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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大容量的机组普遍采用对冲式锅炉，对冲式锅炉的燃烧效果取决于燃烧器性能。 为了分
析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流动及燃烧特性，运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对单只燃烧器流场分布和某单机容
量 １ ０００ ＭＷ 超超临界机组（ 采用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 燃烧过程进行模拟仿真。 研究了一次
风风速，内、外二次风风速，旋流强度对一次风刚度、回流区位置和范围的影响。 对单只燃烧器流场模
拟结果表明：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一次风风速与回流区范围呈反比，额定负荷下一次风风速为

１６ ｍ ／ ｓ 时流场分布较好，低负荷时一次风风速不宜低于 １２ ｍ ／ ｓ，避免煤粉着火点距燃烧器出口过近，
高负荷下一次风风速不宜超过 ２０ ｍ ／ ｓ，保证煤粉在燃烧初期得到充足的热量；内、外二次风风速与回
流区范围成正比；内二次风风速 ２８ ｍ ／ ｓ、旋流强度 ０．７５ 时流场分布较好，对易燃煤种内二次风叶片开
度可设置为 ３０°、旋流强度为 ０．５２，推迟一次风与内二次风的混合降低 ＮＯ ｘ 生成。 对难燃煤种内二次
风叶片开度可设置为 ５０°、旋流强度为 １．０２，保证回流区卷吸到足够的高温烟气使煤粉稳定燃烧；对
锅炉燃烧过程模拟结果表明：炉膛中上层燃烧器区域温度最高，最高温度可达 １ ９００ Ｋ，主燃区处于严
重缺氧状态，主燃区严重缺氧虽可降低 ＮＯ ｘ 生成，但还原性气体 ＣＯ 与 Ｈ ２ Ｓ 在燃烧器出口区域大量生
成，易造成水冷壁高温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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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电力来源主要为燃煤发电，燃煤锅炉
的燃烧方式可分为四角切圆与前后墙对冲。 前后墙
对冲式锅炉所采用的旋流煤粉燃烧器具有稳燃性能
好、一二次风混合强烈、炉膛负荷均匀等特点。 旋流
煤粉燃烧器的燃烧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场分

烧器由风粉混合管、二次风管、配风机构、旋流叶片
等构成。 该燃烧器的特点为二次风由 ３ 个通道进入
炉膛，分别为过渡风通道、内二次风通道、外二次风
通道，其中内、外二次风通道内均装有固定叶片和动
叶片。 内、外二次风通道动叶片数量均为 １５ 个，以
保证内、外二次风的旋转。 过渡风为直流，位置在一
次风与内二次风之间起缓冲作用，推迟一次风与内

布，运用数 值 模 拟 可 全 面 分 析 各 因 素 对 流 场 的 影
响 ［１－４］ 。 米翠丽等 ［５］ 对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

二次风的混合，强化煤粉分级降低 ＮＯ ｘ 生成。 风粉

速可增加回流区的范围，有利于煤粉着火，但过低的

并强化煤粉分级 ［１３］ 。 以 Ｂ＆ＷＢ － ３０４８ ／ ２６．１５ － Ｍ 型

的流场进行数值模拟，结果表明适当降低一次风风

一次风风速会使一次风与二次风后期混合变弱，不
利于煤粉燃烧。 解以权 ［６］ 利用中心给粉旋流燃烧

混合管内加装均流装置和纺锤体，避免煤粉在风粉
混合管弯头处因离心力作用，出现分布不均的现象，
超超临界锅炉为研究对象进行燃烧特性仿真。 该锅
炉炉膛宽 ３７．１ ｍ，深 １６．３ ｍ，高 ６４ ｍ，燃烧器分为 ３

布，并与模拟值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模拟值可大致反

层，每层在前后墙各布置 ８ 只燃烧器，相邻的燃烧器

旋流煤粉燃烧器的流场进行模拟仿真，比较了不同

机，Ａ、Ｂ、Ｃ、Ｄ、Ｅ 磨煤机出力为 ７８ ｔ ／ ｈ，Ｆ 磨煤机备

器热态试验台测得燃烧器出口区域温度及组分分
映炉内温度及组分分布。 宗晓辉 ［７］ 对某新型低 ＮＯ ｘ

梯度插值格式与压力差值格式对模拟值的影响，结

旋向相反。 额定负荷下锅炉配 ６ 台磨辊式中速磨煤
用，单只燃烧器瞬时给煤量为２．２５ ｋｇ ／ ｓ，燃尽风通入

果表明不同梯度插值格式对模拟值影响不大，而采

量为 ７１０ ｔ ／ ｈ，占总风量的２１．５％。 设计煤种为晋北

态试验观测到的结果相符。 李永生等 ［８］ 采用现场

风喷口采用低 ＮＯ ｘ 喷口。 锅炉结构如图 １ 所示，模

用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压力插值格式得到的模拟结果与现场冷
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介绍了不同运行工

况下炉膛内 Ｏ ２ 、ＣＯ、Ｈ ２ Ｓ 分布。 尽管上述研究者开

烟煤，实际运行中煤粉细度 Ｒ ９０ 为 ２０％ ～ ３０％，燃尽
拟工况及煤质特性见表 １、２。

展了一些针对旋流煤粉燃烧器的研究，但缺少针对

旋流煤粉燃烧器流场及燃烧特性的系统分析，并缺
乏针对电厂普遍采用的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
器的研究。

笔者以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为研究对

象，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一次风风速，内、外二
次风风速对流场的影响，模拟某 １ ０００ ＭＷ 超超临
界机组（ 采用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 燃烧过
程， 分 析 了 炉 膛 内 的 速 度 场、 温 度 场 和 组 分
分布 ［９－１２］ 。

１

燃烧器及锅炉概况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是由巴布克尔·威

尔科克斯公司设计的第 ３ 代旋流煤粉燃烧器，该燃

图１

Ｆｉｇ．１

锅炉结构示意与计算网格横截面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ｂｏｉ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ｉｄ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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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计算工况运行参数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工况

一次风

过渡风

内二次风

外二次风

风速 ／

风速 ／

风速 ／

风速 ／

（ ｍ·ｓ －１ ）

（ ｍ·ｓ －１ ）

（ ｍ·ｓ －１ ）

（ ｍ·ｓ －１ ）

１２

９

２８

３２

１６

基础工况
工况 １
工况 ２

９

２０

工况 ３

９

１６

工况 ６

９

１６

９

Ｔａｂｌｅ ２
Ｃ ａｒ

Ｈ ａｒ

５６．００

元素分析 ／ ％
Ｏ ａｒ

３．２０

８．０５

Ｎ ａｒ

１．４０

二次风叶片角度为 ３０°，外二次风叶片角度为 ５０°，
具体模型如图 ２ 所示。 为解决燃烧器出口与燃烧室

２８

２８

３６

燃烧器几何模型及网格划分
基于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实际尺寸，

管，内、外二次风管，固定叶片，动叶片和纺锤体。 内

３２

２８

２ １

烧器结构做适当简化，仅保留风粉混合管，过渡风

３２

３４

燃烧特性数值模拟

构复杂且多数机械部件对流场并无影响，因此对燃

３２

２２

２

采用 ＳｐａｃｅＣｌａｉｍ 软件构建模型。 鉴于该燃烧器结

３２

２８

９

１６

工况 ５

２８

９

１６

工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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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之间数据连续问题，将燃烧器与燃烧室作为一
个计算域，其中燃烧器区域采用非结构化网格，燃烧
表２

煤质分析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 ａｒ

２．２０

Ｍ ａｒ

１２．００

工业分析 ／ ％

Ａ ａｒ

ＦＣ ａｒ

１５．００

４５．００

Ｖ ｄａｆ

３８．００

Ｑ ｎｅｔ，ａｒ ／ （ ＭＪ·ｋｇ －１ ）
２０．８０

室区域采用结构化网格，以减少伪扩散对模拟结果

的影响 ［１４－１５］ ，具体网格如图 ３ 所示，经网格无关性
测试后确定网格总数为 １８８ 万个。

图３

燃烧器和燃烧室中心截面网格

Ｆｉｇ．３ Ｍｅｓｈ ｏｆ ｂｕ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

拟气相的流动，采用考虑到煤粉辐射与散射的 Ｐ１
图２

Ｆｉｇ．２

２ ２

ＤＲＢ－４Ｚ 型燃烧器尺寸及结构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ｗｉｒｌ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ｂｕｒｎｅｒ ｏｆ ＤＲＢ－４Ｚ

燃烧模型设置

采用 Ｆｌｕｅｎｔ 软件对求解区域进行计算，主要涉

及烟气湍流流动，煤粉燃烧、热解、传质等一系列复

杂过程。 由于旋流燃烧器的二次风处于强烈扰动状
态，因此采用包含旋流修正的 Ｒｅａｌｉａｂｌｅ ｋ － ε 方程模
１５２

辐射方程模拟炉膛内辐射换热，采用非预混燃烧模
型模拟炉膛内气相的燃烧 ［１６］ ，采用双竞争反应速率
模型模拟煤粉中挥发分的析出，采用动力 ／ 扩散控制
反映速率模型模拟煤粉中焦炭的燃烧，采用随机轨
道模型模拟煤粉颗粒运动。 求解器采用压力和速度
耦合的 ＳＩＭＰＬＥ 算法， 压力项的离散采用 ＰＲＥＳＴＯ

格式，其他项的离散格式采用二阶迎风。 计算过程
中先获得稳定的流场再耦合燃烧进行计算 ［１７］ 。 入
口边界条件为速度入口，一次风温度为 ３５０ Ｋ，过渡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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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内、外二次风温度为 ６５０ Ｋ，出口边界条件采用
压力出口，炉膛出口压力为 － ８０ Ｐａ。

３

３ １

ＤＲＢ － ４Ｚ 型燃烧器流场分析
基础工况下流场分析

基础工况下燃烧器出口速度矢量图如图 ４ 所

示。 基础工况下煤粉颗粒经纺锤体分流后在燃烧器
出口形成外浓内淡分布，有利于燃料分级，降低 ＮＯ ｘ

生成。 内、外二次风流经旋流叶片会产生径向速度，
在燃烧室内形成一股旋转气流。 二次风风速高、压
力大，一次风与过渡风速度低、压力低，在燃烧室内
由于压差作用使得旋转的二次风向燃烧器出口压力
较低处流动，形成回流区。 回流区的存在有利于卷

基础工况下燃烧器出口的速度矢量图

近，造 成 回 火、 燃 烧 器 结 焦 和 损 坏。 一 次 风 风 速

吸高温烟气，保证煤粉稳定燃烧。

３ ２

图４

Ｆｉｇ．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ｂｕｒｎ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一次风风速对流场的影响

一次风风速 １２、１６、２０ ｍ ／ ｓ 时燃烧器出口的速

度云图如图 ５ 所示。 一次风风速 １２ ｍ ／ ｓ 时，一次风

１６ ｍ ／ ｓ 时，回流区距离燃烧器出口一小段距离，回
流区范围明显减小。 一次风风速增至 ２０ ｍ ／ ｓ 时，一
次风刚度、射流强度进一步增加，回流区远离燃烧器

刚度差，射流强度低，回流区在燃烧器出口开始，回

出口，回流区范围、强度进一步降低。 回流区范围与

流区范围大、回流强度高。 二次风卷吸高温烟气在

回流强度降低时，二次风卷吸高温烟气能力降低，可

燃烧器出口加热煤粉，有利于煤粉着火，但由于一次

能导致煤粉在燃烧初期得不到足够的热量，不利于

风风速过低，可能导致煤粉着火点距一次风风口过

煤粉的着火和稳定燃烧。

Ｆｉｇ．５

图５

不同一次风速下燃烧器出口的轴向速度云图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ｂｕｒｎ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ｉｒ ｓｐｅｅｄｓ

结果显示，回流的范围和强度与一次风风速呈
反比。 实际运行中应综合考虑煤种及负荷调整一次

矢量图如图 ６ 所示。 与基础工况对比可知：降低内
二次风风速时，一次风刚度、射流长度明显增加，回

风风速，对于难燃煤可适当降低一次风风速，保证煤

流区范围降低，回流区远离燃烧器出口。 增加内二

粉稳定燃烧。 对于易燃煤可适当增加一次风风速，

次风风速时，一次风刚度、射流长度降低，回流区范

在保证煤粉稳定燃烧的条件下，防止燃烧器结焦。

围增加，回流区靠近燃烧器出口。 主要原因为内二

３ ３

内二次风风速及旋流强度对流场的影响

内二次风风速 ２２、３５ ｍ ／ ｓ 时燃烧器出口的速度

次风风速增加时，其压力随之增加，内二次风与一次
风间的压差增加，内二次风向燃烧器出口回流强度
１５３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８ 卷

洁净煤技术

增加，导致回流区范围增加，回流区距燃烧器出口的
距离降低。 内二次风风速越小，一次风与二次风混
合越迟，一次风中煤粉颗粒不易扩散到二次风中，使

得煤粉在燃烧初期处于缺氧状态，降低 ＮＯ ｘ 生成，
但煤粉处于缺氧环境不利于煤粉稳定着火，同时煤

Ｆｉｇ．６

图６

粉不完全燃烧生成的 ＣＯ 与 Ｈ ２ Ｓ 增加，形成还原性

气氛，降低灰熔融温度，可能导致燃烧器附近结焦、水
冷壁出现高温腐蚀。 最佳的内二次风风速应保证在
燃烧器出口处形成稳定的回流区，既要保证煤粉稳定
燃烧又要保证适当的缺氧环境，降低 ＮＯｘ 生成。

不同内二次风速下燃烧器出口的速度矢量图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ｂｕｒｎ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ｓｐｅｅｄｓ

旋流强度是描述旋转程度的重要参数，旋流强
度影响燃烧室中流场的流动形态，对于轴向直叶片
旋流强度 ［１８］ 可表示为
３
２ é １ － （ Ｒ １ ／ Ｒ） ùú
Ｓ ＝ êê
ｔａｎ α，
３ ë １ － （ Ｒ １ ／ Ｒ） ２ úû
式中，Ｓ 为旋流强度；Ｒ １ 为旋流叶片外侧圆半径；Ｒ
为旋流叶片内侧圆半径；α 为叶片开度。

以内二次风动叶片开度为 ３０°、４０°、５０°，即旋流

强度分别为 ０．５２、０．７５、１．０７ 时讨论旋流强度对流场
的影响。

内二次风动叶片开度 ５０°时基础工况下的速度

云图如图 ７ 所示，内二次风动叶片开度分别为 ３０°、

图８

Ｆｉｇ．８

内二次风旋流强度对一次风轴向速度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ｓｗｉｒ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ｉｒ

４０°、５０°时基础工况下燃烧器出口处的速度衰减曲

时加热煤粉。 对于高挥发分的易燃煤种可适当降低

１．０７ 时，一次风最大回流速度由 ２ ｍ ／ ｓ 增至 ４ ｍ ／ ｓ，

件下推迟一次风与内二次风的混合，使煤粉在燃烧

线如图 ８ 所示。 当内二次风旋流强度由 ０．５２ 增至

内二次风风速与旋流强度，在保证煤粉稳定燃烧条

回流区距燃烧器出口距离由 ４ ｍ 降至 ２ ｍ。 旋流强

初期处于缺氧环境，以降低 ＮＯ ｘ 生成 ［１９］ 。

度增加使内二次风旋转更加剧烈，回流区范围增加，
一次风轴向速度降低，径向速度增加，一次风与内二
次风的混合提前。

３ ４

外二次风风速对流场的影响

外二次风风速 ２８、３６ ｍ ／ ｓ 时燃烧器出口的速

度矢量图 和 外 二 次 风 风 速 对 一 次 风 轴 向 速 度 的
影响分 别 如 图 ９、１０ 所 示。 由 图 ９ 可 知， 外 二 次
风风速由 ２８ ｍ ／ ｓ 增至 ３２ ｍ ／ ｓ 时回流区范围明显

增加。 由图 １０ 可知，当外二次风风速增至 ３６ ｍ ／ ｓ、
轴向速度降为 ０ 时，距燃烧器出口距离降为２．５ ｍ，
即外二次风风速增加时回流区距燃烧器出口的距离
降低。 外二次风对于回流区位置和范围的影响与内
图７

旋流强度 １．０７ 下燃烧器出口的轴向速度云图

Ｆｉｇ．７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ｂｕｒｎ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ａｔ
ｓｗｉｒ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１．０７

对于难燃煤种可适当增加内二次风风速和内二
次风旋流强度，保证回流区卷吸足够的高温烟气及
１５４

二次风相似。 增加外二次风风速回流区范围增加、
回流区距燃烧器出口距离降低。 但由于外二次风的
流量大且外二次风通道内的旋流叶片开度大、旋流
强度大，使得外二次风旋流更加剧烈。

由图 １０ 可知，外二次风风速增加时一次风轴向

速度加速衰减，即一次风刚度降低，射程降低。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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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９

图９

不同外二次风速下燃烧器出口的速度矢量图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ｅｃｔ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ｂｕｒｎｅ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ｉｒ ｓｐｅｅｄｓ

拟结果与现场测量结果进行比较。 在额定负荷下炉
膛出口过量空气系数为 １．１３，现场测量结果为：炉膛
出口烟温 １ ２８６ Ｋ、平均 Ｏ ２ 体积分数 ２．９４％，模拟得
到炉膛出口平均烟气温度为 １ １８４ Ｋ、平均 Ｏ ２ 体积
分数为 ３．１１％。 炉膛出口烟温模拟值与现场测量结
果偏差 ７．９３％，炉膛出口 Ｏ ２ 体积分数模拟值与现场
测量结果偏差 ５．７８％，认为数值模拟结果可以合理
反映炉膛内燃烧特性。

图 １０

Ｆｉｇ．１０

４ ２
外二次风速对一次风的轴向速度的影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ｏｎ
ａｘ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ｉｒ

温度与流场分布
炉膛中心截面的温度分布和炉膛中心截面的速

度分布如图 １１ 所示。 由图 １１（ ａ） 可知，火焰在炉膛
内充满度较好，火焰沿中心面呈对称分布，左右两侧

原因为一次风射入炉膛后，由于黏性力作用使一次

温度分布基本相同。 二次风卷吸高温烟气在燃烧器

风外侧部分随二次风发生旋转，当外侧的一次风发

出口处加热煤粉，使煤粉及时着火并形成高温区。

生旋转时，其轴向速度降低，外侧气流会拉动内侧气

下层高温烟气受热上升，使中上层燃烧器区域的温

度高于下层燃烧器区域，炉膛最高温度可达 １ ９００ Ｋ。

流的轴向速度衰减，造成一次风风速降低。

４
４ １

ＤＲＢ － ４Ｚ 燃烧器燃烧特性

由于炉膛中心处于严重缺氧状态，造成煤粉在炉膛

中心不能充分燃烧，炉膛中心处温度略低于两侧。

模拟值与现场测量数据比较
为验证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将基础工况下的模

Ｆｉｇ．１１

图 １１

由图 １１（ ｂ） 可知，烟气在炉膛内可形成理想流场，下
层燃烧器区域温度相对较低，烟气黏度低、刚度好，

炉膛中心截面的温度和速度分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ｅｒ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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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射流至炉膛中心。 上层燃烧器区域的烟气会受到
高温影响，使烟气黏性增加，烟气耗散更迅速。 受下
层烟气受热上升及炉膛出口负压的影响，烟气在上
层燃烧器区域的速度方向主要为竖直向上且无明显
偏斜 ［２０］ 。

Ｏ ２ 分布

４ ３

炉膛中心截面 Ｏ ２ 体积分数分布如图 １２ 所示。

由图 １２ 可知，主燃区处于严重缺氧状态且缺氧的区
域与高温区基本保持一致，由于二次风卷吸高温烟

气加热煤粉，煤粉中挥发分和固定碳相继燃烧，消耗
大量 Ｏ ２ ，同时释放热量，形成高温区。 为减少 ＮＯ ｘ

生成，主燃区的过量空气系数仅为 ０．８５，加剧了主燃
区的缺氧状态。 燃尽区 Ｏ ２ 体积分数较高而温度较

低，因此通入燃尽风可在维持低 ＮＯ ｘ 排放的前提下
使未燃尽的可燃物充分燃烧。
ＣＯ 与 Ｈ ２ Ｓ 分布

４ ４

炉膛中心截面 ＣＯ、Ｈ ２ Ｓ 体积分数分布如图 １３

所示。 由图 １３ 可知，ＣＯ、Ｈ ２ Ｓ 主要集中在燃烧器出

图 １２

炉膛中心截面的 Ｏ２ 体积分数分布

Ｆｉｇ．１２ Ｏ２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ｅｒ

气氛。 在还原性气氛下灰熔融温度降低，易造成水

口附近，且 ２ 种气体的体积分数分布基本相同。 由
于 ＤＲＢ － ４Ｚ 型燃烧器采用分级燃烧，将煤粉燃烧所

冷壁结焦，且该燃烧器在风粉混合管内加装纺锤体，

域不完全燃烧，形成高 ＣＯ、Ｈ ２ Ｓ 体积分数的还原性

完全燃烧，体积分数迅速下降。

需的空气分级送入炉膛，导致煤粉在燃烧器出口区

Ｆｉｇ．１３

５

结

图 １３

不完全燃烧。 随着煤粉与二次风充分混合，ＣＯ、Ｈ ２ Ｓ

炉膛中心截面的 ＣＯ、Ｈ２ Ｓ 体积分数分布

ＣＯ，Ｈ２ 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ｒｎｅｒ

论

１） ＤＲＢ － ４Ｚ 型旋流煤粉燃烧器回流区范围、强

度与一次风风速呈反比，与内、外二次风风速，旋流
１５６

使煤粉在燃烧器出口形成外浓内淡分布，加剧煤粉

强度呈正比，回流区距燃烧器出口距离、一次风刚度
与一次风风速呈正比，与内、外二次风风速、旋流强
度呈反比。

２） 在额定负荷下，ＤＲＢ － ４Ｚ 型燃烧器一次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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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为 １６ ｍ ／ ｓ 时流场分布较好；当一次风风速超过

２０ ｍ ／ ｓ 时回流强度过低，不利于煤粉燃烧；当一次
风风速低于 １２ ｍ ／ ｓ 时，一次风射流强度低，煤粉着

火点距离燃烧器出口过近，不利于燃烧器安全运行。
３） ＤＲＢ － ４Ｚ 型燃烧器可通过改变内二次风通道

宗晓辉． ６００ ＭＷ 超临界锅炉低氮燃烧改造［ Ｄ］ ．北京：清华大

［８］

李永生，刘建民，陈国庆，等．对冲旋流燃烧锅炉侧墙水冷壁近

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ａｌｌ

ｏｆ ａｎ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ｆｉｒｉｎｇ ｂｏｉｌ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口距离为 ２．５ ｍ，最大回流速度 ２ ｍ ／ ｓ。 当内二次风
［９］

域受高温烟气上升的影响，导致烟气温度高，气流

［１０］

性的研究［ Ｊ］ ．动力工程，２００８，２８（２） ：２１１－２１５．

［１１］

［１２］

［１３］

ＸＵ Ｑｉ，ＸＩＮＧ Ｊｉａ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ｚｈｕ，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ＮＯ ｘ ｓｗｉｒｌ ｂｕｒｎｅｒ［ Ｊ］ ． Ｓｃｉ⁃
［４］

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８１６８－８１７４．

徐启，邢嘉芯，张梦竹，等．低 ＮＯ ｘ 旋流煤粉燃烧器气固两相流

ｏｆ ｇ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ｆｌｏｗ ｆｉｅｌ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ＮＯ ｘ ｓｗｉｒｌ ｂｕｒｎｅｒ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１９ （ ２０ ） ：

［５］

［１５］

［１６］

顾玮伦，王静杰．超洁净燃烧旋流煤粉燃烧器的优化改进研究
［ Ｊ］ ．锅炉制造，２０２１，３（２） ：１５－１８．

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２０２１，３（２） ：１５－１８．

ＸＵ Ｍ，ＭＩ Ｊ，ＬＩ Ｐ． Ｌａｒｇｅ ｅｄｄ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ｎｇ ｊｅｔ［ Ｊ］ ． Ｆｌｏｗ，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２０１２，８８（３） ：３６７－３８６．

ＪＩＡＮＣＨＵＮ Ｍ Ｉ，ＰＥＮＧＦＥＩ ＬＩ，ＺＨＥＮＧ Ｃ．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ａｍｅ ｌｅｓｓ ｐｒｅｍｉｘｅｄ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ｎｎｕｌａｒ ｎｏｚｚｌｅ ｉｎ ａ ｒｅ⁃

２０１０，１８（１） ：１０－１７．

程晓磊．基于 ＥＤＭ、ＰＤＦ 和 ＦＲ ／ ＥＤ 模型的煤粉燃烧过程适应
性研究［ Ｊ］ ．洁净煤技术，２０２０，２６（２） ：４３－４９．

ＣＨＥＮＧ Ｘｉａｏｌｅｉ．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Ｍ，ＰＤＦ ａｎｄ ＦＲ ／

Ｅ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ｐｕｌｖｅｒｉｚｅｄ ｃｏａ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ＭＩ Ｃｕｉｌｉ， ＦＡＮ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ＷＥＩ Ｇ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７］

ｍ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４１（１１） ：３６－４０．

［１８］

解以权．内外二次风比例对中心给粉旋燃烧器燃烧特性的影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２０２２，３７（３） ：１－８．

ｃｕ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ｒｎａｃ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米翠丽，樊孝华，魏刚，等． ＤＲＢ － ４Ｚ 型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出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ＮＯ ｘ ｓｗｉｒｌ ｂｕｒｎｅｒ［ Ｊ］ ．Ｔｈｅｒ⁃
［６］

［１４］

２１５－２２０．

口流场的数值仿真研究［ Ｊ］ ．热力发电，２０１２，４１（１１） ：３６－４０．

拟与工程应用研究进展与展望［ Ｊ］ ． 热能动力工程，２０２２，３７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ｔｒａ ｃｌｅａｎ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ｗｉｒｌ ｃｏａｌ ｂｕｒｎｅｒ ［ Ｊ］ ． Ｂｏｉｌ⁃

模拟［ Ｊ］ ．科学技术与工程，２０１９，１９（２０） ：２１５－２２０．

ＸＵ Ｑｉ，ＸＩＮＧ Ｊｉａｘｉｎ，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ｚｈｕ，ｅｔ 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刘鹏宇，李德波，刘彦丰，等．旋流对冲燃烧锅炉整炉膛数值模

ＧＵ Ｗｅｉｌｕ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

Ｐｏｗｅ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２ （１２） ：９１７－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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