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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应动力学的煤中钠对 SO3 生成的
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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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煤中钠对 SO3 生成的作用规律，基于 Gibbs 自由能最小原理，使用反应动力学计算
方法研究了常规空气燃烧方式下煤中钠对 SO3 生成的影响，分析了含钠气相化合物的形成
转化与 SO3 生成和消耗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常规燃烧方式下，当烟气中不含有 NaCl
时，沿整个烟气流程中 SO3 的气相生成量最多；当烟气中含有 NaCl 时，NaCl 蒸气初始体
积分数越高，沿整个烟气流程中 SO3 气相生成量越少；烟气处于高温段时，气相含钠物相
的生成与转化对 SO3 体积分数基本没有影响；烟气处于低温段时，气相 NaHSO4 的形成消
耗了 SO3，使其体积分数减少至 0；气相 Na2SO4 的形成对 SO3 体积分数没有影响，主要受
亚硫酸盐前驱体气相生成的控制；烟气中的钠对 H、O、OH 自由基浓度分布基本不产生影
响。因此，常规燃烧方式下钠对 SO3 生成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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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ction kinetics study on SO3 formation with presence of sodium in the c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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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minimum Gibbs free energy princi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sodium
in coal on the formation of SO3 during conventional air combustion by using the reaction kinetics meth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gaseous sodium compounds and the form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SO3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combustion mode, when the flue
gas does not contain NaCl, the amount of SO3 vapor produced is the most along the flue gas flow. When the flue
gas contains NaCl, the higher the initial volume fraction of NaCl vapor, the smaller the amount of SO 3 vapor
produced along the flue gas flow. When the flue gas temperature is high, the formation and conversion of gaseous
sodium phase has no effect on the volume fraction of SO3. When the flue gas temperature is low, the formation of
NaHSO4 in gas phase consumes SO3, which reduces the volume fraction to zero. The formation of gaseous Na2SO4
has no effect on the volume fraction of SO3 and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gas phase formation of sulfite precursors.
The distribution of H, O, and OH free radicals in the flue gas is not affected by sodium. Therefore, in the
conventional combustion mode, sodium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SO3.
Key words: Zhundong coal, sodium, SO3 removal, alkali metal, reaction kinetics, conventional air combustion, gas
phase transformation
电站燃煤锅炉在运行中会生成 SO3。SO3 不仅
会与低温烟气中的水蒸汽反应生成硫酸蒸汽，凝结
在低温受热面造成设备腐蚀，危害机组运行安全，

而且会释放到空气中，发生酸沉降，造成环境污染。
肖海平等[1]使用反应动力学计算方法发现，富
氧燃烧方式会极大提高 SO3 在烟气中的体积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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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会造成烟气酸露点的提高；烟气中水蒸气的
存在会促进 SO3 生成。刘艳华等[2]发现，在煤中加
入 NaCl 可以降低 700 ℃以下燃烧过程中 SO2 的释

化合物与含硫物相间的转化模型，涉及燃烧中的反
应物或中间产物 127 种，基元反应方程 755 个。该
模型只研究各气态物质间的相互转化，即本文所提

放，即有利于脱除 SO2。杨亮[3]通过向原煤添加 4%
醋酸钠发现，不论还原性、氧化性燃烧气氛下，醋

到的物质均为其气相状态。模型中以 SO3 表示 SO3
和 H2SO4 总量，忽略 SO3 与 H2O 反应生成 H2SO4，

酸钠添加剂对 SO3 生成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以及 Na2SO4 蒸气的凝结。

并且可以明显促进煤粉的自固硫效果。
准东煤具有着火温度低、燃尽率高、燃烧经济

1.2 反应动力学模型

性高且污染物排放低的特点，是优良的动力用煤。

化学反应动力学计算模型基于 Gibbs 自由能最
小原理，即定温定压力下，多项多组分体系达到热

相对于我国其他动力用煤，准东煤钠含量极高，Ca

力 学 平 衡的 充 要条 件 为体 系 总 的 Gibbs 自 由 能

和 Mg 等碱土金属含量也偏高，燃用过程中将生成
大量含钠硫酸盐，导致严重的沾污、结渣问题[1,4]。

最小。

因而本文选用高钠含量的准东煤为研究对象更具
代表性。
实际燃烧过程中发现，煤中的碱金属和碱土金
属元素对 SO3 具有捕获作用，可以形成相应的硫酸

反应动力学计算采用理想平推流反应器模型，
即假设反应物为层流模型，径向不发生混合，沿轴
向理想混合。该反应器涉及的主要控制方程如下：
质量连续性方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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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减少 SO3 的生成和排放。在实际电力生产中，

(1)

通过向炉膛内喷洒 Mg(OH)2 等碱性吸收剂浆液，浆
液在高温下迅速分解成碱性氧化物，与 SO3 反应生
成碱金属及碱土金属的硫酸盐，对烟气中 SO3 的脱

气态成分转化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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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率达到 90%以上。Martin[5]以 MgO 作为添加剂来

(2)

脱除烟气中的 SO3，试验结果表明，当添加剂与 SO3
摩尔分数接近时，可以脱除烟气中绝大部分的 SO3。
此外，美国 Gavin 电厂[6]以向烟气中直接喷洒天然

能量方程



碱的方式脱除 SO3，发现天然碱会在 135 ℃分解成
多孔 Na2CO3，与 SO3 反应生成 Na2SO4，当钠硫比

度揭示煤中钠在燃烧过程中对 SO3 生成影响和脱除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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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 时，SO3 脱除率可达 90%。
以上研究都是针对 Ca、Mg 等碱土金属对 SO3
生成的影响，而关于煤中钠对 SO3 生成及脱除影响
的详细机理研究较少。本文从化学反应动力学[7-9]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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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密度；u 为气体轴向速度，由 Kg 个气态
成分组成；Wk 为成分 k 的摩尔质量；S k 为成分 k 的

1 计算模型
1.1 反应模型
锅炉燃烧过程中含氮物相、含硫物相及碳氢化
合物将发生相互反应。因此，只有结合含钠化合物、
含氮物相和碳氢化合物的反应基元方程，才能更加
真实地描述 SO3 在炉内的形成转化规律。
本文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采用 Leeds 模型、
SO2
燃烧模型和含钠化合物生成转化模型综合而成，包
括碳氢燃烧模型、NOx 生成模型、SOx 生成模型、含
氮和含硫物相与碳氢燃烧模型相互反应、以及含钠

摩尔生成速率；A 为沿流动方向的横截面积；ai,m 为
反应器中材料各自单位长度的有效内表面面积；Yk
为成分 k 的质量分数； k 为同相气态反应中成分 k
的摩尔生成速率；hk 为成分 k 的比焓；Cp 为气体单
位质量的平均热容；T 为气体绝对温度；P 为绝对
压力；F 为管壁施加在气体上的阻力。
反应器温度根据 Senior 等人[10]中的温度-时间
曲线设置，反应器中烟气停留时间为 5 s，烟气温度
T 由 5 段温降率不同的曲线组成，从 1 910 K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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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400 K。根据准东煤煤质分析结果的高钠特性[1,4]，
设定过量空气系数  =1.2，湿空气绝对湿度 d=
0.01 kg/kg，以空气作为氧化剂，在标准状态下计算

相同的温度曲线计算在𝛼=1.1 时不含 NaCl 时 SO3
体积分数为 9.2×10–6，=1.3 时为 1.3×10–5，根据其
变化趋势使用内插法计算=1.2 时 SO3 体积分数应

出准东煤常规空气燃烧烟气成分。模拟时参考 Fleig
等人 [11] 假设，认为煤粉喷入反应器瞬间热解成气

为 11.1×10–6，则本文计算结果与 Fleig 相近。
2）Na1 工况至 Na6 工况下 SO3 体积分数随 T

体，将计算得出的烟气成分组成作为反应动力学计

和停留时间变化曲线基本一致。T＞1 700 K 时，SO3

算初始条件。参考 Glarborg P 或 Iisa 等[12-13]，通过
试验和模拟的方式论证了煤中钠主要以 NaCl 的形

体积分数随温度下降而缓慢增加，这与 Na0 工况下
SO3 体积分数分布类似；当 T 下降至 1 700 K 以下

式释放到烟气中，将烟气中 Na 的初始存在形式

时，SO3 体积分数迅速增大；当 T 下降至 1 460 K

NaCl 作为输入，具体烟气成分见表 1。

时，SO3 气相生成速率逐渐高于 Na0 工况；当 T 下

表 1 烟气组成成分
Table 1 The flue gas composition

降至 1 300 K 左右时，SO3 体积分数达到峰值。
Na1 工况下 SO3 体积分数达到最大，是 Na0 工况

烟气组分

O2

N2

H2O

CO2

SO2

NO

体积分数/%

3.160

71.193

10.90

14.40

0.120

0.227

的 0.95 倍，其余依次是 Na2 工况＞Na3 工况＞
Na4 工况＞Na5 工况＞Na6 工况，SO3 体积分数分
别 为 Na0 工 况 下 的 0.93、 0.89、 0.87、 0.86 和
0.85 倍。

2 计算结果分析

3）SO3 体积分数分布曲线下方围成的面积为

2.1 NaCl 对 SO3 生成的影响
2.1.1 NaCl 体积分数对 SO3 生成的影响
为研究 NaCl 对 SO3 生成的影响机理，将 NaCl
在烟气中所占体积分数分别设定为 0、0.1%、0.2%、
0.3%、0.4%、0.5%、0.6%，记为 Na0、Na1、Na2、
Na3、Na4、Na5、Na6 7 个工况。各工况下 SO3 体
积分数的分布曲线如图 1 所示。

SO3 气相生成总量，可见，SO3 总生成量随着 NaCl
浓度增加而略微下降，这是由于 NaCl 蒸气分压力
在整体烟气中增大时，向钠的硫酸盐型化合物方向
的反应速率变快，使得 SO3 消耗增多。
4）SO3 体积分数整体随 T 的继续下降而迅速减
小：当 T 降低至 650 K 时，下降趋势有所减缓；当
T 下降至 400 K 以下，SO3 体积分数基本为 0，并保
持稳定。可见，只考虑烟气中钠对 SO3 影响时，NaCl
的存在使烟气中 SO3 的最终生成量基本为 0，这与
文献中美国 Codan 公司实际生产中得出的使用碱金
属溶液可以使烟气中 SO3 脱除率达 98%的结论基本
相符[15]。
2.1.2 NaCl 对 SO3 生成的影响反应
对 Na0 工况下 SO3 在整个烟气流程的气相生成

图 1 不同工况下 SO3 体积分数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SO3 under conditions with different
NaCl concentrations

1）Na0 工况下，当 T＞1 700 K 时，SO3 体积分
数随温度的下降而缓慢升高；当 T 由 1 700 K 快速
降低到 900 K 时，SO3 体积分数迅速增大，曲线在
接近 1 000 K 时增速变缓；当 T 由 900 K 继续降低
时，SO3 体积分数维持不变，约为 1.37×10–5：可见，
1 700~1 100 K 为 SO3 生成的主要区域，这与 D.Fleig
等 [14] 得到的发电厂锅炉中

SO3 主要生成温度为
900~1 300 ℃的结论基本吻合。Fleig[11]使用与本文

过程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促进 SO3 气相生成主要
反应为：
(5)
2OH＝O  H2O
OH  HO2＝H2O  O2
NO2  O＝NO  O2

SO2  O  M ＝SO3  M 
SO2  OH＝SO3  H

(6)
(7)
(8)

SO2  NO2＝NO  SO3

(9)
(10)

SO3  OH＝SO2  HO2

(11)

当不考虑烟气中存在钠时，反应(7)是 NO2 与
NO 之间的转化，由反应平衡来看，正向反应促进
了 O 自由基向 O2 的团聚，逆向反应则生成了 O 自

http://www.rlf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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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反应(10)中 NO2 分解成 NO，为 SO2 向 SO3
转化提供了所需 O 自由基。反应(9)、(10)说明 O 自
由基对 SO3 生成起重要作用。反应(5)、(6)、(8)、

生成体积分数影响不大。所以将反应器中 NaCl 体
积分数设为 0.004，其他气体组分按照表 1 设定，平
衡气为 N2，得到 a=1.2 时，常规空气燃烧下主要含

(9)、(11)中 SO3 的生成均涉及 O、H、OH 自由基。
可见除 SO2 外，烟气中的 O、H、OH 等自由基是制

钠化合物生成分布曲线如图 2 所示。由图 2 可见，
输入到烟气中的 NaCl 在进入反应器瞬间发生小部

约 SO3 生成的主要物质，在 SO2 氧化生成 SO3 过程

分分解，体积分数由 4×10–3 降至 3.75×10–3；此时，

中充当重要作用，其浓度直接影响反应速率。
当向烟气中加入 NaCl 时，分析 SO3 气相生成

NaOH 开始生成，其体积分数由 0 增至 1.65×10–4，
随后又马上下降至 1.35×10–4；NaOH 在此阶段分解

过程敏感性，发现 NaCl 浓度对简化后的基元方程

生成 Na 原子和 OH 自由基，使得烟气中 Na 原子体

无影响。此时，影响 SO3 气相生成的主要反应为：
(12)
SO3  O＝SO2  O2
(13)
NaOH+HCl＝NaCl+H2O

积分数随 NaOH 体积分数的下降而变大。以上反应

NaCl  NaCl＝Na 2Cl2

(14)

NaOH  SO3  M ＝NaHSO4  M 

果一致，只发生 NaCl 的分解和 NaOH 生成分解向

(15)

Na 原子的转化。因此可知，在高温段内烟气中钠对

NaO2  SO2＝NaO  SO3

(16)

NaHSO3  O2＝NaHSO4  O

(17)

SO3 生成基本无影响，主要发生不含硫的含钠化合
物间的转化。

NaO2  O＝NaO  O2

均在烟气停留时间 0~2 s 内发生，可见该时间对应
的烟气高温段内 SO3 基本未生成，这与 Na0 工况结

(18)

常规空气燃烧方式下，SO3 气相生成主要受各
含钠物质的形成转化和 OH 自由基的控制。将反应
(12)与反应(16)结合可得到反应(18)，发现 SO2 在其
中充当了催化作用，促进了含钠化合物的转化及自
由基 O 向大分子团 O2 的转化，SO2 本身浓度并未
受到影响。反应(15)中含钠化合物与 SO3 以结合生
成 NaHSO4 的方式直接消耗了 SO3，对 SO3 体积分
数造成影响。反应(13)和(14)说明 NaCl 及其二聚体
Na2Cl2 和 NaOH 间的转化生成，为含钠硫酸盐提供
了前驱体。
结合图 1 来看，当烟气中存在钠时，对 SO3 体

图 2 烟气中含钠化合物生成曲线
Fig.2 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curves of sodiumcontaining compounds in the flue gas

积分数影响因素除 SO2 和 O、H、OH 自由基浓度
外，还有以含钠硫酸盐等生成消耗的形式影响 SO3
的生成。T＞1 300 K 时，钠可能对 SO3 生成起到催

在烟气停留时间 2~3 s 内，NaCl 和 Na2Cl2 体积
分数变化最大，NaCl 体积分数由 0.003 89 下降至

化作用；T＜1 300 K 时，钠主要起消耗 SO2 和 SO3
的作用，使 SO3 体积分数大幅减少至 0，主要以含
钠硫酸氢盐形式存在。从烟气温度变化来看，高温
段（T＞1 700 K）
，SO3 气相生成受反应(12)、(16)控
制，主要发生含钠物质的气相分解转化；中温段
（1 700＞T＞1 100 K）SO3 气相生成由受反应(11)和
(15)控制向受(13)、(14)、(15)、(17)控制转化，主要
是含钠硫酸盐的生成；低温段（T＜1 100 K）主要
是含钠硫酸氢盐的生成。含钠硫酸氢盐的生成消耗
大量 H、O、OH 自由基团和已生成的 SO3。

1.17×10–4，NaCl 向 Na2Cl2 二聚体转化，未对 SO3
的气相形成造成影响，这是因为该阶段并未消耗
SO2、SO3 或 H、O、OH 自由基。
在 SO3 主要生成的烟气停留时间 2.00~2.45 s
内，NaOH 和 Na 原子体积分数由原来的 8.4×10–5
和 1.4×10–5 迅速下降至 0；Na2SO4 体积分数迅速变
大，增加至 8.0×10–5；此时 SO2 体积分数逐渐下降，
并在 2.8 s 左右停止下降，
体积分数维持在 0.001 05，
不再发生变化。在 SO3 体积分数减小的烟气停留时
间 2.45~3.00 s 内，Na2SO4 继续增加，到 2.80 s 开始

2.2 钠对 SO3 气相生成影响机理

下降，并且伴随着 NaHSO4 的大量生成。此后，主

由图 1 可知，烟气中钠浓度的变化对 SO3 气相

0.003 60，而 Na2Cl2 体积分数由 4.08×10–6 增加至

要的硫酸盐成分为 NaHSO4。根据敏感性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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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a2SO4 生成影响最大的基元反应式为：
NaOH  HCl＝NaCl  H2 O

NaOH  SO2  M ＝NaHSO3  M 

力

发

电

2017 年

2.3 NaCl 对 H、O、OH 自由基的影响
(19)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无论烟气中是否存在

(20)

NaCl，H、O 和 OH 自由基都对 SO3 的气相生成有
重要影响 [17]。当过量空气系数为 =1.2 时，采用

NaHSO3  O2＝NaHSO4  O

(21)

NaHSO4  NaCl＝Na 2SO4  HCl

(22)

反应(19)的逆向反应使 NaCl 转化生成 NaOH，
NaOH 与 SO2 结合生成 Na2SO4 的前驱体 NaHSO3，
后者又与 O2 反应生成了 NaHSO4，并与 NaCl 反应
生成 Na2SO4。这说明了制约 Na2SO4 生成的物质是

表 1 中烟气组分研究 NaCl 对 H、O、OH 自由基的
影响。烟气中 NaCl 体积分数分别为 0 和 0.004 时，
OH、O、H 自由基体积分数随烟气停留时间的分布
情况如图 3 所示。

其前驱体 NaHSO3 和 NaHSO4，并非 SO3，这与 Lusi
Hindiyarti 等[16]认为 Na2SO4 生成的限制步骤是其亚
硫酸盐的前驱体，而非 SO2 向 SO3 的转化的结论一
致。而且，根据 SO3 和 Na2SO4 体积分数变化趋势
基本一致、Na2SO4 下降相对滞后的特点，可以说明
Na2SO4 的生成主要受到温度和 SO2 浓度影响，此时
SO3 对其影响不大，可能只充当了中间体作用，促
进了 H、O、OH 自由基向大分子基团 O2 等的聚合
和含钠硫酸盐的生成；NaHSO4 的生成受到了 SO3
和 Na2SO4 的共同影响，并且随着温度的降低，主要
受反应(22)Na2SO4 逆向反应分解转化的影响。
当烟气停留时间超过 3 s 时，烟气温度较低，
SO3 体积分数基本减小至 0，烟气中钠主要以 NaCl
和其二聚体 Na2Cl2 为主，主要含硫物质为 NaHSO4。
烟气温度低于 900 K 时，已不发生 SO3 气相生成，
而 NaHSO4 在该温度下开始生成，
使得 SO3 被消耗。
对 NaHSO4 生成敏感性影响最大的基元方程为：
NaOH  OH  M＝NaOH  M
(23)
NaOH  SO2  M ＝NaHSO3  M 
(24)

NaOH  SO3  M ＝NaHSO4  M 

NaSO3  OH  M ＝NaHSO4  M 
NaHSO3  O2＝NaHSO4  O

(25)
(26)
(27)

在烟气停留时间超过 3 s 以后，SO2 体积分数已
不再发生变化，反应(24)所描述的 NaOH 与 SO2 反
应生成 NaHSO4 前驱体 NaHSO3 的反应在该阶段不
再发生。结合反应(23)、(26)、(27)，低温段影响
NaHSO4 生成的主要物质有 H、O 和 OH 自由基浓
度。反应(25)表示该阶段生成的 NaHSO4 消耗了烟
气中的 SO3，使其体积分数由 1.2×10-5 减小至 0，
此即烟气中存在 NaCl 时，在低温段无 SO3 的原因。
低温阶段含硫相间的气相转化减弱，无法使已生成
的 NaHSO4 等硫酸盐发生分解而产生 SO3。可见，
烟气中钠的存在主要对烟气温度 T＜1 300 K 时气
相 SO3 的形成产生影响。

图 3 OH、O、H 自由基体积分数随时间分布
Fig.3 Variations of the volume fraction of free radicals (OH,
O, OH) against the flue gas residence time

由图 3 可见：H、O、OH 自由基体积分数在烟
气进入反应器瞬间急速增大，在高温 1 910 K 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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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稳定，随着烟气温度降低迅速减小，当温度下降
至 1 700 K 时出现阶跃式下降，并在 1 500 K 下降
至 0，不再发生变化；当(NaCl)=0 时，H 自由基体
积分数在 0.15 s 达到最大 4.89×10-6，O、OH 自由
基体积分数在 0.55 s 达到最大，分别为 5.22×10–5 和
4.78×10–4；而加入 NaCl 蒸汽后，H、O、OH 自由
基体积分数变化曲线与 (NaCl)=0 时非常相似，只
是在烟气刚进反应器时，H、、OH 自由基更快形
成；当(NaCl)=0.004 时，H 自由基体积分数在 0.05 s
时达到最大 4.88×10–6，O、OH 自由基体积分数在
0.5 s 时达到最大，分别为 5.22×10–5 和 4.77×10–4。
可见，当不考虑烟气中含钠化合物的沉积时，NaCl
通过生成含钠硫酸盐消耗 SO3，从而影响 SO3 气相
生成，使其在整个烟气流程中生成总量为 0。

3结 论
1）正常空气燃烧工况下，烟气温度在 1 300 K
以上时，SO3 气相生成基本不受烟气中 NaCl 影响；
当烟气温度下降至 1 300 K 以下，SO3 体积分数随
烟气温度下降先增大后减小，并在低温段减小至 0。
NaCl 体积分数较大时，形成的 SO3 总量差距较小。
2）烟气中存在钠时，低温段生成的 NaHSO4 消
耗其中的 SO3，含硫物相间不再发生转化，导致烟
气中再无气相 SO3。Na2SO4 的生成主要受到钠的亚
硫酸盐和硫酸氢盐含量的控制，其生成对 SO3 气相
生成影响不大。烟气中的钠对 H、O、OH 自由基体
积分数分布基本无影响，其对 SO3 气相生成的影响
在于生成硫酸盐消耗 S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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