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卷

新 能 源 进 展

第3期

2018 年 6 月

Vol. 6 No. 3

ADVANCES IN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Jun. 2018

文章编号：2095-560X（2018）03-0169-06

3 MWth 化学链燃烧装置设计方法*
李振山 1†，成

茂 1，陈

虎 1，蔡宁生 1，李维成 2，岳鹏飞 2

（1. 清华大学 热科学与动力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4；
2. 东方电气集团 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清洁燃烧与烟气净化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川 自贡 643099）

摘 要：反应器系统是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是提供载氧体反应的场所，可将载氧体以合
适的速率在不同的反应器之间传输，实现气固分离和不同性质颗粒的分离。因此，设计、研究反应器系统是实现以
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的根本前提。本文对反应器系统中的空气反应器、燃料反应器、炭分离器及整体的循环特性
进行研究，总结建立了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反应器系统的设计方法，在此基础之上设计了 3 MWth 的化学链燃
烧示范装置，为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热态系统的建造与运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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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Method of 3 MWth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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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actor system is an essential section for the coal-fired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process. It provides a
place for oxygen carrier reaction, and the carrier oxygen could be transmitted between different reactors at a suitable rate
for realizing the gas-solid separation and different property particles separation. Therefore, the design and research of the
reactor system is a fundamental premise to realize coal-fired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process. Herein, thre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reactor system, namely air reactor, fuel reactor and carbon stripper, and overall circulation feature were studied.
Meanwhile, the design method of coal-fired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process was summarized. On this basis, 3 MWth
coal-fired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process was designed, which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coal-fired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process.
Key words: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reactor; 3 MWth; design

0 引

言

际组织和国家将化学链燃烧动力系统作为最具前景
的 CO2 捕获技术的战略选择，并依靠其来实现 CO2

化学链燃烧（chemical-looping combustion, CLC）

零能耗分离。

首先由德国科学家 RICHTER 于 1983 年提出[1]；随

对于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煤在燃料反应

后，1987 年日本学者 ISHIDA 和我国学者金红光研

器中首先热解释放出水分与挥发分，然后气化生成

究员发现 CLC 具有内分离 CO2 的优势，并进行了大

合成气，挥发分与合成气进一步被载氧体氧化为

量 实 验 研 究 与 理 论 分 析 [2] ； 2004 年 瑞 典 学 者

CO2 和 H2O，被还原的载氧体循环至空气反应器中

LYNGFELT 等[3]实现了串行流化床化学链燃烧的中

被氧化。整个过程基于氧化还原气固反应、载氧体、

试实验，证明 CLC 可以实现 CO2 内分离，从而掀起

反应器这 3 个关键要素，其中合适的反应器结构是

了世界范围的化学链燃烧研究热潮。目前，一些国

实现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的重要前提 [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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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LYNGFELT 等[5]提出串联的双流化床反应器

来的另一股物料是钛铁矿颗粒，钛铁矿经由回料阀

以来，双流化床结构形式的反应器被认为是实现化

4 进入空气反应器，完成整个循环。

学链燃烧的较好形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

在化学链燃烧装置的设计中，需注意整个装置

化学链系统中试示范方面，德国达姆施丹特技术大

是自热运行，而燃料反应器内进行的是吸热反应，

学建立了 1 MWth 示范装置[6]、美国阿尔斯通建立了

燃料反应器内温度的保持是靠载氧体所携带的固

3 MWth 示范装置 [7]。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了

体显热来提供。因此，在确定空气反应器和燃料反

250 kWth 示范装置[8]、日本三菱公司牵头准备建立

应器之间的固体循环量时，需要同时考察固体的载

1 MWth 化学链示范装置 [9]。我国东南大学 [10]、中

氧量与载热量，固体循环量需能够同时满足二者的

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11]、清华大学 [12]、华

要求。

中科技大学 [13]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而燃料反应
器是化学链燃烧系统的核心部件，清华大学在十多
年化学链燃烧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开发独立的带炭
分离的燃料反应器，形成了设计理论和简单的结构

旋风
分离器 2

旋风
分离器 1

形式 [14-18]。
本文对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过程的反应器

炭分
离器

系统进行研究，对反应器系统中 3 个重要部件——
空气反应器、燃料反应器、炭分离器及整体的循

空气
反应器
送至燃料
反应器

环特性进行研究，总结建立了以煤为燃料的化学
链燃烧反应器系统的设计方法，在此基础之上设

返料阀 1 返料阀 2

计了 3 MWth 的化学链燃烧示范装置，为以煤为燃料
的化学链燃烧热态系统的建造与运行奠定了基础。

1

氧载体颗粒
煤焦颗粒

方锅炉有限公司合作，提出了 3 MWth 化学链燃烧装

器底部进入，载氧体颗粒被空气的曳力提升至空气
反应器顶部。旋风分离器 1 将固体物料从气体中分
离出来，其中返料阀 1 将载氧体颗粒返回给空气反应
器自身，
而返料阀 2 将载氧体颗粒传输至燃料反应器。

燃料
反应器

进气管路
布风板
二元混合颗粒

在 MWth 尺度的示范装置方面，清华大学与东

物料循环从空气反应器开始，空气从空气反应

返料阀 3

返料阀 4

3 MWth 化学链燃烧装置流程描述

置，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具体流程描述如下。

来自空气
反应器

图 1 3 MWth 化学链燃烧示范装置示意图
Fig. 1 Schemtic diagram of 3 MWth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system

2 以煤为燃料的 3 MWth 化学链燃烧
示范装置设计

物料从燃料反应器出来后直接进入炭分离器。在炭分

3 MWth 化学链燃烧示范装置的设计过程如

离器中，混合物颗粒流分为两股，一股是被浓缩并分

图 2 所示。选定系统中使用的物料，即燃料颗粒

离出来的炭颗粒，这一股被返回至燃料反应器中。燃

和载氧体。根据燃料颗粒和载氧体颗粒的物化性

料反应器是一个下行床耦合鼓泡床反应器。炭分离器

质，通过计算反应器系统的整体热量平衡、物质

分离出的炭颗粒和流化气沿竖直方向返回燃料反应

平衡，可得到物料循环流率、反应器床存量等循

器中，与载氧体颗粒一起进行分散，颗粒自由下落在

环参数。然后根据设计的反应器流态化状态，计

鼓泡床上方形成下行床。下行床中的载氧体将有效消

算满足在特定流速下反应器的结构尺寸，如直径、

耗从鼓泡床密相区逸出的还原性气体。炭分离器出

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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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气化介质流
量：qv,FR/qv,AR

氧载体反应速
率：rred/rox

氧载体比热容：
Coc
热量平衡

化学反应

物料循环流率：
msol

流态化

床料量：
mAR/mFR/mCS

反应器横截面积：
AFR/AAR

设计参数

图 2 化学链示范装置的设计方法
Fig. 2 Design method of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system

2.1

其中，Q solid 是循环载氧体所携带的显热，Q fuel,preheat 是

热量平衡
假设燃料完全燃烧，燃料的消耗速率（ m fuel ，

将燃料颗粒加热所需要的热量， Q g,preheat 是将气化介

kg/s）由燃料的热值（ H fuel ，kJ/kg）和反应器的热

质加热至燃料反应器温度 Tred 所需要的热量， Q gf 是

输入功率（ Pfuel ，kW）决定，表示为：

固定碳气化所需要的热量， Q exchange 是气化介质从热

m fuel  Pfuel / H fuel

(1)

计算中采用烟煤作为燃料，其工业分析和元素
分析如表 1 所示。由于燃料反应器出口是 CO2 和

H2O，冷凝除 H2O 后，将 CO2 返回至燃料反应器中

交换器中吸收的显热， Q oxidation 是合成气被载氧体氧
化所产生的反应热。
碳气化所需的热量来自循环物料的显热，因此，
从空气反应器至燃料反应器的物料循环流率为：
m sol 

气化介质，故固体燃料气化所需要的热量为：
Q solid  Q fuel,preheat  Q g,preheat  Q gf  Q exchange  Q oxidation (2)

Q solid
COC Tox  Tred 

(3)

其中，COC 为载氧体的比热容，Tox 为空气反应器温度。

表 1 煤的元素分析和工业分析
Table 1 Proximate and ultimate analyses of coal
工业分析（收到基）

元素分析（干燥无灰基）

水分/wt%

挥发分/wt%

固定碳/wt%

灰分/wt%

碳/wt%

氢/wt%

氧/wt%

氮/wt%

硫/wt%

7.80

22.18

44.70

25.32

84.57

5.25

8.03

1.42

0.73

2.2

氧平衡
燃料反应器中固体燃料氧化所需要的氧量为：
m O2  m fuel fuel

(4)

其中， fuel 是燃料与氧气反应的化学当量比。在燃
料反应器中氧化气体燃料的氧来自载氧体：
m O2  m sol  R0  X

m O2
m sol R0

R0 

M actual  M f,red
M f,ox  M f,red
M f,ox  M f,red
M f,ox

(7)

(8)

其中，M actual 是载氧体部分氧化的摩尔质量，M f,ox 是

(5)

假设载氧体在空气反应器被完全氧化，因此，载氧
体的氧化程度在两个反应器中的差别为：
X  1  X FR 

X

(6)

其中，X 是载氧体的氧化程度，R0 是载氧体的载氧
能力。X 和 R0 的定义为：

载氧体完全氧化的摩尔质量，M f,red 是载氧体完全还
原的摩尔质量。本研究采用钛铁矿作为载氧体。
载氧体在燃料反应器和空气反应器中分别被还
原和被氧化，载氧体在这两个反应器中需要的停留
时间通过用载氧体进出反应器的氧化程度之差除以
载氧体的还原和氧化反应速率得到：

mFR  m sol  tr,FR  m sol

X
X
 m sol
dX red / dt
rred

(9)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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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m sol  tr,AR  m sol

X
X
 m sol
dX ox / dt
rox

能

(10)

其中，tr,FR 和 tr,AR 是载氧体颗粒在燃料反应器、空气
反应器中的停留时间， rred 和 rox 是载氧体还原过程、
氧化过程的反应速率。

2.3

流化状态

化学链燃烧过程中，氧化剂是空气反应器中的
氧气，因此空气的质量流率为：

m air 

m O2 air
0.233



m fuel S r M O2 air

(11)

0.233M fuel

其中，air 是过量空气系数，Sr 表示化学计量比，M O2
表示氧气的摩尔质量， M fuel 表示燃料的摩尔质量，

0.233 是空气中氧气的质量分数。空气反应器和燃料
反应器的横截面积可以由下式计算到：
AAR,t 

m air pr,air Tox
 air uAR,t Ta

(12)

AAR,r 

m air Tox
 air uAR,r Ta

(13)

AFR,t 

m CO2 CO2 Tred
 CO2 uFR Ta

(14)

源 进

uAR,t 和 uAR,r 是湍动床和提升管部分的气速，uFR 是燃

需要气化剂的流量， CO2 是过量 CO2 系数， Ta 是环
境温度。系统设计选择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化学链系统设计参数
Table 2 Design parameters of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system
名称
符号
数值

Fc,L  0

(15)

Fc,H  0

(16)

Fd,L  mL g

(17)

Fd,H  mH g

(18)

式中，Fc,L、Fc,H、Fd,L 和 Fd,H 分别是焦炭颗粒的颗
粒间碰撞力、载氧体颗粒的颗粒间碰撞力、焦炭颗
粒的气固曳力、载氧体颗粒的气固曳力；mL 和 mH
分别是焦炭颗粒和载氧体颗粒的质量。
根据化学链燃烧中焦炭与载氧体颗粒的受力情
况，通过选择合适的流化气速（ ug ），使得炭分离的
气速（ ug ）要大于焦炭颗粒的终端沉降速度（ ut,L ）

空气反应器温度, K

TAR

1 223

而小于载氧体颗粒的终端沉降速度（ ut,H ），即：

燃料反应器温度, K

TFR

1 173

ut,L  ug  ut,H

一次风比例

air
 pr,air

CO2 过量系数

CO

过量空气系数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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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还原速率不匹配。同时，为提高合成气在燃料
反应器内的转化率，需要载氧体与燃料颗粒处于良
好的混合状态。这势必造成当混合物料由燃料反应
器流入空气反应器时，固体燃料颗粒不可避免地与
载氧体一起进入空气反应器，在空气反应器中生成
CO2，降低了 CO2 捕集效率。为了减少固体燃料流
入空气反应器中，可以采用炭分离器将炭颗粒从载
氧体颗粒中分离出去。炭分离的主要原理就是利用
载氧体颗粒和燃料颗粒性质的不同（主要是终端沉
降速度的不同）来分离两种颗粒，将沉降速度更小
的燃料颗粒携带出床层并返回送入燃料反应器中，
剩余的沉降速度更大的载氧体颗粒则进入空气反应
器中。
根据流态化原理，颗粒在流化床内的运动主要
受到气固之间的曳力（Fd）、颗粒的重力、颗粒与颗
粒之间的碰撞力（Fc）这三种力的影响。对于流化
床内的稀相段，固含率较小，颗粒的运动行为主要
由气固之间的曳力决定。因此，对于稀相区域，焦
炭与载氧体的二元颗粒分离原理遵循：

其中， pr,air 是空气反应器一次风与总供气量的比例，
料反应器中的流化风气速， m CO2 是燃料反应器中所

展

2

1.3

(19)

3 MWth 化学链燃烧反应器设计结果

0.4

3

0.5

根据上文所述，选定烟煤为反应器系统燃料，
钛铁矿为载氧体，空气反应器为循环流化床，燃料
反应器中的流化气体为 CO2 ，反应器结构为鼓泡
床。空气反应器、燃料反应器和炭分离器气速分别
为 5 m/s、0.1 m/s 和 2 m/s。通过满足系统内热量平

炭分离装置

对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焦炭气化速率远
远慢于载氧体还原速率，使得焦炭气化速率与载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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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氧平衡，计算得到反应器系统中物料循环参数、
流态化参数以及化学反应参数如表 3 所示。
表 3 3 MWth 化学链燃烧示范装置设计结果
Table 3 Designed results of 3 MWth 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 system
名称
符号
数值
燃料消耗速率, kg/s

m fuel

0.103

固体物 氧气消耗速率, kg/s
料循环
空气消耗速率, kg/s
参数

m O2

0.244

m air

1.380

CO2 流率, kg/s

m CO2

0.170

空气反应器横截面积, m2

AAR

0.95

空气反应器高度, m

H AR

10.0

AFR

1.13

H FR

6.0

ASTR

0.40

炭分离器高度, m

H STR

4.0

固体循环流率, kg/s

m solid

12.180

载氧体氧化程度差值

X

2

燃料反应器横截面积, m
流态化
燃料反应器高度, m
参数
炭分离器横截面积, m2

4

结

参考文献：

[2]

[3]

[4]

0.5
60

燃料反应器中焦炭气化所需时
tr,FR,gf
间, s

200

化学反 燃料反应器内物料停留时间, s
应参数 空气反应器内物料停留时间, s

发，利用焦炭颗粒与载氧体颗粒的终端沉降速度之
差而实现二元颗粒的分离。针对空气反应器、燃料
反应器、炭分离器及整体的循环特性进行计算，总
结建立了以煤为燃料的化学链燃烧反应器系统的设
计方法，在此基础之上设计了 3 MWth 的化学链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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