1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区内温度水平整体升高。由于卫燃带敷设位置为主
燃区下两层燃烧器截面所在区域，使得主燃区下部
截面热负荷和截面温度均有大幅度的升高，同时也
提高了下两层燃烧器的着火和燃烧稳定性，这也有

(b) 5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利于上层煤粉气流的着火和稳燃[14]。在主燃区内，
改造后温度最大升幅达到 121 K，平均温度由改造
前 1 513 K 升高到了 1 584 K，升幅达 4.6%。燃烧器
附近温度的升高强化了煤粉气流加热过程，煤粉气

(c) 10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流较改造前着火提前，同时使燃烧器出口处火焰温
度得到大幅度提升，从而有效保证了煤粉气流的稳
定燃烧[15]。
(d) 150 μm 煤粉颗粒运动轨迹

Fig. 6

45

Motion trajectory of

掉入冷灰斗内煤粉颗粒比率/%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though separator
60
改造前
改造后

50

35
30
改造前

25

15
1 200

30
20

图8
#1

#2

#3

#4

改造前后下层燃烧器各喷口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
比率

Fig. 7

40

20
40

机组号

图7

50

不同粒径煤粉颗粒经直流燃烧器后运动轨迹
炉膛高度/m

图6

Proportion of pulverized coal particle from

Fig. 8

改造后
1 300

1 400 1 500
温度/K

1 600

1 700

炉内特征截面平均温度分布

Averag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long
the height of the furnace

图 9 为炉内特征截面平均氧浓度分布。由图 9
可知。改造后，主燃区内温度升高，煤粉着火提前，

primary air jet at every corner falling into ash hopper

在炉内燃烧时间延长，所需氧量也有所增加，使得

before and after reforming

炉膛内氧量整体降低，最大降幅在燃烧最为剧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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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入冷灰斗内剩余焦炭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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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膛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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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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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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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0.00

图9
Fig .9

0.04
0.08
平均氧浓度/(mol/mol)

0.12

改造前
改造后

70
60
50
40

#1

炉内特征截面平均氧浓度分布

图 11

Burn-off rate of char from lower primary air jet

falling into ash hopper before and after reforming

图 12 为冷灰斗内截面平均颗粒浓度分布。由

的 0.044，降低幅度为 19.1%。
图 10 为炉内特征截面平均 CO 浓度分布。由图

10 可知，CO 高浓度区为燃烧器所在截面。敷设卫
燃带后，燃烧区内着火和燃烧条件改善，主燃区内
由于供氧不足，煤粉不完全燃烧将产生大量 CO。
改造后，炉内 CO 含量在主燃区内明显高于改造前，
尤其在卫燃带所在区域，生成 CO 较多，表明卫燃

图可知，改造后，冷灰斗内颗粒浓度明显低于改造
前，平均颗粒浓度由改造前 0.025 1 kg/m3 降至改造
后 0.015 6 kg/m3，降低了 38.8%。综合最下层钝体
燃烧器改造为直流燃烧器后，降低了一次风喷口内
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数量；以及主燃区内敷设卫
燃带后，提高了下层燃烧器内煤粉气流的燃尽率，
二者共同作用，有效降低了冷灰斗内灰渣含碳量。

带的敷设，在保证了煤粉气流温度着火的同时，还

16

提高了下 2 层燃烧器内煤粉气流的燃烧速率，大大
冷灰斗高度/m

提升了下 2 层煤粉气流的燃尽率。
50

炉膛高度/m

45
40
35

图 10

14

改造后

12

改造前

10
8
0.012

改造前
改造后

图 12

20
15
0.00

#4

焦炭燃尽率
Fig. 11

主燃区内，平均氧量由改造前的 0.055 降至改造后

25

#3

改造前后下层燃烧器各喷口内掉入冷灰斗内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oxygen mass fraction

30

#2
机组号

along the furnace height

Fig.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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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2
0.03
平均 CO 浓度/(mol/mol)

0.04

炉内特征截面平均 CO 浓度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carbon monoxide mass
fraction along the furnace height

图 11 为改造前后下一次风 A 截面各角喷口内
掉入冷灰斗内焦炭燃尽率。由图可知，改造后，各
喷口内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焦炭燃尽率明显升

Fig. 12

0.020
0.028
颗粒物浓度/(kg/m3)

0.036

冷灰斗内截面平均颗粒浓度分布

Distribution of the average concentration of

pulverized coal particle at cross section in ash hopper

4 实际运行中的调节手段
除从改造出发来强化劣质煤的稳燃能力，降低
灰渣的含碳量之外，还应配合锅炉实际运行方式的
调整来提高煤质变化时锅炉燃烧的稳定性。

1）煤质变差时，在相同负荷下，锅炉所需燃
料量增加，总风量增大，炉内温度降低，燃烧变差。

高 ， 最 大 升 幅 由 改 造 前 的 62.1% 升 至 改 造 后 的

实际运行中，应调整氧量，降低总风量以及提高煤

84.4%，上升幅度为 22.3%。平均水平由改造前的

粉浓度，来稳定煤粉着火和强化炉内燃烧[14]。

67.4%降至改造后的 81.0%，降低幅度达 13.6%。表

2）煤质变差时，应适当降低一次风压，提高

明敷设卫燃带提高了主燃区内整体温度水平，改善

煤粉浓度，降低煤粉所需着火热量，促使煤粉提前

了煤粉气流燃烧条件，煤粉燃烧效率升高，使得下

着火，增强煤粉火焰的稳定性[15]。

一次风内煤粉气流燃尽率较改造前有所提升，同时
也减小了掉入冷灰斗内煤粉颗粒含碳量。

3）煤质变差时，应适当减小周界风，提高煤
粉浓度，降低着火热，增强煤粉气流与高温烟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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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热质交换，提高火焰对外界抗干扰能力[16]。
15
大渣含碳量/%

4）煤质变差时，在保证蒸汽参数的前提下，
燃烧器摆角尽可能使其下倾，从而降低炉内火焰中
心延长煤粉颗粒在炉内的燃尽时间[17-21]。

5 改造后现场试验及分析
5.1

改造后现场试验结果

14

13

12

20.6

改造后的试验结果表明，锅炉负荷从 175 MW
至 250 MW 变化时，没有发生灭火事故。说明锅炉

图 14

改造明显提高了稳燃性能。试验负荷在 231 MW 和

Fig. 14

25.1
28.6
煤粉颗粒细度 R90/%

231 MW 下大渣含碳量随 A 磨煤粉细度变化
Variation of the carbon content in slag with

154 MW 下，大渣含碳量可以稳定在 9.99%，较改

pulverized coal fineness

造前的 13%~14%，下降了 23.2%~28.6%。表明综

为将钝体改造隔板后的燃烧器，在煤粉细度 R90 为

合改造下层燃烧器以及主燃区内敷设卫燃带后，可

20.6%~28.6%时的大渣含碳量远低于 154 MW 负荷

以有效降低炉内大渣含碳量。

下，最下层投运为未改造的 B 层燃烧器，在煤粉细

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大渣含碳量并不是总维

度 R90 为 9.4%~16.7%时的大渣含碳量。表明将最下

持在 9.99%。由于制粉系统运行不稳定，导致进入

层燃烧器改造为隔板后，明显起到了降低炉内大渣

炉膛内的煤粉颗粒粒径波动较大，造成在某些工况

含碳量的作用。
当最下层燃烧器煤粉颗粒细度过大时，部分大

下大渣含碳量甚至高达 23.77%。
如图 13 所示为负荷 154 MW 下，投运 B、C 磨

颗粒受重力作用将超过最下层二次风对其最大撑

时，大渣含碳量随下层 B 磨内煤粉细度 R90 变化趋

托作用。煤粉颗粒穿过最下层二次风，掉入冷灰斗

势。由图 13 可知，大渣含碳量随 B 磨内煤粉细度

内数量增多，造成大渣含碳量的再次升高。

的增大而逐渐增加，煤粉细度 R90 由 9.4% 增至

5.2

大渣含碳量/%

16.7%时，大渣含碳量由 14.14%升至 20.33%。

Fig. 13

改造后，由于实际改造效果并不是很稳定且大

22

渣含碳量随磨煤机运行波动影响较大。通过现场分

20

析发现制粉系统存在以下问题：

18

1）煤粉颗粒粒径较大。燃用贫煤机组，煤粉

16

细度 R90 一般为 10%左右，而此台机实际磨煤机细

14

度有时达到 20%，甚至更高。在煤粉细度调整过程

12

中，粗粉分离器之后回粉量太大还出现漏粉等问题；

10

图 13

改造后现场试验结果分析

9.4

10.9
16.7
煤粉颗粒细度 R90/%

154 MW 下大渣含碳量随 B 磨煤粉细度变化
Variation of the carbon content in slag with
pulverized coal fineness

如图 14 所示为负荷 231 MW 下，投运 A、B、

D 磨时，大渣含碳量随 A 磨煤粉细度 R90 变化趋势。
由图 14 可知，大渣含碳量随下层 A 磨内煤粉细度
的增大而逐渐增加，煤粉细度 R90 由 20.6% 增至

28.6%时，大渣含碳量由 13.2%升至 15.12%。
在实际负荷 231 MW 和 154 MW 下运行结果可
知，炉内大渣含碳量与投运最下层磨煤机煤粉颗粒
细度有关。随煤粉细度 R90 的增加，炉内大渣含碳
量逐渐升高。
在 231 MW 负荷下，最下层投运的 A 层燃烧器

2）补充到煤粉机内钢球为同一粒径，这大大
影响了磨煤机内钢球对煤粉研磨细度的均匀性；

3）给粉机上面的插板机构开度不够大，可能
造成煤粉“架桥”，影响给粉的均匀性和连续性。
通过对以上现场试验结果分析，提出对制粉系
统的优化建议：

1）调节粗粉分离器挡板角度，提高煤粉细度；
2）调节补充的钢球直径的质量比例，尽量接
近于设计值，能保证煤粉细度的均匀性；

3）适当加宽煤粉插板在开启状态时的流通宽
度，改善给粉均匀性。增加给粉机的容量，保证给
粉机转速在工作转速下的均匀给粉。

6 改造方法的普适性
炉内敷设卫燃带技术在国内已应用多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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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的布置卫燃带对提高主燃区内温度、控制炉内温度

and variety of coal in pulverized coal fired boiler[J]．

分布，使入炉煤粉气流稳定着火、高效燃烧，并可

Xinjiang Electric Power，2003(4)：48-50(in Chinese)．

有效地避免结渣，使锅炉对煤种、负荷的变化具有
良好的适应性[21-22]。
对于切圆锅炉，燃烧器内安装钝体虽有利于煤
粉的加热和着火，但对不同粒径煤粉颗粒经过单只
燃烧器的数值计算结果表明，部分煤粉颗粒经钝体

[2] 黄伟，杨剑锋，邱亦丰，等．1025t/h 锅炉燃用劣质煤
的试验研究[J]．华中电力，2005，18(1)：37-39．
Huang Wei，Yang Jianfeng，Qiu Yifeng，et al．Study of
poor quality coal combustion in 1025t/h boiler[J]．Central
China Electric Power，2005，18(1)：37-39(in Chinese)．
[3] 陈冬林．准恒温燃烧的理论与试验研究[D]．武汉：华

后，将偏离主气流运动方向，加上最下层燃烧器内

中科技大学，2003．

煤粉颗粒跟随一次风气流进入炉内首先向下的运

Chen Donglin．Quasi-constant temperature combustion

动特性，下层二次风对煤粉颗粒的撑托作用减弱，
引起掉入冷灰斗内煤粉颗粒数量的增多，造成大渣

and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D]．Wu Han：Hua 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3(in Chinese)．
[4] 张国军．劣质煤稳燃措施的探讨[J]．华中电力，2007，

含碳量升高。钝体改造为隔板后，颗粒随主气流运

20(6)：72-75．

动现象明显，提高了下二次风对上层燃烧器内煤粉

Zhang Guojun．Discussion on the stable combustion of

颗粒的撑托作用，有效减少了掉入冷灰斗内的煤粉

low quality coal[J]．Central China Electric Power，2007，

颗粒数量，从而降低大渣中的含碳量。

20(6)：72-75(in Chinese)．

改造后的现场试验结果也表明，不同负荷下，
最下层为改造后燃烧器时的大渣含碳量低于最下
层为未改造燃烧器时的大渣含碳量。燃烧器改造后
大渣含碳量降低效果明显，这也为同类型机组的改
造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7 结论
最下层燃烧器由钝体改为直流后，下层一次风
和二次风气流沿相同轴线水平方向进入炉膛，大大
提高了下层二次风对煤粉气流的撑托作用，有效的

[5] Choi C R，Kim C N．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flow，
combustion and NOx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500 MW
tangentially fired pulverized-coal boiler[J]．Fuel，2009，
88(9)：1720-1731．
[6] 李进良，李承曦，胡仁喜，等．精通 FLUENT 6.3 流场
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18-22．
Li Jinliang，Li Chengxi，Hu Renxi，et al．Analysis the flow
field in FLUENT 6.3[M]．Beijing：Chemical Industry
Press，2009：18-22(in Chinese)．
[7] 李永华，陈鸿伟，刘吉臻，等．煤粉燃烧排放特性数值
模拟[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3，23(3)：166-169．
Li Yonghua，Chen Hongwei，Liu Jizhen，et al．Numerical

减少了下一次风喷口内煤粉颗粒掉入冷灰斗内的

simulation on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pulverized coal

数量。此外，主燃区内卫燃带的敷设，对提高煤粉

combustion[J]．Proceedings of the CSEE，2003，23(3)：

主燃区内整体温度，尤其对温度较低的下两层燃烧

166-169(in Chinese)．

器所在区域的效果明显。较高温度环境有利于煤粉
气流的提前着火和稳定燃烧，提高了煤粉气流的燃
尽率，数值计算结果表明两者的共同作用使掉入冷
灰斗内的煤粉颗粒浓度降低了 38.8%。
现场改造后的试验结果显示，稳定负荷下大渣

[8] 王福军．计算流体动力学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5：205-206．
Wang

Fujun ． Analysis

of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M]．Beijing：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05：
205-206(in Chinese)．
[9] 潘维，池作和，斯东波，等．200MW 四角切圆燃烧锅

含碳量可以降低到 9.99%，较改造前的 13%~14%，

炉改造工况数值模拟[J]．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5，

下降了 23.2%~28.6%，表明改造效果较为明显。但

25(8)：110-115．

由于制粉系统运行不稳定，大渣含碳量受最下层燃
烧器内煤粉细度影响较大。优化制粉系统，保证煤
粉细度 R90 在合理的设计值范围内是稳定改造效果
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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