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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燃煤发电厂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NOx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火电厂燃料燃烧的基

本特性出发 ,阐述了氮氧化物的生成机理 , 据此分析影响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因素 , 并探讨了控制其排放量的

措施以及分级燃烧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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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煤炭是当今世界主要能源之一 ,随着全球经

济的高速发展 ,煤的开发利用已经给环境带来了

严重污染 ,特别是燃煤电厂锅炉排放大量的硫氧

化物和氮氧化物更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恶化[ 1] .一

方面NOx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和碳氢化合物一起

形成光化学烟雾破坏大气环境 ,严重危害人类健

康 ,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 ,硫氧化

物和氮氧化物又是形成酸雨的主要因素.目前 ,世

界各地都有大片酸雨地带.我国酸雨的发展也异

常迅速 ,严重的酸性降雨和脆弱的生态系统使我

国经济遭受严重损失[ 2] .2000年电站锅炉燃料燃

烧排入大气中的 NOx 达到 5×106t.因此 ,文明 、合

理 、高效 、低污染地利用有限的煤炭资源 ,开发低

污染燃烧技术 ,降低 NOx的排放量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首要问题之一.降低 NOx 生成的方法目前已

有多种.如果对 NOx 采用烟气脱除方法 ,势必会

大幅度地增加电厂运行成本 ,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因此 ,研究开发一种高效 、低成本的 NOx 脱除技

术来改善大气环境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探讨的

分级燃烧法是一种高效 、低成本 、低污染的燃烧技

术 ,该技术具有良好的实际应用与设备改造前景.

1　NOx生成机理

在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氮氧化物 NOx 主

要包括一氧化氮(NO)、二氧化氮(NO2),以及少量

N2O等.目前燃煤电厂按常规燃烧方式所生成的

NOx中 ,NO占 90%,NO2 占 5%～ 10%,N2O仅占

1%左右.因此 ,NOx 的生成与排放量主要取决于

NO.根据NOx 生成机理 ,煤炭燃烧过程中所产生

的氮氧化物量与煤炭燃烧方式 、燃烧温度 、过量空

气系数和烟气在炉内停留时间等因素密切相关.

煤炭燃烧产生NOx的机理主要有以下 3个方面.

1　热力型 NOx 　热力型 NOx的生成是由空

气中氮在高温条件下氧化而成.生成量主要取决

于温度 ,图 1说明热力 NOx 生成量与温度的相互

关系.由图 1可知 ,在相同条件下 NOx生成量随温

度增高而增大.当温度低于 1 350℃时 ,几乎不生

成热力 NOx ,且与介质在炉膛内停留时间和氧浓

度平方根成正比.

热力型 NOx 的生成是一种缓慢的反应过程 ,

温度是影响 NOx 生成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因素 ,其

作用超过了 O2 浓度和反应时间.随着温度的升

高 ,NOx达到峰值 ,然后由于发生高温分解反应而

有所降低 ,并且随着 O2浓度和空气预热温度的增



高 ,NOx生成量存在一个最大值.当 O2 浓度过高

时 ,由于存在过量氧对火焰的冷却作用 ,NOx值有

所降低.因此 ,尽量避免出现氧浓度 、温度峰值是

降低热力型NOx 的有效措施之一.

图 1　NOx生成量与温度的关系

　　2　燃烧型 NOx 　燃烧型 NOx 是燃料中氮化

合物在燃烧过程中热分解且氧化而生成的 ,燃料

型NOx 的形成包括挥发性 NO 与焦炭性NO两种

途径 ,其与温度的关系如图 1所示.

燃料氮生成 NO可以用转化率 r 表示:

Γ=
(NO)R
Nar

≤1

式中:(NO)R 燃料N转化为NO的量;

Nar 燃料收到基氮含量.

对于电厂动力燃料煤炭而言 ,燃料氮向 NOx

转化的过程可分为 3个阶段:首先是有机氮化合

物随挥发分析出一部分;其次是挥发分中氮化物

燃烧;最后是焦碳中有机氮燃烧 ,挥发有机氮生成

NO的转化率随燃烧温度上升而增大.当燃烧温度

水平较低时 ,燃料氮的挥发分份额明显下降.

燃料型 NOx 的生成量与火焰附近氧浓度密

切相关.通常在过剩空气系数小于 1.4条件下 ,转

化率 Γ随着 O2浓度上升而呈二次方曲线增大 ,

这与热力型 NOx 不同 ,燃料型 NOx 生成过程的温

度水平较低 ,且在初始阶段 ,温度影响明显 ,而在

高于 1 400℃之后 ,即趋于稳定 ,如图 1所示.燃料

型NO x生成转化率还与燃料品种和燃烧方式有

关.

3　快速型 NOx 　由空气总氮和燃料中碳氢

离子团如CH等反应生成NOx ,其转化率取决于过

程中空气过剩条件和温度水平.由图1可知 ,快速

型NO x生成强度在通常炉温水平下是微不足道

的 ,尤其是对于大型锅炉燃料的燃烧更是如此.所

谓快速型 NOx 是与燃料型 NOx 缓慢反应速度相

比较而言的 ,快速型 NOx 生成量受温度影响不

大 ,而与压力关系比较显著且成 0.5次方比例关

系.

对于大型电厂锅炉 ,在此 3种类型的NOx中 ,

燃料型 NOx 是最主要的 ,占总生成量的 60%以

上;热力型 NOx 生成量与燃料温度的关系很大 ,

在温度足够高时 ,热力型 NOx 生成量可占总量的

20%;快速型NOx在煤燃烧过程中的生成量很少.

为了确定NO x生成浓度 ,理论计算通常可用

泽利多维奇公式

CNOx =K(CN
2
CO

2
)
1/2

exp(
-21 500
RTT

)

式中:CNOx , CN
2
, CO

2
NOx ,N2 ,O2 浓度　g/m3;

R 气体常数;

TT 温度　K;

K 系数 ,在 0.023 ～ 0.069范围内.

根据理论与锅炉炉膛的实际状况分析可得 ,

NOx 浓度随着炉膛温度和氧浓度的增高而增加 ,

影响NOx生成量的主要因素是温度.由于氮氧化

物生成的温度条件较难确定 ,理论计算也就相对

较困难 ,为此 ,西加尔提出了在锅炉炉膛设备中氮

氧化物浓度的半经验公式
[ 3]

CNO
x
=0.16Da

0.8
Qv

0.5
α
3
T

式中:Qv 锅炉容积热强度　MW/m3;

Da 炉膛当量直径　m;

αT 过量空气系数.

2　影响 NOx生成的因素

2.1　燃料特性影响

由于NOx主要来自燃料中的氮 ,从总体上看

燃料氮含量越高 , 则 NOx 的排放量也就越大.因

此 ,燃料中氮的存在形式不同 ,NOx 生成量也就随

之改变.此外 ,以胺形态(褐煤 ,页岩劣质燃料)存

在于煤中的燃料氮在燃烧过程中主要生成NO;而

以芳香环形态(烟煤 ,无烟煤)存在的燃料氮在挥

发燃烧过程中主要生成N2O.

煤挥发成分中的各种元素比也会影响 NOx

生成量 ,煤中O/N比值越大 ,NOx 排放量越高 ,即

使在相同O/N比值条件下 ,转化率还与过量空气

系数有关 ,过量空气系数大 ,转化率高 ,使 NOx 排

放量增加 ,见图 2.此外 ,煤中 S/N 比值也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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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自的排放水平 ,S和 N氧化时会相互竞争.因

此 ,SO2排放量越高 ,则NO x排放量会相应降低.

2.2　过量空气系数影响

当空气不分级时 ,降低过量空气系数 ,在一定

程度上会起到限制反应区内氧浓度的目的 ,因而

对热力型 NOx 和燃料型 NOx 的生成都有明显的

控制作用(如图 2 所示),采用这种方法可使 NOx

生成量降低15%～ 20%.但是 CO浓度随之增加 ,

燃烧效率下降.当空气分级时 , 可有效降低 NOx

排放量 ,随着一次风量减少 ,二次风量增加 , N被

氧化的速度降低 ,NOx排放量也相应下降.

图 2　NOx 生成量与O/ N关系

2.3　燃烧温度影响

燃烧温度对 NOx 排放量的影响已取得共识 ,

即随着炉内燃烧温度的提高 ,NOx 排放量上升.

含氮量越高 ,燃料中氮向气相释放的量越低.

过量空气越大 、火焰温度越高时 ,这种负效应越明

显.

2.4　一次风率影响

为了有效控制 NO x 排放 , 削弱 NOx 生成环

境 ,二次风送入点上部应维持富氧区 ,下部应维持

富燃料区.当一次风率提高时 ,二次风送入点的下

部还原性气氛减弱 ,CO 浓度下降 , NOx 被还原分

解的速率降低 ,使NOx生成量增加.

2.5　负荷率影响

增大负荷率 ,增加给煤量 ,燃烧室及尾部受热

面处的烟温随之增高 ,挥发分 N生成的 NOx随之

增加.

3　降低 NOx生成措施

控制与降低 NOx 生成技术措施有很多种:如

使用低N 含量的煤;降低过量空气系数和燃烧用

热空气温度;烟气再循环;浓淡偏差燃烧;空气分

级燃烧等方法.

根据降低NO x生成的技术措施 ,如果锅炉煤

种可选 ,则可以在适量范围内考虑低含氮量煤种 ,

以控制 NOx 的生成;如果炉型可选 ,采用 IGCC是

一种有效的降低污染的方法;如果是新机组投运

或老机组改造 ,则在低氧燃烧基础上采取各种低

NOx 燃烧设计方案将是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目

前低 NOx 燃烧技术主要包括低氧燃烧 、分级燃

烧 、浓淡分离等.这些低 NOx 燃烧技术都是力求

在挥发分析出和燃烧初期 ,促进煤粉气流与热烟

气尽快混合 ,以创造局部低氧环境.在局部低氧环

境中 ,使前期生成的 NO 在焦炭燃烧阶段被还原

成N2.

根据现阶段国内燃煤锅炉的实际运行状况及

条件 ,从经济性而言 ,实施低 NOx 燃烧切实有效

的方法是炉内空气分级燃烧技术[ 4] .炉内空气分

级燃烧技术 ,即煤炭分别在欠氧和富氧条件下进

行燃烧 ,可以有效防止 NOx 瞬间增大现象的产

生 ,有利于 NOx 还原和阻滞中间反应基团的进一

步氧化 ,最终起到控制和降低 NOx 生成的目的.

该技术只需对锅炉燃烧器喷口位置稍作改造就能

满足低 NOx 燃烧要求 , 达到低污染排放的目的.

因此 ,炉内空气分级燃烧技术是比较经济的.

实施空气分级燃烧的具体做法是:将 80%燃

烧所需的空气量从燃料器下部喷口送入 ,使炉膛

下部区域风量小于完全燃烧所需风量(即富燃料

燃烧),目的在于控制燃烧区域温度 ,降低过量空

气系数 ,阻止氮的氧化 ,使 NOx 的转化率下降 ,从

而减少 NOx 生成量
[ 5] ;剩余 20%燃烧所需的空气

量从燃烧器上部喷口送入 ,使炉膛上部区域风量

大于燃烧所需风量(即富空气燃烧),以达到风煤

燃烧平衡 、燃料完全燃烧的目的.在空气分级燃烧

时 ,炉内形成的 NOx 量与炉内温度 、过量空气系

数等因素有关 ,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如图3所示.

　　从图 3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过量空气系数相

同的情况下 ,火焰温度越高 ,则 NOx 的生成量越

大 ,而在相同的温度下 ,过量空气系数越大 ,则

NOx 的生成量越大 ,当分级燃烧下部送风空气过

量系数降为0.8时 ,NOx的生成量明显减少.由此

可见 ,火焰温度与过量空气系数对于 NOx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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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具有显著的影响.为此 , 降低 NO x 生成量就

必须控制其温度与过量空气系数 ,在理论上使其

尽可能的小 ,但实际运行状况表明 ,过小的过量空

气系数将造成燃料不完全燃烧损失 ,以及结渣和

腐蚀等.因此 ,在实施空气分级燃烧技术时 ,过量

空气系数应控制在某一范围内[ 6] .

在分级燃烧时 ,炉膛内会形成富燃区和燃尽

区两个区域.在缺氧富燃料条件下燃烧(一次燃烧

区),燃料中 N分解生成大量活性中间产物 HN ,

HCN ,CN和 NH3等含氮产物 ,它们相互复合或将

已有NOx还原分解成 N2 ,从而抑制了燃料NOx的

生成.同时 ,由于燃烧速度和温度峰值的降低也减

少了热力NOx的生成 ,燃烧所需的其余空气以二

次风(或三次风)形式送入 ,使燃料进入空气过剩

区域(二次燃烧区)燃尽.虽然这时空气量多 ,但由

于火焰温度较低 ,在二次燃烧区内不会生成较多

的NOx ,因而总的 NOx 生成量得以控制.因此 ,分

级燃烧有利于降低NOx的生成.

对于实际燃煤锅炉 ,空气分级燃烧分为上层

分级 、中层分级及下层分级 ,分级风的喷入位置对

NOx 排放浓度有明显影响 ,随着分级风喷入位置

的降低 ,NOx排放浓度逐步降低.在不同的分级风

位置下 ,调整炉内送风量的配比与一次风空气系

数 ,以降低燃煤锅炉 NOx 排放浓度.因此 ,分级燃

烧技术用于大型燃煤锅炉 , 不但能抑制燃料型

NOx 的生成 ,而且也能抑制热力型 NOx 和快速型

NOx 的生成 ,总转化率能减少 30%以上.

图 3　分级燃烧时炉内形成的NOx与炉温和炉内过量空气系数的关系

4　结束语

目前国内的脱硫技术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 ,

但脱氮技术仍处于研究开发阶段.从环保要求而

言 ,燃煤锅炉只进行脱硫是远远不能达到环境质

量要求的.由于我国环境污染比较突出 ,NOx 继

SO2之后已成为大气酸雨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 ,

在对燃煤锅炉进行脱硫的同时 ,应注重脱氮技术

的开发与应用.

对于NOx 采用何种控制技术主要取决于一

个国家 NOx的排放标准(国内 NOx 排放标准的最

低限值为 650mg/m
3
)、锅炉燃烧方式 、炉膛结构 、

燃料特性和投资运行费用等多种因素.

就我国的现状而言 ,经济实力有限 ,对于锅炉

烟气的处理 ,不应片面追求高脱除率 ,而应采用投

资低 、占地少 、不造成二次污染 ,并且容易实施的

脱除设备或技术.

分级燃烧技术不乏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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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生成的方法而被应用于国内燃煤电厂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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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Formation and Control in Power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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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primary factors of atmosphere pollutants is NOx from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n

China.Based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uel combustion processes in power plants , NOx formation

mechanism is presented.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NO x are analyzed.The measures for

controlling NOx emission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ir staging are discuss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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