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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ＳＣＲ脱硝系统大规模数值模拟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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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性催化还法（ＳＣＲ）是当下最为成熟且应用最为广泛地的电厂脱硝技术。由于实验研
究过程复杂、实验周期长，单纯的实验研究已经难以满足脱硝系统变负荷、多工况下的分析。
因此，采用计算流体力学软件对ＳＣＲ脱硝特性进行数值模拟成为当下研究的热门，本文在总结
国内外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数值模拟在脱硝方面的应用进行分类总结，阐述了目前国内外关
于脱硝反应动力学模型及流场等方面模拟的研究内容，分析探讨了ＳＣＲ脱硝研究的主要方向以
及优化ＳＣＲ脱硝设计的方法。
关键词：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数值模拟，反应动力学

引言

气组分分布及喷氨调整有关。由于数值模拟技术的

近年来随着工业不断发展，ＮＯＸ排放量的不断

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便捷性和经济性，使的数值模拟

增加，酸雨己由硫酸型向硫酸、硝酸复合型转变［１］。

在ＳＣＲ脱硝系统方面的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目前，数

ＮＯＸ逐渐成为主要的大气污染源，而燃煤电厂由于其

值模拟技术在ＳＣＲ烟气脱硝技术中的应用主要包括：

排放量较高，成为未来大气治理的主要对象。对于

１、ＳＣＲ系统部件布置模拟研究；２、ＳＣＲ脱硝系统内

燃烧煤粉的电站锅炉，其污染物氮氧化物排放主要

组分分布及反应模拟研究。通过模拟ＳＣＲ系统内部件

是ＮＯ和Ｎ０ ２，其中的ＮＯ约占９０％以上，因此通常将

如：导流板、整流器及催化剂布置，可以在最短的

ＮＯ和Ｎ０２总称为ＮＯＸ。

时间内得到大量关于流场、飞灰冲刷等数据从而获

近些年来，在对ＮＯＸ污染的控制方面政府及科研

得最优的布置方式；而对于烟气组分及反应的模拟

单位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开发出了许多实用

可以得到实验短时间内无法得到的大量信息，为催

的新技术。按照氮氧化物在燃烧时的控制阶段的不

化剂的运行监测提供数据支撑。目前关于ＳＣＲ脱硝系

同，其减排技术最常用技术一般分为三类：燃烧前、

统的模拟最大的困难在于两点：１、催化剂表面及内

燃烧中和燃烧后的烟气脱硝。燃烧中控制的手段主

部的反应复杂性以及组分反应与流动传热的耦合；

要为采用低ＮＯＸ燃烧器、燃料混合、分级燃烧等。燃

２、电厂实际变工况运行时流场的多变性。因此，更

烧后脱硝的措施包括选择性催化还原法（ＳＣＲ）、选择

加全面综合的数值模拟方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性非催化还原法（ＳＮＣＲ）、炽热碳还原法、湿式络合
吸收法、电子束照射法和等离子体法以及微生物法
等 。当下最主流的脱硝技术包括ＳＣＲ和ＳＮＣＲ两种。
［２］

２． 反应动力学模型研究
ＳＣＲ

脱硝催化反应是较为复杂的气固非均相反

对于ＳＮＣＲ技术，当反应温度低于９００℃时会造成氨穿

应，包括表面反应和内部反应两部分。整个反应过

透的现象，所以对反应温度控制要求比较高。ＳＣＲ法

程通常包括三部分：１、组分扩散到催化剂表面；

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高效烟气脱硝技术，

２、反应组分吸附在催化剂表面并发生反应；３、反

技术成熟、不形成二次污染、且运行可靠、便于维

应生成物脱附［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ＳＣＲ脱硝催

护，最适合大力推广［３］。

化反应的机理主要为一下两种：第一种是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Ｈｉｎｓｈｅｌｗｏｏｄ（Ｌ－Ｈ）机理，认为主反应发生在温度低

１． ＳＣＲ脱硝系统数值模拟
ＳＣＲ烟气脱硝系统的效率不仅与所选催化剂的
活性有关 ，而且与整个脱硝系统流场、温度场、烟
［４］

于２００℃，且在反应发生时，ＮＨ３和ＮＯ同时扩散到催
化剂表面，然后同时吸附在催化剂表面相邻的活性
反应位上进行反应。第二种是

Ｅｌｅｙ－Ｒｉｄｅａｌ（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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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认为主反应发生温度高于２００℃，且在反应是

３．１ 导流板优化数值模拟

ＮＨ３先扩散到催化剂表面并被吸附在催化剂，然后再

脱硝烟道内构件的合理布置有利于烟道内流场

与ＮＯ发生反应。也有人认为随着温度窗口的扩大，

的均匀化。对于ＳＣＲ脱硝系统来说，其流场的均匀性

两种机理可能同时存在［６］。对于目前火电厂普遍应用

等都有赖于烟道内导流板的布置，将导流板合理的

的蜂窝式钒基催化剂，研究认为，Ｅ－Ｒ模型机理更符

布置在烟道扩口处、烟道上升拐弯部位以及整流器

合实际情况。

上部可以可以很好地保证流场均匀性，减少脱硝系

在（Ｌ－Ｈ）机理和（Ｅ－Ｒ）机理的基础上，学者

统由于烟道不均导致的磨损、积灰等。

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文献［７］中以Ｅ－Ｒ机制为动

在导流板优化设计布置方面，李德波在现场运

力学基础，建立了ＳＣＲ催化剂单孔道一维数学模型，用

行优化［１１］的基础上，采用三维稳态计算和ＳＩＭＰＬＥ算

于模拟ＳＣＲ催化剂孔道内的反应进程。模型同时还

法，进行数值模拟研究［１２］［１３］，对某燃煤机组ＳＣＲ脱硝

考虑了氨氧化的副反应以及孔道内反应的热效应。

系统进行烟气流场均匀性和飞灰沉积的综合数值模

利用模型计算了孔道内的浓度和温度分布、不同运

拟。在加入飞灰颗粒离散相后，开展烟道内导流板结

行参数对ＮＯ转化率的影响，以及催化剂孔通道大小与

构以及导流板布置形式对ＳＣＲ反应器内流场以及飞灰

孔形状对脱硝效率的影响。廖永进等 采用Ｅ－Ｒ机制

沉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导流板的弧形板后加装一

建立的速率方程对实验数据进行回归，得到了典型催

段竖直直板可进一步引导烟气流动，减小回流作用，烟

化剂服役前后的表观动力学参数，并分析了催化剂失

气进入上层催化剂层时速度更加均匀，同时经过多工

活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催化剂服役前的ＮＨ ３均衡

况ＯＮＩ后的综合分析考虑，给出了常规运行下优化布

速率常数的表观活化能和表观指前因子均比服役后

置的方案。ＬｉＭａｏ等［１４］以某６００ＭＷ超临界锅炉为研究

增大。Ｔｒｏｎｃｏｎｉ等 ［９］ 以常用的钒钛基催化剂为研究对

对象，利用数值模拟研究导流板布置方式。在模拟

象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反应温度窗口发现，温度在

过程中，通过在脱硝系统烟气入口处（图１中１处）

２００℃以上时催化反应主要为Ｅ－Ｒ反应机理，温度在

加装２块导流板，在脱硝系统上升弯道处（图１中

２００℃以下时催化反应主要为Ｌ－Ｈ反应机理。

２处）加装５块导流板，在整流器（图１中３处）上方

［８］

加装９块导流板，达到了优化烟道流场的目的。在完

３． ＳＣＲ系统部件模拟
在ＳＣＲ脱硝系统实际运行中，喷氨合理性脱硝效
率达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于反应系统的流场及温
度场的均匀性 ，而这又取决于系统内装置如：导流
［１０］

板、整流器及催化剂的布置形式（如图１）。

成导流板布置位置模拟研究后，进行优化设计，还
对导流板间距进行优化设计，保证了最佳的烟气分
布。
徐妍，李文彦 ［１５］ 以某电厂３００ＭＷ机组ＳＣＲ脱硝
反应器中导流板为研究对象，采用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应用
ｋ－ε双方程模型计算气体的湍流运动，采用物质输运
方程预测烟气组分的混合，研究反应器原设计方案下
的速度场和浓度场信息，通过模拟五种不同的烟气
流速及四种不同结构的导流板下反应器内流场的数
值模拟。通过多种方案的对比分析，得出最优的导流
板结构及反应器内流场分布。文献［１６］采用Ｆｌｕｅｎｔ对
ＳＣＲ脱销系统烟道弯道处４种导流板设置方案进行了
模拟，通过对烟道内速度分布图和烟道进出口压力下
降的分析，探讨了导流板布置方式对脱硝烟道出口速
度分布、进出口压差及流动过程能量损耗的影响，得
出以下结论：在脱硝烟道中设置导流板，可以显著改
善烟道内流场的分布。合理的导流板设计不仅能使
流速变得均匀，而且还可以降低烟道的能量损失和压
降。但是，当导流板设计结构尺寸过大时，虽能很
好的改善流场，但因其本身影响使其对流体阻力的增

１－５反应器内导流板；６整流器；７催化剂层；８喷氨格
栅；９混合器
图１ ＳＣＲ系统图

大，将导致烟道的能量损失和压降增大。而作者 ［１７］ 认
为脱硝反应器内流场均匀性取决于催化剂床层顶部
导流板的性能。通过改变导流板间距、导流板长
度、与Ｚ轴的夹角（垂直轴）以及第１块导流板距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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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壁的距离，对烟气整流格栅进行模拟，从而分析烟气

直接数值模拟对三种不同的流入条件：一个层流和

整流格栅结构参数对反应器流场分布的影响。

两个湍流进行计算。结果显示以湍流方式进入流动
区域时，脱硝效率明显高于以层流方式，且随着流

３．２ 导流板及喷氨系统综合模拟
通过合理的设置烟道内导流板的位置可以改善

动向下游移动时，流动方式由湍流转变为层流，所
以在催化剂通道下游处脱硝效率降低。

烟道内流场的分布，但是由于ＳＣＲ烟道流场的复杂
性，需要对导流板以外的喷氨格栅、混合器等进行
综合优化，才能达到实际运行需要的准确度［１８］。

４． 实验研究与数值模拟耦合研究
作为处于负荷变化运行中的ＳＣＲ脱硝系统，单

由ＳＣＲ脱硝机理可知，ＮＨ３在脱硝中起到重要的

靠ＣＦＤ数值模拟不能很好地满足实际运行和设计的需

作用 ［１９］ ，喷氨量、喷氨均匀性及氨氮摩尔比的变化

要，为了达到更好的数值模拟效果，需要将数值模

将直接影响到脱硝效率高低。文献［２０］选取实际的脱

拟和冷态物理实验台进行对比优化，才能更好的优

硝反应器为研究对象，以分析脱硝系统中烟气反应物

化工程设计。

组分浓度分布不均匀性对ＳＣＲ脱硝性能影响为目的，

Ｈａｎ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２７］结合多孔介质模型和组分输运方

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烟气中喷

程，对１０００ＭＷ燃煤站的ＳＣＲ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

氨分布的不均匀性对脱硝装置的脱硝效率和氨逃逸

得到了不同情况下的速度场和浓度场。结果表明：

有显著影响。孙虹［２１］以某１０００ＭＷ电站锅炉ＳＣＲ脱硝

安装了角叶片叶栅和整流格栅，在反应器内催化剂

系统为研究对象，对脱硝反应器内的多组分分布、湍

入口处的烟气速度不均匀性小于１５％。在最佳流场

流流动及化学反应进行数值计算研究。利用数值模

的前提下，涡流混合器可以确保反应器中氨和烟道

拟多次试算获得最优喷氨策略，并对该最优喷氨策略

气的充分混合。通过冷模型试验验证数值模拟的可

进行现场验证，现场验证实验表明，可有效地指导喷

靠性，有效地指导ＳＣＲ系统的设计；Ｙａｎｈｏｎｇ Ｇａｏ［２８］以

氨优化调整，降低调整盲目性，提高现场工作效率。周

６００ＭＷ发电厂的ＳＣＲ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改变导

丽丽 考察了未加静态混合器、多孔板以及导流板的

板的位置和数量以及混频器的形状进行数值模拟研

空白模型和优化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结果表明：加

究。研究结果表明：使用板式导板和盘式环形混合

入静态混合器、多孔板以及导流板的优化模型中混

器，其流场均匀性效果更好。同时，随着氨氮比的

合气体的速度变化幅度明显减小，在一定的区域内速

增加，ＮＯＸ的转化率从６７％增加到９６％，但随着速

度分布均匀；有效改善ＳＣＲ系统中混合气体的流动方

度的增加从９８％降低到８２％。催化剂床入口处的速

向，减小回流区域。

度分布和ＮＨ ３ 泄漏的减小，可以满足需求工程。上

［２２］

海海事大学徐圆圆等人 ［２９］ 使用Ｆｌｕｅｎｔ６．３软件进行了
３．３ 催化剂相关模拟

３００ＭＷ燃煤发电厂ＳＣＲ脱硝系统三种不同导流板、整

催化剂作为ＳＣＲ烟气脱硝技术的核心工艺，是保

流格栅布置方式的模拟，得出改进后的ＳＣＲ脱硝系统

证电厂脱硝效率的关键所在，但是由于其工艺布置

布置方式，确保催化剂入口速度均匀分布，得出混

位置和煤质的影响，容易造成催化剂中毒、磨损的

合器厚度为３５０ｍｍ，并通过１／１２比例设计的冷态试验

问题，造成催化剂活性下降。而数值模拟作为一种

结果定性验证了数值模拟结果。

重要工具，对研究催化剂运行有重要的意义。
徐秀林等［２３］采用Ａｎｓｙｓ

Ｗｏｒｋｂｅｎｃｈ对催化剂端面

５． 结论

和孔壁磨损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分别讨论了催化

通过综述研究，认为反应动力学模型是ＳＣＲ数值

剂孔径、布置间距及空岛堵塞对催化剂运行中磨损

模拟的基础所在，根据催化剂的类型和电厂实际运

的影响，揭示了催化剂磨损的规律；安敬学 ［２４］ 以国

行选择合适的机理进行模拟是数值模拟准确性的关

内某６００ＭＷ超超临界锅炉脱硝系统催化剂为研究对

键所在。而在实际运行中，ＳＣＲ系统流场的模拟具有

象，利用数值模拟研究了飞灰颗粒场的不均匀分布

积极的意义，通过对ＳＣＲ脱硝系统烟道内导流板、混

对催化剂磨损的影响，同时提出了包括加装导流撞

合器等装置进行数值模拟，可以优化脱硝系统流场

击装置在内的六种不同的改造方案，显著提高了脱

设计。因此，在常规ＳＣＲ脱硝系统设计前期以及运行

硝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在催化剂种类方面，东南大

中，利用ＣＦＤ软件对脱硝反应器内部流场及脱硝效果

学的刘涛［２５］利用Ｆｌｕｅｎｔ模拟软件，利用实验数据得出

进行模拟分析是优化工程设计越来越重要的技术手

的化学动力学参数，模拟蜂窝式、板式及波纹式催

段之一。

化剂阻力特性，结果表明使用蜂窝式催化剂效果最
好。Ｋｅｎｊｉ Ｔａｎｎｏ［２６］以蜂窝式催化剂为研究对象，采用

高性能计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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