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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催化膜燃烧技术是将具有催化性能的金属加载在较薄的催化剂载体上 ,将与空气充分混合的天然气

点燃后在载体上进行无焰燃烧 ,载体上温度分布比较均匀 ,燃烧中产生的 NOx 含量很低 ,甚至接近零排放 ,是环保

与节能的一种有效方法。在对家用天然气燃烧炉改造的基础上 ,通过实验研究了不同燃 —空比条件下 NOx 的排放

情况以及系统燃烧的热效率特性。结果发现 :天然气催化膜燃烧的燃 —空比范围在 4% ～11%之间 ;在一定的燃烧

条件下 ,燃 —空比为 6% (体积分数 )时 ,天然气能实现较好催化燃烧效果 ,系统达到了最高的热效率 ,同时取得了

较好的排放效果。最后从理论上初步分析了天然气催化膜燃烧的机理。

　　主题词 　天然气 　催化膜 　燃烧 　氮氧化物 　排放量 　热效率 　天然气炉

　　尽管天然气作为燃料具有热值高、大气污染排

放物较少的优点 ,然而在正常的情况下 ,天然气燃烧

仍然会排放一定量的 NOx。由于 NOx 具有对环境众

多的负面影响〔1〕
,因此有必要降低天然气燃烧过程

中 NOx 的排放量。

　　国外最近十年多的研究表明〔2, 3〕
,催化燃烧技术

完全可能解决上述问题 ,可以使得燃气炉达到低排

放的标准 ,同时可以有效提高炉膛内热利用效率。

但是在催化燃烧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催化剂载体烧

结等不良现象〔4〕,而如果使用催化膜燃烧技术则可

以克服上述问题。

　　催化膜燃烧技术是将具有催化性能的金属镀到

催化剂载体上 ,从而实现催化燃烧 ,使得 NOx 超低量

排放 ,是催化燃烧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实验装置及测量仪器

　　实验装置是由天然气燃烧炉、testo烟气分析仪

(精度 1 ppm)、4支 Á 0. 5 mm镍铬 -镍硅热电偶 (精

度 0. 1 ℃)、8支 Á 0. 5 mm铜 -康铜热电偶测量回路

中水及烟气和空气温度。为了测量炉膛热效率 ,外

部接上循环水路 ,热水从炉内排出 ,经过混合测温

装置 ,再由控制阀门进入冷却水换热器 (图 1中虚线

图 1　实验系统示意图

　　1. 烟气分析仪 ; 2. 天然气炉 ; 3. 质量流量计 ; 4. 温度采集仪 (铜—

康铜热电偶 ) ; 5. 换热器 ; 6. 球阀 ; 7. 测温混合器 ; 8. 水泵 ; 9. 水箱 (内有

加热丝 ) ; 10. P ID仪表温控器

部分 ) ,再由 P ID温度仪控制水箱中的加热器使循环

水具有稳定的进口和出口温度 ,水路中管道装有保

温层实现绝热运行 ,然后经水泵和质量流量计及混

合器进入炉内。循环水路中的混合器用以测量进出

口水温 ,质量流量计测量水流量 ,详见图 1。

　　燃烧室是 Á 290 mm、长为 200 mm 的圆柱体 ,内

壁均涂为黑色 ,可以近似为黑体。催化剂载体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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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 1. 5 mm钢丝网制成的 Á 235 mm 的半球体 (在半

球体内部有用于天然气均匀混合的半球体 ) ,在钢丝

网上镀上具有催化性能的铂金 ,形成非常薄的催化

膜。3支热电偶均匀地布置在燃烧室正中的半球体

的钢丝网上及其两侧 ,钢丝网孔面积为 1. 5 mm ×

1. 5 mm,网孔外侧有点火装置 ,见图 2。

图 2　催化剂载体示意图

　　燃烧所用的天然气来自陕甘宁气田 ,其摩尔成

分见表 1。

表 1　燃烧所用天然气的摩尔成分表

成分 摩尔组分 ( % ) 低位热值 ( kJ /m3 )

CH4 95. 9494 35906

C2 H6 0. 9075 64397

C3 H8 0. 1367 93244

H2 S 0. 0002 23383

CO2 3

H2O 0. 0062

　　由此可以得出该天然气的低位热值 :

hl = 35163. 5 kJ /m
3 (1)

二、实验结果及分析

　　1. 排放

　　烟气采样地点 :由长 1. 5 m、Á 8 mm的不锈钢管

在靠近燃烧室出口处引出 ,实验所测 CO百分含量接

近为 0。图 3表示为不同燃 —空比时产生的 NOx 及

CH。图 4为由 3支热电偶安放在半球体钢丝网中心

处及两侧所测得的温度。从燃烧室排出来的烟气首

先和炉内水路进行热交换 ,再与空气换热 ,实验测得

空气进入炉膛时温度为 30 ℃,天然气进口温度为 20

℃,周围环境温度为 20 ℃。图 5为与空气热交换后

的烟气温度。由图 3、4、5可见 ,在燃烧过程中 , NOx

的排放浓度仅在 0～3 ppm之间波动 ,载体表面温度

仅为 830～850 ℃。随着天然气浓度的增加 , NOx 浓

度 由 原 来 的 1 ppm 增 加 到 2 ～ 3

ppm , CH浓度由 7 ppm下降到 2 ppm左右 ,载体表

图 3　不同燃 —空比时 NOx和 CH的排放量变化图

图 4　不同燃 —空比时载体的表面温度变化图

图 5　出炉烟气温度变化图

体表面温度略有增加 ,而此时的排烟温度仅为 50 ℃

左右。可见 ,催化膜燃烧达到了 NOx 超低量排放的

效果 ,且甲烷燃烧比较充分 ,出炉废气经换热后温度

极低 ,余热得到充分利用。由此可以看出 ,该燃烧技

术在节能的基础上实现了 NOx 的超低量排放 ,并达

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

　　2. 热效率

　　炉内水的热利用效率由以下关系得出 :

　　热效率 = (水的质量流量 ×比热 ×温差 ) / (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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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流量 ×燃气的低热值 ) ,即 :

η =

ΔTCw
M

3600

B =
hl

60 ×1000

×100% (2)

式中 : B 表示燃气流量 , L /m in; M 表示水流量 , kg /h;

hl 表示低热值 , kJ /m
3
;ΔT表示水路进出口温差 , K;

Cw 表示水的比热 , kJ /kg·K。

　　由热电偶测得的进出口水系统的温度 ,结合式
(2)可以得到在不同燃 —空比时的热效率 ,见图 6。

从图 6中可以明显发现 ,天然气催化膜燃烧技术 ,在

燃 —空比为 6%时 ,系统热效率最高 ,可以高达 65%

左右。

图 6　不同燃 —空比时系统的热效率图

　　总之 ,由以上图表可以发现 : ①天然气浓度越

大 , NOx 排放量适当增高 ,载体的温度增加 ,选取适

当的燃 —空比可以减少 NOx 的排放量 ,甚至是零排

放 ,同时提高系统热效率 ; ②随着天然气浓度的增

加 ,系统热效率增加 ,当燃 —空比增加到 6%左右 ,系

统热效率达最高 ,然后逐渐降低。

三、催化膜燃烧机理的初步探讨

　　从能量变化的观点来看 ,催化剂的存在只改变

了化学反应途径 ,而不能改变化学反应的平衡位置 ,

反应体系的最终能量的变化与催化剂的存在与否无

关〔5〕。就是催化剂参与了反应 ,只是使得反应从一

个更为省力的路径进行 ,而不需要克服原来更大的

能量势垒 ,其结果大大降低了反应的活化能 (图 7)。

反应活化能的降低 ,对于放热量比较大的化学反应

来说 ,其可以降低反应温的热力条件下进行 ,提高了

系统的生成物的生产率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由于反

应温度过高而产生的附加生成物。

　　天然气催化膜燃烧就是通过催化剂的作用 ,降

低反应体系的活化能 ,降低反应温度 ,从而减少高温

氮氧化物的产生。同时该反应属于放热反应 ,温度

图 7　非催化反应和催化反应的能量比较示意图

的降低使得反应向着有利于正反应方向进行 ,又由

于氧在催化剂表面的化学吸附来促进碳氢化合物的

氧化 ,从而使得反应比较充分〔6〕。同时 ,在适当燃 —

空比时 (燃 —空比太小 ,空气加热要吸收热量 ;太大 ,

天然气不能完全燃烧 ) ,反应 (燃烧 )在固体表面进行

使得表面发热 ,因此燃烧热能可以更有效地转变为

红外线辐射能 ,从而使得热效率大大提高。

　　由传热学可知〔7〕
,热和质的传递系数取决于边

界层的厚度。对于传统的、长的通道载体 ,由于边界

层的充分发展 ,使得催化面相当长 ,限制了反应物进

入催化活性区。而对于催化膜 ,是用相当短的网孔

代替通道 ,避免了比较坚固的边界层的产生 ,使得催

化反应更加迅速进行 ,因此产生更好的催化效果。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天然气催化 (膜 )燃烧的过程是个极其复杂的过

程 ,在此过程中涉及到流动、传热和化学反应。但燃

烧过程中可以大大降低 NOx的排放量 ,增加燃烧系

统的热效率。尽管 ,许多本质性的东西到目前为止

还不太清楚 ,但它毕竟为人类合理、高效利用能源提

供一种新的思路。

参 　考 　文 　献

1　 (美 )诺曼 奇格著 ,韩昭沧、郭伯伟译 . 能源、燃烧与环境.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 1991: 364

2　催梅生 ,郭耘 .汽车尾气催化技术的发展现状. 化工进展.

2000; (6) : 9～11

3　Joo h Lee, Dvid L Trimm. Catalytic combustion of methane.

Fuel p rocessing technology. 1995; (42) : 339—359

4　J ohnW Geus, Joep C. Monolith in catalytic oxidation. Catal2
ysis Today, 1999; 47: 169—180

5　郭汉贤. 应用化工动力学.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03:

107～08

6　新井纪男著 ,赵黛青译. 燃烧生成物的发生与抑制技术.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2001: 420～423

7　任泽霈. 对流换热.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995: 24～26

(修改回稿日期 　2004211202　编辑 　居维清 )

·051·

加工利用与安全环保 　　　　　　　　　　天 　然 　气 　工 　业 　　　　　　　　　　　　　　　　　2005年 1月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state of the gas reservoirs in the Zhongyuan area, the standards

are p roposed for reform ing the gas reservoirs into the under2

ground gas storages. Then, the existing gas reservoirs are se2

lected in the Zhongyuan area. From the structure of the gas

reservoirs, the closed ability of the faults and coverages, the

physical p roperty of the reservoirs, the gas injection / recovery

capacity of a single well,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gas storages

etc. , the feasibility is integrally analyzed for the gas reservoirs

to build gas storages. Based on the above activities, 4 gas res2

ervoirs including W en 96 etc. are chosen to conduct the inte2

grative geological evaluation.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it is

totally feasible to build underground gas storages in the

Zhongyuan area. And the gas reservoirW en 96 is the first se2

lected as the location of the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The gas

reservoirW ei 11 may be the next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after

W en 96. The gas reservoirs of W en 23 and west W en 13 may

be p lanned to build underground gas storages in future.

　　SUBJECT HEAD INGS: Zhongyuan oil field, Deleted

oil/gas reservoir, Construction, Underground, Gas storage,

Storage location,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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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B in, L i Zheng, N iW eidou ( Thermal En2
gineering Department of Q inghua University). NA 2
TUR. GAS IND. v. 25, no. 1, pp. 144—147, 1 /25 /

2005. ( ISSN 1000 - 0976; In Ch inese)

　　ABSTRACT: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rap id reaction

rate, high selectivity, smaller reactor size and lower energy

consump tion etc. to make the synthesis gas by gas Catalytic

Partial Oxidation (CPOX) , which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hem ical p rocesses such as methanol and DME synthesis.

However, the design of these chem ical p rocesses requires ap2

p rop riate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the reactor. So, the reaction

conditions are summed at first. Then the model of the reactor is

developed with A spen PlusTM. The calculating results are com2

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al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accurately p redict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outlet

status of the CPOX reactor. W ith this model, the impacts of

several input parameters, such as oxygen /carbon ratio, gas/

carbon ratio, on reactor performance and carbon formation can

be analyz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p roper reaction

conditions can be determ ined to make the synthesis gaswith re2

quired H2 /CO ratio and without carbon deposit. ( F inanced by

the Na tiona l Sc ience Fund Project, No. 902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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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 Kao, L iu Zhongliang, Ma Chongfang, Kang

Tianfang (MOE Key Lab. of Enhanced Heat Transfer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of Beijing Technology Uni2
versity). NATUR. GAS IND. v. 25, no. 1, pp. 148—

150, 1 /25 /2005. ( ISSN 1000 - 0976; In Ch inese)

　　ABSTRACT: Catalytic film combustion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for environment p rotec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in which the catalysis metal is coated on the

quite thin support, and the gas fully m ixed with air is ignited

and burned on the support without flame. The uniform ity tem2

perature distributes on the support and little or no NOx is p ro2

duced with even zero2em ission. Based on the experiments in

the modified gas combustor used at home, the NOx em ission

and the thermal efficiency in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fuel2air

ratio are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when the fuel2air ratio of

the gas catalytic film burning ranges from 4% to 11% , under

given combustion conditions, the good catalytic effect of gas

combustion can be obtained at the ratio of 6% , i. e. the system

arrives at the highest thermal efficiency and the smallest pollu2

tion. In the end, the combustion mechanism of the gas catalyt2

ic film is p relim inary analyzed on theory.

　　 SUBJECT HEAD INGS: Natural gas, Catalytic film,

Combustion, N itrogen oxide, Em ission volume, Thermal effi2

ciency, Combus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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