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计算应用

大型燃煤电厂ＳＣＲ脱硝系统流场优化
数值模拟技术研究
 李德波 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 ５１００６０ ｌｄｂｙｘ＠１２６．ｃｏｍ

摘要：
某电厂１号锅炉ＳＣＲ脱硝系统出口ＮＯｘ浓度分布严重不均匀，氨逃逸高导致空气预热器硫
酸氢氨沉积和堵塞，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开展了流场优化技术改造，在流场优化改造前后
分别进行了脱硝系统入口流场测量，同时开展了改造后脱硝系统进出口ＮＯｘ浓度和氨逃逸量测
量，为准确评估流场优化改造技术效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流场优化改造后脱
硝入口流场均匀性得到显著提高；经过５轮优化高负荷下（ＣＤＡＦＢ磨），Ａ反应器出口ＮＯｘ分
布ＣＶ降低到了１９．３４％，Ｂ反应器降低到３２．２５％。
关键词：超（超）临界，燃烧调整，变氧量，变燃尽风

引言

圆燃烧锅炉烟温偏差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通过数

目前大型燃煤电厂脱硝系统采用选择性催化

值模拟分析了切圆燃烧锅炉烟温偏差的原因，找出

还原法（ＳＣＲ）。通过现场大量的工程应用实践发

了解决烟温偏差的具体技术措施。廖永进等［４］进行了

现，ＳＣＲ法脱硝系统存在脱硝系统出口ＮＯｘ浓度分布

ＳＣＲ脱硝系统催化剂性能预测方法研究，研究者根据

不均匀，氨逃逸量高等技术问题，造成空气预热器

现场实际脱硝系统运行数据，结合试验室催化剂活

硫酸氢氨沉积，导致空气预热器堵塞被迫停机，严

性测量，提出了ＳＣＲ脱硝系统催化剂性能预测，相比

重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因此开展ＳＣＲ脱硝系统现

传统的仅仅依靠试验室催化剂预测数据，预测结果

场流场优化和喷氨格栅调整、ＣＥＭＳ在线测量仪表完

更加反映现场实际情况。李德波等［５］进行了ＳＣＲ脱硝

善等综合技术手段是保障脱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系统喷氨格栅调整试验关键问题探究，研究者通过

的关键技术。

现场实际ＳＣＲ脱硝系统喷氨格栅调整试验，提出了现

国内一些研究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陈磊

场喷氨格栅调整试验方法。国内研究者［６－１４］对脱硝系

等［１］开展了燃煤电厂ＳＣＲ脱硝系统运行存在关键技术

统现场优化技术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

问题研究与技术展望。研究者针对４０台燃煤电厂ＳＣＲ

的工程应用效果。李德波等［６］开展了６００ＭＷ电站锅炉

脱硝系统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调研，提出建议：定

ＳＣＲ脱硝系统全负荷投运改造方案研究，研究者通过

期开展喷氨格栅调整试验，降低反应器出口ＮＯｘ浓

省煤器分级技术改造，提高了ＳＣＲ脱硝系统低负荷下

度不均匀性；开展给予计算流体力学ＳＣＲ系统流场优

进口烟气温度，从而使得脱硝系统满足投运要求，

化数值模拟，解决流场不均匀的问题；加强ＳＣＲ脱

提高ＳＣＲ脱硝系统投运率，具有较好的环保价值。

硝系统热工控制算法研究，提高变负荷过程的控制

郭义杰等 ［１３］开展了１００ＭＷ燃煤锅炉硫酸氢铵堵塞空

能力，避免反应器出口ＮＯｘ浓度过低。李德波等［２］开

气预热器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提出了现场优化运

展了四角切圆锅炉变ＣＣＯＦＡ与ＳＯＦＡ配比下燃烧特性

行的方式。王乐乐等［１５］进行了ＳＣＲ脱硝催化剂低负荷

数值模拟，通过改变ＣＣＯＦＡ与ＳＯＦＡ风配风比例，从

运行评估技术研究。研究者通过分析影响ＭＯＴ的因

而降低炉膛出口ＮＯｘ浓度，减轻ＳＣＲ脱硝系统脱除的

素，提出了ＭＯＴ的可变性以及根据ＳＣＲ脱硝系统实际

压力。陈前明等［３］开展了墙式分离燃尽风对６６０ＭＷ切

运行烟气参数科学评估ＭＯＴ的重要性。于玉真等［１６］开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Ｎｏ． ５１３７６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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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ＳＣＲ脱硝系统流道均流装置数值模拟与优化技术

作为燃煤锅炉中最重要的环保系统之一，ＳＣＲ烟

研究。研究者采用ＡＮＳＹＳ ＦＬＵＥＮＴ软件对流道情况进

气脱硝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涉及到脱硝烟道、

行了数值模拟，研究结果表明：多孔板开孔率对ＡＩＧ

喷氨结构及导流板的优化设计。还包括烟气与氨在

上游速度均匀性影响最大，整流格栅间距对第１层催

烟道内和催化剂层内的流动、传热、多组分运输及

化剂入口速度均匀性影响最大。在优化方案下，ＡＩＧ

化学反应（气相反应和表面反应），以及燃煤产生

上游相对标准偏差值为３．９４％，第１层催化剂入口相

的飞灰在烟道内的分布和对烟道及导流板的磨损。

对标准偏差值为４．３３％。国内研究者在燃煤电厂超低

２． 数学模型介绍

排放技术路线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本文针对某电厂１号锅炉ＳＣＲ脱硝系统出口ＮＯｘ
浓度分布严重不均匀，氨逃逸高导致空气预热器硫

２．１ 假设简化

酸氢氨沉积和堵塞，影响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针对

本文将利用Ｇａｍｂｉｔ建模搭建ＳＣＲ脱硝系统，然后

脱硝入口流场分布不均匀，开展了脱硝入口流场优

利用Ｆｌｕｅｎｔ完成模拟，使用ｋ－ｅｐｓｉｌｏｎ湍流模型 （简称

化技术改造，主要目的是提高脱硝系统入口流场均

ｋ－ε模型）对：ａ、烟气及飞灰在ＳＣＲ烟道内的流动

匀性，从而保证反应器出口ＮＯｘ浓度分布均匀性。在

进行模拟计算；ｂ、由喷氨格栅喷出的氨在烟道内以

流场优化改造前后分别进行了脱硝系统入口流场测

及催化剂反应器内的流动进行模拟计算。

量，同时开展了改造后脱硝系统进出口ＮＯｘ浓度和氨

由于烟道尺寸，模拟条件的因素，在进行模型

逃逸量测量，为准确评估流场优化改造技术效果提

搭建之前先对实际的ＳＣＲ反应过程做出以下近似的假

供了重要的依据。

设：
在实际的ＳＣＲ脱硝系统中，进出口的温度变化较

１． 锅炉及脱硝系统设备介绍

小，因此在计算时假设整个系统为绝热系统；

某电厂１、２、３号机组为３×２１０ＭＷ锅炉，采用

在反应器的上游部分（即ＳＣＲ反应系统倒Ｕ型上

四角切圆燃烧方式。锅炉详细信息见表１。

升阶段），烟气中各个组分不发生化学反应；
流动为定常流动，且系统内流体物性参数均为

表１ 锅炉参数表
序号

项 目

单位

最大工况

１

锅炉蒸发量

ｔ／ｈ

６７０

２

经济蒸发量

ｔ／ｈ

６１０

３

再热蒸汽出口流量

ｔ／ｈ

５７３

４

锅炉排烟温度

℃

１５０

５

锅炉计算效率（低位热值计）

％

９０．１９

６

空气预热器型式

常数；
烟气中各个组分及氨均为理想气体，且在模拟
过程中不考虑ＳＣＲ烟道内的漏风；
将三层催化剂均设置为多孔介质区域，以考虑
催化剂层的阻力及多孔特性。
２．２ 模型介绍
本文利用ＧＡＭＢＩＴ建立三维几何模型，依据ＳＣＲ
脱硝反应系统的实际尺寸来绘制。根据电厂实际运

二分仓回转式

行情况设置边界条件如表４－２所示：

表２ 计算边界条件
参数

Ｎ２

ＣＯ２

Ｈ２Ｏ

Ｏ２

ＮＯｘ

ＮＨ３

温度

流速（ｍ／ｓ）

烟气入口

７０．５％

２２．５％

３．８％

３．１％

１％

０

６３３Ｋ

１６

喷氨入口

７３％

０

０

２０％

０

７％

３００Ｋ

１５

为了简化计算，需要对几何模型进行分块划

到近似无关解，最终计算网格数为２９０多万。

分，ＳＣＲ脱硝系统总共被划分成１４个区域。网格种类
繁多，主要有结构化网格和非结构化网格。对于形

２．３ 评价标准

状规则的烟道、催化剂层等区域采用前者，而喷氨

评判脱硝效率高低的关键取决于首层催化剂

格栅和整流板等复杂区域采用后者。并且为了提高

入口截面速度以及氨气浓度分布的均匀性。工程项

计算的准确性，在喷氨格栅、导流板和整流格栅处

目常用相对标准偏差 Ｃｖ 来评价某截面参数的均匀

进行局部网格加密。划分过程中对网格逐步细化得

性，Ｃｖ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高性能计算应用

相对标准偏差 Ｃｖ 值越小代表速度及浓度分布越

（１）

均匀，有益于脱硝反应的进行。ＳＣＲ反应器速度场、

（２）

氨气浓度场及压力场的设计标准如下表３所示。
表２ 烟气定量析标准

定量指标

要求

ＡＩＧ下游截面流速偏差

＜１５％

首层催化剂入口截面烟气流速偏差

＜１５％

３． 流场优化结果分析与讨论

计算精度的简化：烟气为单相气体，连续介质，脱
硝入口界面烟气流速及组分分布均匀。模型网格划

３．１ 未优化流场模拟
该厂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ＳＣＲ）脱硝装置，

分采用分区划分网格法，为了兼顾计算量和网格的
合理性，总网格数约为２９０万。

烟气由省煤器出口进入脱硝系统，经下方水平烟

如图３所示为烟道内不同宽度方向上的烟气流

道、涡流混合器、上转弯处导流板、三角区域、整

速变化云图（ｙ方向即锅炉宽度方向）。从速度云图

流格栅到达ＳＣＲ脱硝塔。其中原始导流板布置形式如

可以看出：来流烟气通过下水平烟道进入ＳＣＲ反应

图４－１所示（ｘ正方向即前墙向后墙方向）。

塔后，在反应塔右侧均形成了一个低速区。由图３可
知：烟气由水平烟道进入ＳＣＲ反应器后，由于水平烟
道末端直角转弯的阻挡作用，烟气在自身惯性作用
下绝大部分从反应器左侧通过，而在右侧烟气流量
很小，相应压力也较小，导致左侧的烟气中一部分
回流到右侧低压区同时产生一个涡流，使得反应器
右侧出现一个低速区。

图１ 优化前烟道示意图

其中喷氨格栅布置如图２所示，在烟道内深度方
向共布置喷氨孔２４４个，孔径为０．０５ｍ。脱硝反应器有
三层催化基层（其中第三层为备用层），为了使流
入催化剂层的烟气更加均匀，在首层催化剂上层设
有整流板。

（ａ）ｙ＝２．５ｍ

图２ 喷氨格栅布置示意图

对ＳＣＲ反应器进行流场模拟研究，采用湍流流
动，催化剂层结构采用多孔介质模型，烟气主流动
方向黏性阻力和惯性阻力设置较大，另外两个方向
设置较小，孔隙率设置为０．９，同时做出以下不影响

（ｂ） ｙ＝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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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分析优化前烟道各截面截面速度分布可
知：加装导流板后喷氨前截面速度偏差为２３．３％；首
层催化剂入口截面烟气速度偏差为１８．６％，高于常规
定量分析标准偏差（１５％），烟气速度分布均匀性
差。
３．２ 优化后流场模拟
烟道内导流板的布置方式将会直接影响流场的
分布状况，进而影响ＳＣＲ首层催化剂入口烟气速度。
布置较多的导流板在ＳＣＲ烟道内，烟气流速会降低，
（ｃ）ｙ＝７．５ｍ

烟气与催化剂的接触及反应时间增长，有利于气体
的扩散、吸附和产物气体的扩散，从而提高脱硝效
率；但是导流板偏多时，烟气与催化剂接触时间过
长，发生ＮＯｘ氧化反应，反而降低脱硝效率，且导流
板数目增加时压损增加，使引风机的能耗增加。因
此，根据现场运行经验及流体理论知识，分别在喷
氨前烟道内弯道处设置不同数量的导流板，使得流
场优化效果最大化，优化后导流板布置如图５所示。

（ｄ）ｙ＝９ｍ
图３ 优化前烟道流场分布

如图４所示为烟道内喷氨格栅前及首层催化剂入
口处的烟气流速变化云图。

图５ 优化后烟道示意图

ＡＩＧ下游速度云图

（ａ）ｙ＝２．５ｍ

首层催化剂前速度云图
图４ 优化前截面流场分布

（ｂ）ｙ＝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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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喷氨格栅前的烟气流速变化云图可知，通过
布置导流板可以：１、减少烟道内前墙壁面上的速度
边界层的影响，布置导流板后速度边界层的影响区
域减小，只在尖角处存在较小的回流区域；２、布置
导流板后整个截面速度偏差减小，流速更加均匀。
分析优化前后喷氨前截面入口处速度分布可知：加
装导流板后喷氨前截面速度偏差由２３．３％降至１２．７％
，烟气速度分布更加均匀。对比优化前后首层催化
剂入口处流线分布图可以看出：加装导流板引导弧
（ｃ）ｙ＝７ｍ

形板后烟气的流动方向，减小烟气回流作用，使得
烟气进入上层催化剂层时更加均匀。同时，首层催
化剂入口截面烟气速度偏差由１８．６％降至９．７％，优化
后烟气均匀性更佳。对比优化前后首层催化剂入口
处流线分布图可以看出：加装导流板引导弧形板后
烟气的流动方向，减小烟气回流作用，使得烟气进
入上层催化剂层时更加均匀。
计算得出优化前后催化剂上方烟气入射角度分
布如图８所示。

（ｄ）ｙ＝９ｍ
图６ 优化后烟道流场分布

如图６所示为烟道内不同宽度方向上的烟气流速
变化云图（ｙ方向即锅炉宽度方向）。
如图７所示为烟道内喷氨格栅前的烟气流速变化
云图。

优化前入射角角度分布

ＡＩＧ下游速度云图

优化后入射角角度分布
图８ 优化前后入射角角度分布

优化前催化剂上方速度入射角分布范围很广从
０°到１８０°都存在，其中在１０°范围内的入射烟气
由优化前的２７．０３％升至３６．７３％，且烟气偏角处于
９０°以下的比例由８６．７％升至９１．３％，烟气整体回流
降低。
首层催化剂前速度云图
图７ 优化前后喷氨格栅前流场分布

由此可以确定，弯道中加装导流板可以起到以
下作用：１、在喷氨格栅前合理的布置导流板可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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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喷氨格栅前截面烟气流速均匀性，避免了烟气速
度偏差过大引起的喷氨不合理；２、合理的布置导流
板可以改善弯道内的速度场，减小由于弯道处涡流
和回流导致的磨损严重；３、合理的布置导流板可以
保证进入首层催化剂的烟气流场均匀性，避免由于
流场因素导致的脱硝效率偏低。由图４－３及图４－４对
比可知，在喷氨前烟道内加装导流板可以很好的减
少首个弯道带来的扰流，尤其是减小了倒Ｕ型烟道上
升阶段烟气界面上的速度偏差，同时可以改善流体
流经弯道时的分离现象，减小流体流经弯道时产生
的二次流所带来的阻力，使得烟气在喷氨区与烟气

（ｃ）ｙ＝７ｍ

更好地混合。
３．３ 优化后流场飞灰磨损
煤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飞灰颗粒的存在会对ＳＣＲ系
统流场产生一定影响，而流场的变化对飞灰颗粒运
动和飞灰沉积也会产生影响。大量的飞灰颗粒在烟
道内的运动撞击，会在催化剂表面产生沉积及搭桥
现象，造成催化剂的磨损与堵塞等。加入离散相进
行数值模拟，能得到飞灰颗粒在ＳＣＲ烟道内的运动轨
迹与浓度分布，预测ＳＣＲ反应器内部的飞灰特性，有
助于ＳＣＲ脱硝系统的优化设计和运行。
如图９所示为引入离散相后Ｙ＝２．５ｍ、Ｙ＝５ｍ、

（ｄ）ｙ＝９ｍ

Ｙ＝７ｍ、Ｙ＝９ｍ几个截面、喷氨格栅前截面以及首层催
化剂入口截面上的速度云图。

ＡＩＧ下游速度云图
（ａ）ｙ＝２．５ｍ

首层催化剂前速度云图
（ｂ）ｙ＝５ｍ

图９ 引入飞灰后的流场分布

高性能计算应用

结合未加入离散相之前烟道内流场分布云图可
知：引入飞灰离散相之后烟道内（尤其是弯道处及导
流板布置区域）出现大量的回流区，而回流区的存
在又会引起飞灰对烟道的磨损增加。同时，引入飞
灰离散相后，首层催化剂入口处速度均匀性下降，
说明飞灰的存在对烟道内烟气流速分布有很大的影
响。
如图１０所示为ＳＣＲ脱硝烟道内各个截面内飞灰浓
度分布，首层催化剂上方飞灰浓度分布见图４－１０中
（ｅ），（ｆ）所示，图４－１０（ｆ）中ｘ轴代表ＳＣＲ脱硝
塔催化剂层的横向间距（前墙与后墙间距），Ｙ代表
脱硝塔的纵向间距，各点代表当前位置飞灰浓度。

（ｃ）ｙ＝７ｍ

由此可见，原模型中飞灰颗粒在流经ＳＣＲ脱硝塔时，
其主要分布于偏右侧烟道，此区域烟气流速较低，
对飞灰携带作用相对较弱，同时，这里飞灰浓度很
大，故在催化剂表层产生大量积灰。但是按总体烟
道飞灰分布可看出优化后的烟道内飞灰分布合理，
只有在弯道处、前后墙贴壁处以及阔口区域存在部
分的飞灰沉积区，在实际运行中只要在以上部位设
置吹灰装置即可减轻飞灰沉积及磨损问题。

（ｄ）ｙ＝９ｍ

（ａ）ｙ＝２．５ｍ
（ｅ）首层催化剂入口

（ｂ）ｙ＝５ｍ

（ｆ）飞灰浓度分布图
图１０ 飞灰浓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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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本文开展了脱硝入口流场优化技术改造，主要
目的是提高脱硝系统入口流场均匀性，从而保证反

匀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尤其是在三个不同负荷
下，反应器入口流速均匀性都比较好，这个充分说
明流场均匀性改造是成功的；

应器出口ＮＯｘ浓度分布均匀性。在流场优化改造前后

（３）经过５轮优化高负荷下（ＣＤＡＦＢ磨），Ａ反

分别进行了脱硝系统入口流场测量，同时开展了改

应器出口ＮＯｘ分布ＣＶ降低到了１９．３４％，Ｂ反应器降低

造后脱硝系统进出口ＮＯｘ浓度和氨逃逸量测量。主要

到３２．２５％。。

结论如下：
（１）流场优化改造前Ａ、Ｂ侧的相对标准偏差分
别为３４％和３１％，说明流场分布很不均匀；

本文系统研究成果，为我国同类型脱硝系统流
场优化技术改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工程应用效果。

（２）流场优化改造后脱硝系统入口流场分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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