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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MW 机组锅炉省煤器出口后包覆管磨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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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三维模型对 600 MW 锅炉内部气固两相流场进行模拟，研究锅炉烟道烟气流场分布、飞灰运动和浓

度分布等因素对烟道尾部锅炉管束的磨损的影响。根据模拟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的防磨优化措施。研究结果表
明，受附壁效应的影响，后包覆管处靠近后墙和侧墙的烟气中飞灰浓度较大，同时，由于烟道尾部气流通道变窄，
气流速度增大，使颗粒在后包覆管上碰撞速度增大，管束上方气流速度最大值达到 15 m/s，而颗粒在管束上碰撞
最大速度也超过 10 m/s，因此，引起后包覆管处磨损速率较大，第 1 层管束较大面积内磨损速率达到 1 mm/a，最
大值达到 3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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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ion analysis of 600 MW boiler tubes at exit of econom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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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hree-dimens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simulate the gas-solid two-phase flow in a 600MW boiler, 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gas flow fields, particles motions and particles concentration on the erosion of the boiler tubes at the exit
of economizer were studied. Anti-erosion measures were presented based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ue to the Coanda effect, relatively high particle concentration appears in the flue gas near to the side wall and end wall;
meanwhile, the gas velocity increases remarkably for the narrowed flue pass at the end of the duct, which induces high
impacting velocity of particles on boiler tubes. The maximum velocity of the gas above the tubes reaches 15 m/s, and the
maximum velocity of the particles impacted on the tubes is over 10 m/s as well, resulting in a high erosion rate of tubes.
The erosion rate of the first layer is primarily 1 mm/a, and the maximum value even reaches 3 mm/a.
Key words: boiler tubes; erosion; simulation

锅炉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烟气中飞灰颗粒碰撞和
吹灰时超音速气固两相射流冲刷引起的磨损，是导致

锅炉管束失效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在电厂事故分类中，
锅炉设备事故占 70%，而在锅炉事故中，因磨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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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爆管的事故占 70%。可见，锅炉管磨损引起的生产
[1]

问题十分严重 。

mm。计算从侧墙起的前 4 排后包覆管的磨损情况。
为了建模方便，没有考虑水冷壁联箱，同时，将水冷

锅炉对流受热面管壁允许的最大磨损量为 2 mm，
4

[1]

而安全运行时间应该在 6×10 h 以上 。若出现不合

壁管 2 根交叉合并成一排简化为 1 根绕到另一根下方
合成一排的情形。

理的流场分布，则会引起局部较严重的磨损。北仑电
厂二期 3 号、4 号、5 号锅炉是从日本引进的 600 MW
燃油设计的锅炉，引进后改用燃煤工艺。由于燃煤时
产生的飞灰量远远大于燃油工艺的飞灰量，磨损问题
比较突出。防磨层更换周期为 2 a，也就是在 2 a 内
3 mm 的防磨瓦被飞灰击穿，远远超过了预期的磨损
速率。
目前，国内外针对锅炉工艺和颗粒碰撞引起的金
属表面磨损已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
展[2]。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 Tabakoff 从 20 世纪 70 年
代至今所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测试和数值模拟研究[3−4]，
对不同材料颗粒在不同速度下对不同金属材料的碰
撞、磨损速率进行了测试分析，并根据测试结果拟合
出半经验公式，对颗粒碰撞恢复常数和磨损速率进行
预测分析，得到了广泛的引用[5−6]。其余的研究工作包
[7−10]

括基础研究

[11−14]

和应用研究

图1

[15−16]

。浙江大学 Fan 等

Fig.1

计算模型网格划分截面图
Cross section of meshed model

针对锅炉管束不同排布方式、防磨措施等进行了大量
实验和模拟研究。但是，以往针对锅炉管束的磨损研

采用 Gambit 对计算模型进行网格划分，模型采用

究一般把流场简化为均匀来流的单管或多管绕流，忽

结构化网格和非结构化网格相结合的方法，即在水冷

略 了 锅炉 结构 对 烟道 气固 两 相流 分布 的 影响 ，因

壁管束拐弯处采用非结构化网格，其余部位全采用结

此，也很难对锅炉管在运行过程中磨损分布进行合理

构化网格，并对后包覆管附近的网格进行细化处理。

预测，也无法对防磨优化提供有效指导。为了实现对

整个切片模型共有节点数为 174 万个，六面体单元数

锅炉实际运行过程中管束磨损的预测，需要建立包括

为 131 万个。

炉膛和烟道的整体计算模型，对锅炉结构包括管束对

1.2

边界条件及磨损模拟方法

烟气和飞灰运动分布的影响进行研究。本文作者以

模型采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 7.538 m/s(根据锅炉

600 MW 锅炉为例，对其运行过程中省煤器出口后包

设计烟气流量计算得到)；采用压力出口边界；定义炉

覆管的磨损进行模拟分析，并提出防磨优化的措施。

膛侧墙和前、后墙、烟道侧墙和前、后墙、前后烟道
隔板和后包覆管表面为固定壁面，同时，在壁面定义

1 计算模型

分散相颗粒的边界条件为反弹，颗粒与壁面相碰时可
以顺利反弹入流体；颗粒碰撞恢复常数采用 Tabakoff
模型[3]；同时，在与侧墙相对的面上施加对称边界，

1.1

建 模

该面上法向速度和压力梯度为 0；定义飞灰颗粒从流

省煤器出口后包覆管是后墙水冷壁引出的水平管

体入口均匀射入(假设入口处颗粒分布均匀，速度一

束，位于后烟道出口附近(标高为 FL 43300)，从后墙

致)，射流总质量流量为 0.41 kg/s，飞灰密度为 1 666

延伸至烟道中隔墙附近的水冷壁联箱。后包覆管直径

kg/m3，颗粒粒径服从 Rosin-Rammler 分布，取飞灰颗

为 57 mm，壁厚为 5.5 mm，水冷壁管间距为 94.5 mm，

粒平均粒径为 14 μm，分散系数取 3，初始速度与流

从后墙引出后 2 根靠拢交叉合并成一排，上下间距为

体初始速度相同。同时定义出口边界为颗粒的非反弹

150 mm，水平排距为 189 mm。

边界，即颗粒和涡结构可以顺利通过这些界面而不

计算采用如图 1 所示的锅炉切片计算模型，入口
取折焰角下方燃烧器上方标高为 FL37600 的炉膛截
面，取烟道出口作为计算模型出口，模型厚度为 820

反弹。
颗粒碰撞引起的磨损速率分布采用 Tabakoff 提出
以下的磨损速率半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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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2 t = v1t × e t ；
v 2 n = v1n × e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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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 t = 1.0 − 2.12 × β 1 + 3.077 5 × β12 − 1.1 × β 13 ；
(3)
e n = 1.0 − 0.415 9 × β1 + 0.499 4 × β 12 − 0.292 × β 13 ；(4)

⎡⎛ v ⎞ 2.47
cos 2 β1 (1 − e n2 )] +
E r = 278.90 × ⎢⎜ 1 ⎟
100
⎠
⎣⎢⎝

⎤
(5)
sin 2 β1 (1 − e n2 )⎥ 。
⎥⎦
式中：v1t 为飞灰切向入射速度；v1n 为法向入射速度；
⎛ v ⎞
0.083 2 × ⎜ 1 ⎟
⎝ 100 ⎠

2.344

v2t 为飞灰切向反弹速度；v1n 为法向反弹速度；et 和 en
分别为切向和法向恢复常数；β1 为颗粒入射角；v1 为
入射速度；Er 为磨损速率，mg/g，即每 1 g 飞灰所能

图2
Fig.2

包覆管上方流体速度分布曲线

Distribution of fluid velocity in transverse direction

磨损掉的金属质量。

above tubes

此模型适合于计算在锅炉正常运行条件下气流速
度范围内的飞灰磨损[3]。模型计算在商用流体计算软
件 Fluent 上完成，对于颗粒碰撞恢复常数及其引起的
磨损速率计算均采用 UDF(User defined function)实现。

UDF 是 Fluent 提供的用户修改接口，通过编制 C 语言
程序将用户命令与 Fluent 实现动态链接。采用 UDF
对不同粒径颗粒在管壁上的碰撞反弹的恢复常数进行
定义，同时记录在管束表面碰撞颗粒的质量、入射角
度、入射速度以及碰撞的位置、频率等特征量，并根
据这些特征量对管束表面磨损进行计算，记录磨损的
位置和速率，并输出结果。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后包覆管上方 20 mm 处沿锅炉深度方向流体速度分

图3

布曲线图

2.1

流体流场分析

Fig.3

Distribution of fluid velocity in lognitudinal direction
above tubes

由于省煤气出口后包覆管位于后烟道出口附近，
该处烟道截面积变小，烟气流速增大，最大值出现在
后包覆管拐角处，达到 20 m/s 以上。
图 2 所示为包覆管上方流体速度分布在宽度方向
的分布曲线。从图 2 可以看出，靠近侧壁的第 1 根后
包覆管附近上方的流体具有较大的速度，并随着至侧
壁距离的增加而减小。而随着距离管束垂直距离的减
小，管束正上方流体速度也逐渐减小，管束之间的流
体速度逐渐增大。
图 3 所示为后包覆管正上方 20 mm 处流体沿锅炉
深度方向的速度分布曲线，管 1 表示靠近侧墙的第 1
根管。从图 3 可见，流体速度随至后墙的距离减小而
逐渐增大，到靠近后墙附近，也就是后包覆管拐弯处，
速度有明显上升。另外，从图 3 也可以看出，靠近侧
墙的第 1 根管束上流体速度最大，并随着向烟道中部
推移，流速逐渐减小。

从图 2 和 3 可以看出，靠近侧壁或后墙流体速度
反而较中部速度大，似乎与常理不符。实际上，靠近
侧壁处烟气流道宽度相比中部管束间距小，因此，烟
气流经该处速度增大；对于后墙处烟气，由于管排与
后墙存在一定的间距，较多的气流会绕过管排，进入
该通道中，形成较大的速度。现场情况也表明，当锅
炉管排向侧壁偏斜 ( 由于安装问题或者管排热膨胀等
原因 ) ，会引起偏斜管排及侧壁水冷壁管束的磨损加
剧，这正是由于靠近侧壁烟气通道变窄，导致气流速
度增大。
2.2

飞灰运动分布分析
气固两相流模拟结果表面，靠侧墙和后墙处飞灰

浓度较高，颗粒附壁效应比较明显。
图 4 所示为 4 根后包覆管上颗粒碰撞平均速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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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曲线。从图 4 可以看出，靠近侧壁第 1 根管上颗粒

计算结果与实际运行结果相吻合。
图 6 所示为每根后包覆管磨损总率分布曲线(每

碰撞速度较大，随着距侧墙距离的增加，后包覆管上
颗粒碰撞平均速度有所减小。图 5 所示为沿锅炉深度

根锅炉管磨损速率除以第 1 根管的磨损速率作为纵坐

方向后包覆管上颗粒碰撞平均速度分布曲线。从图 5

标，即纵坐标表示无因次磨损速率)。从图 6 可以看出，

可以看出，随着距后墙距离的减小，颗粒碰撞平均速

第 1 根后包覆管上的值最大，随着距侧墙距离的增大，

度逐渐增大。

在第 2~4 根后包覆管上磨损速率依次逐渐减小。
图 7 所示为沿锅炉深度方向后包覆管上磨损分布
曲线(沿后包覆管均匀取 9 个点，每点的磨损速率除以
第 9 个点的量作为纵坐标，即纵坐标表示无因次磨损
速率)。从图 7 可以看出，沿后包覆管表面，随着至后
墙距离的减小，磨损率有增大趋势。

图4
Fig.4

后包覆管上颗粒碰撞平均速度分布曲线

Average impacting velocity of particles on different
tubes

图6

后包覆管磨损速率的分布曲线图

Fig.6 Erosion rate of different tubes

图5
Fig.5

2.3

沿后包覆管飞灰碰撞平均速度分布曲线图

Average impacting velocity of particles along tubes

后包覆管磨损分析
从管束磨损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第 1 层管束和

图7

第 2 层管的拐角处具有较大的磨损速率。而第 1 排管

沿深度方向后包覆管磨损速率分布曲线
Fig.7

Erosion rate along tubes

中部磨损速率约为 1 mm/a。受颗粒浓度和颗粒碰撞速
度等因素的影响，在靠近侧墙的第 1 根管束上以 2 层

2.4

防磨措施

管 的 及拐 角处 具 有较 大的 磨 损率 ，最 大 值接 近 3

从上述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颗粒浓度和颗粒碰撞

mm/a。工厂实际运行情况是，在后包覆管中部安装的

速度对磨损分布有直接影响。为了防止锅炉管束磨损

3 mm 防磨瓦，2 a 之内基本被击穿，说明其磨损速率

过快，需要采取合理的防磨措施。

在 1 mm/a 以上，而拐角处防磨瓦磨损更严重，可见，

一方面，在磨损明显的第 1 层管束迎风面安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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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瓦，其厚度根据表面磨损速率而定，尤其是在磨损
严重的拐角和靠侧墙第 1 根管束上，安装防磨瓦的厚

857−862.
[3]

以通过优化多孔板结构和安装，改善后包覆管附近气

12(5): 471−478.
[4]

JUN Yong-Du, Tabakoff W.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 dilute
particulate flow(laminar) over tube banks[J]. ASME, Journal of

流速度场和颗粒浓度场分布，以降低拐角和第 1 根管
上较高的磨损速率。例如，可以通过降低多孔板开孔

Grant G, Tabakoff W. Erosion prediction in turbomachinery
resulting from environmental solid particles[J]. J Aircraft, 1975,

度必须合理，既保证使用期内不被击穿引起管壁磨损，
又不能安装太多影响锅炉管导热率。另一方面，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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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ids Engineering, 1994, 116(4): 770−777.
[5]

率来降低后包覆管上方水冷壁周围气相流场等。

YAO Jun, ZHANG Ben-zhao, FAN Jian-ren.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a new method for protecting bends from erosion
in gas-particle flows[J]. Wear, 2000, 240(1/2): 215−222.

3

结

[6]

论

FAN Jian-ren, YAO Jun, ZHANG Xin-yu, et al.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a new method for protecting
bends from erosion in gas-particle flows[J]. Wear, 2001,

a. 在省煤器出口后包覆管附近流体速度较大，飞
灰浓度较高，而且越靠近侧墙和后墙，流体速度和飞

250/251(2): 853−860.
[7]

temperatures in coal combustion systems[J]. Wear, 1995,

灰浓度越大，受流体速度的影响，在后包覆管上颗粒
碰撞平均速度也出现靠近侧墙和后墙比较大的分布

Stringer J.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wastage at elevated
186/187(1): 11−27.

[8]

Molinari J F, Ortiz M. A study of solid-particle erosion of

[9]

Girish R D, Bhupendra K, Gandhi S C J. Effect of erodent

metallic targets[J]. Int J Impact Eng, 2002, 27(4): 347−358.

特征。
b. 受颗粒碰撞速度和颗粒浓度分布的影响，在后
包覆管拐角和靠侧墙第 1 根管上出现了较大的磨损速
率(接近 3 mm/a)，第 1 层管束中部迎风面磨损速率一
般为 1 mm/a。

properties on erosion wear of ductile type materials[J]. Wear,
2006, 261(7/8): 914−921.
[10] Mbabazi J G, Sheer T J, Shandu R. A model to predict erosion on
mild steel surfaces impacted by boiler fly ash particles[J]. Wear,

c. 基于磨损分布的特征，需要在第 1 层管束和拐
角处安装合理的防磨瓦厚度，另外，也可以通过优化
多孔板结构和安装方案的方法改善后包覆管周围气相
流场和颗粒浓度分布，达到降低磨损速率的目的。

2004, 257(5/6): 612−624.
[11] Nicholls J R, Stephenson D J. Monte Carlo modeling of erosion
processes[J]. Wear, 1995, 186/187(1): 64−77.
[12] Badr H M, Habib MA, Ben-Mansour R, et al. Erosion in the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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