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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早期的碳捕集项目正面临独特的挑战，不仅影响着项目开发者和碳捕集技术提供者，还影

响着项目融资者和法规监管者。 

项目开发者和融资者需要一个准确的资本和运营成本估计。法规监管者则需寻求在允许项

目进行前对其流程、对资源的要求以及减排的程度进行深入理解。 

利用现成的技术，如烟道气脱硫（FGD）（已经应用在许多新建或者改造的发电厂中）的性

能数据已经可用于融资模型或者性能保证的标准。然而，诸如 CCS 这类早期技术和保护技术提

供者知识产权的需求使得项目开发者、融资者以及管理者必须在缺乏公共可得信息的情况下来

评估该技术。 

该报告提供了对改造燃烧后碳捕集(PCC)发电厂性能的影响和监管进行独立验证的方法。该

方法学也可以适用于新建站点。它也将提供运行风险的价值和影响设施运营的潜在收入的基础。

该报告是基于一个改造 Loy Yang A发电站为 5000吨/天燃烧后碳捕集电厂的学习案例，以开发

和解释该方法学并呈现该案例的结果。 

重要的是，在本报告描述的方法学和结果已被一位知名的 CCS 捕集技术专家进行了专家审

查，这位专家发现该方法学在提供性能数据和保护技术提供者知识产权上有一套健全的处理方

法，同时能在评估项目中对更广泛的 CCS同行提供充分的依据。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执行验证（独立工程承包商）公司必须全面地得到技术提供者以及 CCS

项目提议者的支持1。 

WorleyParson是管理本项目总建设的独立工程承包商，并承接建立发电厂模型工作、燃烧

后碳捕集发电厂的整合和发电厂流程改良评估（由于额外的煤干化、干湿烟道气冷却而产生）

的审定。WorleyParson曾经也负责包括主电厂、燃烧后碳捕集以及煤干燥装置的整体系统的运

营性能数据。 

该技术提供商三菱重工业（MHI）提供所有用于燃烧后碳捕集发电厂改造的必要输入/输出

和由于额外的煤干燥所引起的发电厂运营环境的改变来提高发电厂的整体效率。 

Loy Yang Power发电厂集团提供所有用于建立发电厂模型的必要运营数据。 

本报告的分工确保了技术供应商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同时允许对总体表现进行的独立评

估。该方法学对技术供应商的“黑盒”达到最少化，并将捕集技术与整体发电厂表现和发电厂

整合问题相关的特定技术进行分离。从发电厂的角度看，独立部分和整体流程可以在理论上可

取的结果作为对比标准，通过降低项目的表现风险部分。 

 

 

项目范围 

本研究重点关注围绕改造现有自备煤干燥的亚临界燃烧后（褐煤）发电厂发电厂和商业规

模的燃烧后捕集发电厂（（5000吨/天）来进行二氧化碳的部分捕集。 

                         
1
本研究由WorleyParsons与三菱重工联合完成。并由三菱重工将捕集流程的数据提供给WorleyParsons,本研究并没有发表任何机

密的数据。与机密数据相关的数据都被保留的以相对影响的形式变现在电厂优化的结果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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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方块图展示了将现有发电厂进行改造为煤干燥发电厂和燃烧后发电厂。它也展示了

需要在发电厂和改造后的煤干燥和燃烧后捕集发电厂之间进行整合的基本流程（输入与输出）。 

 

改造现有发电厂为煤干燥和燃烧后碳捕集发电厂的数据流程图 

 

                                                             来源: 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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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学 

在以下图表中展示了本报告采用的方法学的简单示意图。 

研究方法概况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本报告通过 5 个案例以在一系列的技术方案中示范和验证该方法。这些在以下表格中展示

的案例是基于定义和对比不同技术选项对电厂表现影响的敏感性而选定。在实践中，这些案例

将取决于需要研究的课题。例如，如果项目的目的是定义对于特定发电厂的最佳可用燃烧后碳

捕集技术，这些案例将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在本报告中选取的案例大部分着重于定义利用预选

的燃烧后碳捕集技术、煤干燥流程以及干湿烟道气冷却的改造以达到发电厂的最佳性能。 

 

案例研究 

 

来源: 沃利帕森斯公司 

现有可用的商业软件的其中一个最大缺点就是没有的单一工具允许把朗肯循环(Rankine 

cycle)、燃烧后碳捕集发和煤干燥等多种技术整合到一个系统模型中。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由

独立工程承包商来定义可用的软件包和适用软件工具套件来取得项目结果。这也包括具备能力

整合这些软件包来确保模型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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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例的验证方法学在以下图表中展示。一个部分负载案例和一个全负载案例一并被验

证以确保基础发电厂模型的准确性。两个案例都已做了对比并且利用了发电厂的实际机组运行

数据进行验证来确保模型开发的高度准确性。 

基础案例方法学流程表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为了使技术提供者能够定义流程输入和输出到他的“黑盒子”，来自基础发电厂（基础案

例）的烟道气条件和属性数据被提供给燃烧后碳捕集流程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者来设计每日

5000 吨发电厂的模型。 

来自每日 5000 吨模型的输出数据由技术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并且回馈给基础发电厂模型

来完成案例 1模型。 

案例 1验证技术在以下的图表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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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方法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剩下的案例 2 至案例 5 模型类似地增加了复杂性程度，归结于发电厂整合的较高水平，以

优化改造发电厂的整体表现。 

为了对比不同案例的结果，一组主要表现参数已被定义。这些参数可能根据案例学习和需

要解决的课题而变化。重要的是在项目的开端确定一组清晰的主要性能数据以定义模型需要的

输出。这方法也确保采用的模型并不需要再考查，同时结果可以与其他作对比和作为对比标准。 

对于该研究案例，以下主要表现参数已在各案例中被确定和评估。 

 燃烧后碳捕集发电厂的蒸汽耗能，兆瓦 

 燃烧后碳捕集发电厂的厂用电，兆瓦 

 二氧化碳压缩耗能，兆瓦 

 煤干燥发电厂的备用发电供应，兆瓦 

 发电厂净发电输出，兆瓦 

 发电厂净效能，% 

 电力输出损耗，kWhe/tonne CO2 

 

以上参数也可以被优化来评估不同燃料成分的燃烧后碳捕集技术。 

必须留意的是本案例研究是在燃烧后捕集电厂改建项目（现有褐煤发电厂中）的预可行阶

段上进行。建议在项目的各个决议阶段重覆进行独立验证，并将其作为最后投资决议的一部分。

该流程确保任何技术改变以及在随后最终投资决议中的项目评估所增加的工程定义水平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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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充分地反映，并且项目支持者已经明确关于在各个项目发展的决议部分的成本和表现影

响。 

方法的独立审核 

本报告使用的方法学由独立同业审查人 Kelly Thambimuthu 博士（也是国家能源署温室气

体研究和发展项目的主席）进行审核，以制定工业标准。该独立验证仅着重于技术审核而没有

审核或者验证任何来自发电厂又或者是燃烧后碳捕集流程的特定表现数据。 

该独立同业审查人并没有评估任何来自发电厂或者是知识产权所有者的知识信息，因为它

是方法的同业审核而不是实际结果的审核。验证是通过独立同业审查人在以下过程中的紧密参

与所进行： 

 在项目启动时的方法定义会议； 

 基础案例建立后的中期方法学回顾； 

 项目结束时的最后方法学审核。 

结果 

在以下表格中显示该热力学结果和主要表现参数。由独立验证得来的结果与发电厂所有者

和技术提供者的期望一致，并且确认了所有参与者对于该改造发电厂的预期表现的期望。 

在一方面这些技术流程性能参数允许独立案例之间的相互对比，另一方面对于考虑到经济

和环境因素的最佳方案他们并不足以制定最终决议。然而，他们是重要的数据并且是随后技术

经济和环境影响评估的基础，这些评估将最终地定义优选的技术方案和投资决议。 

在这些学习案例中，优化的燃烧后捕集方案（案例 4）的实施取得一个较高净发电输出和

较高的发电厂运营商收入。然而，与案例 3 包括煤干燥的优化案例相比，其效率却较低，并导

致较高的剩余二氧化碳排放和燃油成本。这些考虑因素强调了在热力学模型的基础上开发该方

法学以整合额外的技术经济评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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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模型结果的总结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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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由 WorleyParsons 和其他项目主持者以及碳捕集技术提供者三菱重工业（MHI）合

作进行。MHI 为 WorleyParsons 提供燃烧后捕集流程数据，在公开报告中未公开保密流程数据。

任何在本公开报告中使用的保密数据都已被标准化来展示发电厂优化的相对影响。 

 

结论  

本研究建议的方法论可以实现独立验证由现有发电厂改造为燃烧后捕集发电厂而带来的性

能影响这一项目目标。燃烧后捕集发电厂和煤干燥发电厂的研究结果与发电厂所有者的预期一

致，并且由技术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的数据证实通过验证流程得到的预期表现与提供的数据吻

合。 

独立验证由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黑盒”提供的技术这一概念允许在技术驱动表现和整体发

电厂表现之间的高水平透明化和信心，同时确保技术供应商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该流程确保

了独立流程部分能够被验证，通过一个能够审核知识产权所有者提供的数据且符合期望并且确

认其可靠性的独立流程。必不可少的是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化学和热力学流程的表现是值得

信赖的。 

适用软件套件和兼容软件工具的选择一直以来对于取得项目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

有一个全面整合的软件套装在商业上适用于运行整个项目范围。本项目选取的软件工具足够灵

活被使用，不仅适用于定义的学习案例，而且也适用于新建站点以及其他采用超临界或者超超

临界蒸汽循环的锅炉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份研究是基于特定的知识产权技术，但是该验证方法学的开发对于利

用其它燃烧后碳捕集技术、煤干燥和/或者结合技术改造现有或者新建发电厂的的研究也是适用

的。 

在缺乏一个专门针对煤干燥和/或者燃烧后捕集改造的综合热力学流程软件包的情况下，本

报告中表述的方法在这类改造模型上可被作为目前的最优方法。 

该发电厂性能的独立验证将对减少目前对于建设大型燃烧后捕集项目的融资所需要的风险

资金作出了贡献，因为它定义了一套独立验证这类创新发电厂表现的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学

应用在重要的项目阶段来确保对于发电厂所有者和其他项目部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表现影响和

运行成本的高水平透明化。 

本研究的主要建议是燃烧后捕集改造项目应该研究在本报告中描述的方法学，定义在本报

告中描述的燃烧后捕集方案和其他提议的燃烧后方案之间的不同，并且在需要时改良该方法学

来开发一套适用于他们发电厂的定制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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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 历史与项目概述 

对大部分早期的型碳捕集项目，存在着一个艰难的挑战。该挑战不仅影响项目开发商和碳

捕集与封存技术供应商，还影响项目融资人、监管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碳捕集行业

考虑是否在其附近兴建一个碳捕集示范项目。 

 

1 项目开发商与融资人 

为了获得一个碳捕集示范项目的资金，开发商和融资人必须能够准确地预测包含在一个示

范项目的生命周期内运营一个碳捕集电厂的成本。例如，这意味着能够理解由于热效率和蒸汽

的减少、捕集电厂对水和电力的消耗，对运营成本（OPEX）等主要领域的影响。欧洲最先进的

大型一体化 CCS项目2其中有工程反馈，与运营成本有关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实际结果与预测成本

不同，这可能导致： 

• 假如对运营成本估计过高至不可接受的水平，——将导致一个项目无法进行， 

• 假如估计过低，而无法预计额外的成本——将导致在运营阶段存在财务风险。 

 

2 监管者和 CCS同业 

监管者和某些考虑兴建一个捕集电厂的同行也对该运营数据感兴趣，因为在同意批准一个

项目之前，他们必须了解一个项目将花费多少、将需要什么样的资源，以及该项目可能产生的

仸何排放。对于许多掌管这些新颖的创新型捕集项目各方面许可的监管者来说，这种挑战将可

能证明是复杂的。尽管出现了 CCS 特有的监管制度，根据现有的环保模型、规划和能源法规，

许多要素和相关的过程将仍旧需要许可和审批。监管者将被要求在保持监管许可程序的完整性

和要求的同时，确保项目支持者或技术供应商的知识产权（IP）被保护。此外，建立包含实现

高透明度和在监管过程中维持公众信心的良好实践，将是非常重要的。 

 

3 碳捕集技术供应商 

掌握着每个人都渴望获得的信息的碳捕集技术提供者，已经投资了大量的物力来开发，分

析并评估他们的技术，因此，希望保护其有价值的知识产权。 

利用现成的技术，如烟道气脱硫（FGD）（已经应用在许多新建或者改造的发电厂中），此

类运营性能数据可现成用作融资模型或者验证性能保证的标准。然而，利用诸如 CCS 这类创新

技术和保护技术提供者知识产权的需求，使得项目开发者、融资者以及管理者必须在缺乏公共

可用信息的情况下来评估性能和成本仍有困难。 

 

                         
2 ROAD 项目︱Maasvlakte CCS 项目 C.V.《减少项目风险》，2011年 12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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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相信我，我是一个碳捕集技术提供者”不能取代一种性能数据的独立验证，全球

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已经支持沃利帕森斯公司与碳捕集项目支持者Loy Yang电力公司和澳大利

亚能源公司（原TruEnergy公司）、以及碳捕集技术供应商三菱重工（MHI）合作，参与一个验

证供应商数据并创建一种方法学的流程，以利用性能的验证和其设施运营的潜在收益影响来帮

助电厂所有者，同时保护该技术提供者潜在的敏感的知识产权。 

本报告为有关电厂性能影响的独立验证和改造燃烧后捕集（PCC）项目的投入提供一种方法

学，燃烧后捕集项目也可以容易地应用于新建电厂。这将帮助验证性能风险和设施运营潜在收

益影响的。本报告利用基于在Loy Yang A电厂的部分燃烧后捕集改造的案例研究来解释这种方

法学，并在技术供应商和CCS项目支持者的全力支持下，详细说明该案例研究的结果
3
。 

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学和本报告中描述的结果都经过了建立这种方法学的主要CCS捕集技术

专家的同行评议，将成为在提供运营性能数据保证的同时保护技术供应商知识产权和为CCS行业

提供在评估过程透明度上的信心的一种有效方法。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学将适合于使项目融资

决策、环保的和高级的许可审批所需要的那种保险、成本和质量检查的保障。 

 

电厂性能的独立验证可能有助于降低当前需要的风险溢价，为一个大规模燃烧后捕集电厂

的项目执行筹措资金，因为它确定了一种方法学来独立验证和减少早期的电厂性能中的任何意

识到的不确定性。 

 

2 研究范围 

 

本研究的范围是协助碳捕集与封存项目实施和开展。总的来说，当提议在现有的或新建电

厂上推广时，理解CCS项目的性能影响非常必要，因为这些性能影响对CCS基础设施的运营成本

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影响电厂运营商的赢利能力和社会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总的成本。 

本研究将解决以下两个开发燃烧后捕集项目的主要关键方面： 

• 这种提议的方法学将提供关于电厂性能和燃烧后捕集项目投入影响的独立验证。它为电厂

所有者记载了一种用于其电厂运营的风险验证和收益影响的方法学。 

 

• 电厂性能的独立验证可以有助于降低当前需要的风险溢价，为一个大规模燃烧后捕集项目

执行筹措资金，因为它确定了一种方法学来验证对电厂此类改造的性能。 

 

 

2.1 研究框架 

 

                         
3
本研究已经由沃利帕森斯公司和项目支持者以及碳捕集技术供应商三菱重工共同完成，同时，三菱重工向沃

利帕森斯公司提供燃烧后捕集流程数据，非机密流程数据已经在公开报告中发布。在该公开报告中使用的任何机密

数据已经被标准化，以表现电厂优化的有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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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在一个发电厂安装与捕集有关的CCS基础设施，利用一个案例研究来证明这种电

厂性能影响的独立评估方法学。 

该案例研究围绕改造一个现有的亚临界粉煤（褐煤）燃烧发电厂制定的，该电厂配备一个

煤干燥电厂和一个捕集部分二氧化碳的商业规模（5000吨/天）燃烧后捕集电厂。 

在本研究中，这个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被指定与Loy Yang A发电厂的一个机组整合

在一起 。下方图2.1中的方框图说明了一个现有机组加装煤干燥电厂和燃烧后捕集电厂。它还

展示了需要整合的现有发电厂与改造后的煤干燥电厂和燃烧后捕集电厂之间的基本流程（输入

和输出）。 

这个框架基于一个现有电厂的真实案例，已经被选择用来定义一种能够扩展到燃烧后捕集

技术的类似改造或新建应用的方法学。 

二氧化碳封存建模不是该研究范围和框架的一部分。压缩后的二氧化碳被假设输送到该电

厂出口以适合运输的条件通过管道运输到异地封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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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方框流程图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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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厂布局与技术 

 

3.1 Loy Yang A 电厂描述 

 

Loy Yang A电厂是一个褐煤燃烧发电厂，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东南的特拉拉尔根东南7

公里。下列图3.1显示的是该电厂的大概位置。 

该电厂生产的电力约占维多利亚州电力需求的40%。Loy Yang A电厂每天发电需要6万多吨

褐煤，专门由一个专用的露天煤矿供应。在Loy Yang的采矿作业开始于1982年。 

Loy Yang A电厂的建设贯穿20世纪80年代，由四个锅炉/轮机机组组成：1、2、3、4号机组。 

 

图表 3.1 Loy Yang A 电厂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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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该电厂的四个锅炉，每一个都是一个发电机组的一部分。除了锅炉以外，一个机组

包含一个涡轮发电机、辅助设备和管道工程。每个机组最初的额定功率为500兆瓦，自从投产以

来，这些机组已经经过了升级，实现了输出量的增长，平均在550兆瓦以上。从机组控制室进行

这些机组的运行和监控。 

 

锅炉安装在附属于煤仓和电气附属建筑结构的锅炉房。该建筑物不是完全封闭的，墙体只

有部分是部分覆盖的。这些锅炉从机组1号锅炉开始，由西向东排列成一条直线。 

每个锅炉由以下设备组成： 

• 通风设备——两台引风（I.D.）扇；两台鼓风（F.D.）机；两台回转空气加热器；辅

助系统、管道、气流调节器以及通风设备控制；烟囱。 

• 辅助点火装置——三个燃料仓；仓门；圆盘给料机；盆式辊磨机和P.F.抽风机；连接

12个P.F.燃烧器（4面炉墙的每一面3层）的P.F.管道；天然气点火器和引燃器、配备控制

闸和隔离阀的输气管；火焰扫描系统和控制器。 

• 主点火设备——仓门；给煤机；给煤机排气调节门；8个磨煤机；燃烧器；主点火设备

控制器。 

• 除尘器——静电吸尘器和控制器。  

• 锅炉结构和受压部件——结合了蒸发加热膜管水冷墙的炉罩；过热器、回热器和相应

的电路管；温度控制器；节热器；分离器与混合器；循环泵和过滤器；过热器和回热器安

全阀以及其他的特殊阀门。 

• 在线锅炉清洗——包括对流管束煤烟鼓风机和炉膛高压水炮的遥控、手动和自动设备

及控制器。 

 

本研究中的锅炉是一种结合叠加再循环的平衡通风、塔式单元类型。这些过热器、回热器

和节热器叠加在炉罩中，位于燃烧室的上方。这些锅炉燃用来自于Loy Yang露天煤矿粉碎的褐

煤，虽然这些褐煤有较高的水分（大约60%），但是具有较低含灰量（平均0.9%的湿基）。 

如以下小节所指出，为了使该模型输入数据集一致，在必要的地方已经做出了调整。 

3.1.1 现场条件 

 

用于基础案例模型的LYA现场条件如下列表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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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1现场条件输入数据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3.1.2 煤炭规格 

 

用于基础案例模型的 LYA煤炭规格如下列表格所示。 

表格 3.2 Loy Yang 煤炭规格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3.1.3 关于煤炭成分的说明 

为了匹配附录 4中那个 5000 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进气定义 100%》（设计案例）中列

出的烟道气二氧化硫成分，上表中硫含量值没有直接用于基础案例模型中，而是用该模型中调

整过的数值代替。在该模型中使用的调整后的硫含量输入数值时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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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记录的平均灰含量是2.9 wt%（干基），然而，用于该模型中的0.9 wt%是基于2010

年的记录，而且被LYP公司认为数值偏低。由于LYA电厂是一种坑口电厂，可能处理不同成分的

煤炭（取决于该煤矿朝哪个方向开采），这将需要在潜在的燃烧后捕集改造的详细设计阶段进

一步的考虑。 

3.1.4 锅炉房的输入与输出 

 

锅炉房的输入和输出在下列简化方框图中展示。 

图表 3.3锅炉房的输入与输出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主要的锅炉输入时助燃空气、水和燃料（粉碎的褐煤），与此同时，锅炉输出的是蒸汽、

烟道气和灰。 

为了给锅炉房建模，以下表格中的输入数据输进了GateCycleTM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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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房模型（燃烧）输入数据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3.1.5 关于锅炉房输入和输出的说明 

 

上文中的“灰中的未燃碳”指的重量百分率，由在《DryFiningTM 研究报告》中完成的燃烧

计算定义。 

上文中“节热器排气”数值在LYA运行的一个锅炉的终端可能接近410摄氏度。 

上表中“锅炉效率”数值不是用作该模型的一种输入，是从模型输出计算和与上文中记录

的数值相比较而得出的。 

为了匹配附录4中那个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进气定义100%》（设计案例）中空气

加热器烟道气的成分，该模型中的空气加热器泄漏数值被校正。 

3.1.6 蒸汽轮机的输入与输出 

1号机组的蒸汽轮机由原始设备制造商西门子公司提供。当初订购该型号轮机的原因包括它

具备500兆瓦的保证额定功率、预计529兆瓦的最大容量、具备8.29千克/秒的回热器喷射流而被

订购。 

可实现发电量一般少于529兆瓦，取决于蒸汽条件、锅炉喷射流、电厂配置以及随着时间的

推移设备老化的程度。 

这些限制基于额定汽轮机入口的蒸汽条件，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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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3 LYA蒸汽循环条件 

 

来源：Loy Yang电力公司 

  该原始设备制造商指出，该锅炉炉膛容量大大超出了所有机组所需要提供的轮机额定蒸

汽流量。 

上个年代初，为了最大化经济程度，该原始设备制造商已经升级了这些涡轮发电机组，符

合： 

 

• 1295兆瓦（热蒸汽）的锅炉热容量， 

 

• 473千克/秒的主蒸汽流量限制 

 

1号机组的升级在下表所概述的期间完成。 

 

表格 3.4 LYA机组升级日期 
 

机组 
 

轮机升级 

  

冷凝器升级 

  

     
 

1  2003年11月/12月   2003年11月/12月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该原始设备制造商所采用的解决方案是，替换和改变高压和中压内部模块（内部气缸和转

子）以及更大吞吐能力的轮机，装备现代的高效叶片装置。连接螺栓被升级成液压螺栓，使能

够传输额外的扭矩并减少维护工作。 

该1号机组的高压和中压内部模块被替换成新的组件。1号机组的效率高于3号机组和4号机

组的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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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蒸汽压力保持在低于锅炉安全阀设置，在升级后的高压和中压气缸上方增大了轮

机入口容积。 

为了确保锅炉安全阀操作在公称464千克/秒的主蒸汽流下的正确次序，并考虑到相关的更

高的热负荷： 

• 主蒸汽压力被从16.4MPa.标准大气压降低到16.0MPa标准大气压， 

 

• 安全阀设置被校正为与较高的蒸汽流量一致，以及 

 

• 设计冷凝器压力被增加到10kPa.标准大气压。 

 

 

在设计锅炉负荷的可实现负荷将取决于电厂条件和冷凝器压力。基于锅炉热负荷为1295兆

瓦（热蒸汽）的新轮机设计条件如下表所示。 

表格 3.5 LYA 机组升级后的条件 

 

来源： Loy Yang

电力公司 

 

蒸汽吞吐容量的公差被指定为-0%/+4%，因此最大预计负荷大于以上额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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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负荷的相应公差大约是-0兆瓦/+22.5兆瓦。较高的负荷只有在一种相应大于设计的蒸

汽流量和锅炉热负荷下，才可以实现。 

3.1.7 烟道气条件和成分 

 

为了匹配附录4中那个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进气定义100%》（设计案例）中，在

《设计的基础》所介绍的空气加热器出口烟道气的成分，该模型的空气加热器泄漏数值已经被

校正。 

3.2 燃烧后捕集电厂 

3.2.1 5000 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描述 

这种燃烧后捕集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者（三菱重工）的烟道气二氧化碳捕集电厂利用一种

先进的受阻胺溶剂作为二氧化碳吸收剂。在本项目开发期间，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和该燃

烧后捕集技术所有者同意在一个标准的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利用这种胺溶剂，该捕集电

厂将提供来自于 一个Loy Yang A 锅炉电厂的烟道气。这个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额定捕

集90%的流入烟道气（即90%效率的）。 

3.2.2 这个 5000 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技术流程描述 

 

这个5000吨/天电厂的流程由以下描述的三个主要部分组成：（1）烟道气预处理部分，（2）

二氧化碳捕集部分，（3）二氧化碳压缩和脱水部分。以下方块流程图（图表3.3）说明这些部

分和简要描述每一部分的所示。 

 

图表 3.3 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方块流程图 

 

来源：三菱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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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道气预处理部分 

 

二氧化硫吸收器 

二氧化硫吸收器由一个配备氧化设备的单塔和单喷淋管道组成。烟道气被引进二氧化硫吸

收器，使其与石灰石浆液接触。包含在烟道气中的二氧化硫在该流程中被吸收和氧化，形成石

膏。 

深度烟道气脱硫部分 

烟道气进入位于烟道气冷却器底部的集成的深度烟道气脱硫部分，直接与一种碱性的、控

制PH值的溶液接触以移除二氧化硫。 

烟道气洗涤部分 

在通过了深度烟道气脱硫部分之后，烟道气通过填料上行进入烟道气洗涤部分。在此阶段，

来自深度烟道气脱硫的烟道气温度太高而无法直接送入二氧化碳吸收器，因为较低温度的二氧

化碳分子的发热反应和溶剂效果较好。因此，在进入二氧化碳吸收器之前，烟道气通过与来自

冷却器顶部供应的循环水直接接触而被冷却。 

 

（2）二氧化碳捕集部分 

 

二氧化碳吸收部分 

 

该二氧化碳吸收塔也利用填充物。它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1）位于下面部分的二氧化碳

吸收部分和（2）位于上面部分的水洗部分。 

     1）二氧化碳吸收部分 

来自烟道气冷却器的预处理烟道气被导入二氧化碳吸收塔的底部。这些烟道气通过

填充材料向上运动，同时贫液被从吸收部分的顶部直接引入到填充物的上面。在这些溶

剂在填料表面接触之前，这些烟道气在这些填充物内均匀地散布，在填充物中，烟道气

中的二氧化碳被这些吸收剂选择性地吸收。 

来自二氧化碳吸收器底部的富液通过富溶液泵泵出，然后通过溶液热交换器被直接

送到再生器。 

     2）水洗部分 

来自二氧化碳吸收部分的烟道气向上运动进入到二氧化碳吸收器上方的水洗部分。

处理过的气体经过水洗，从而移除了任何气化的溶剂并被冷却，以在该系统中保持水的

平衡。该水洗部分以填料和几种除雾器的组合为特色。 一个由三菱重工特别开发的特殊

专有除雾器包含在该系统中。这种三菱重工专利设计的系统配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一

些电厂进行了商业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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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再生 

再生发生在使用填料的圆柱中，在那里二氧化碳富液通过低压蒸汽被剥离出二氧化碳。 

来自二氧化碳吸收器底部的富液被来自再生器底部的贫溶剂通过一个溶液热交换器加热。

加热后的富液会被引入该再生器的上部，在那里富液与填充物上方的解析蒸汽接触。 

再生器中的蒸汽由利用低压蒸汽煮沸贫溶剂的再生器再沸器产生。来自再生器再沸器的冷

凝物被收集进冷凝液罐，然后被蒸汽冷凝物抽空泵泵到塔外。留在再生器圆柱上方的水汽被再

生器冷凝器冷却，冷凝水被收集进再生器的回流罐中。 

（3）二氧化碳压缩与脱水部分 

二氧化碳作为气体产品被送到二氧化碳压缩和脱水部分，在通过了二氧化碳压缩器的低压

段之后，被送到脱水处使二氧化碳产品脱水。把二氧化碳转移至运输封存地点的管道之前，二

氧化碳压缩器将把二氧化碳压缩到100巴的压力。 

3.2.2.1 溶剂回收（间歇式操作） 

回收的主要目的是从溶剂中移除诸如热稳定盐（HSS）等可溶解的溶剂降解物。回收器起到

一种简单蒸馏的作用，由于溶剂降解物和盐的沸点温度高于水或溶剂，因此它们留在回收器罐

中，在那里它们易于被收集处理。 

3.2.2.2 公共设施 

蒸汽系统 

 

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运行需要低压蒸汽。低压蒸汽通过再生器再沸器被用来煮沸贫液。 

在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基础案例中，二氧化碳压缩器通过一台电动机驱动。 

在另一种间歇性基础上，中压蒸汽在回收操作期间被用于煮沸溶剂。 

冷凝物被收集在一个冷凝液罐中，将被送回该电厂的冷凝系统。 

3.2.3 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干空气冷却系统 

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干空气冷却系统（用于案例5）被提议基于一种配备空气冷却热交换器

的封闭冷却水循环系统进行配置。 

这不同于传统的开放型循环水冷系统的配置（例如，一次通过系统或湿式冷却塔系统）。 

用于案例5的空气冷却系统将取代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水冷系统，该系统用于以下热负荷： 

 

 烟道气冷却水冷却器 

 洗涤水冷却器 

 贫溶液冷却器 

 吸收中间冷却器 

 再生器的冷凝器 

 第一阶段到第六阶段放电冷却器 

 低/高压阶段二氧化碳压缩器阶段冷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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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煤干燥电厂的描述 

大河能源公司（GRE）已经开发了一种称作DryFiningTM的独特的煤干燥和煤精炼技术，并已

获得专利，该技术可以提高燃煤发电厂的运行效率，从而减少该电厂的排放和碳足迹。这种

DryFiningTM技术概念包含利用发电厂可能用得上的废热来干燥流化床干燥器（FBD）中的原料

煤（原煤）。利用一个流化床的重力分选特点和煤干燥器的一种特殊设计，存在于煤炭中密度

较大的材料，如硫化铁矿、小石块和沙，被从煤炭中分离出来，从而提高供应给电厂的煤炭的

质量。在美国能源部（DOE）“清洁煤电力计划（CCPI）”和位于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市的国家

能源技术实验室（NETL）的额外支持的协力下，DryFining
TM
技术被开发出来。在过去十年间，

大河能源公司已经在一个2吨/小时的验证中试规模的煤干燥机中首先证明了该概念的技术可行

性，然后在大河能源公司位于美国北达科他州俾斯麦附近的煤溪发电厂的一个75吨/小时的标准

规模干燥器中证明，最后在这个2×600兆瓦坑口电厂完全转化到该电厂的整个煤进料

DryFiningTM技术中证明。煤溪电厂的商业化煤干燥系统包括每个机组4个商业规模的（125吨/

小时）移动床流化床干燥器、破碎机、一个处理分选的褐煤原煤和产品流的输送系统、微粒控

制系统以及控制系统。该系统的过程监控和控制完全仪表化。系统试运行完成于2009年12月。      

包括氮氧化物、硫化物、汞、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和每吨煤炭发电量的增加的结果，

已经证实了这一概念的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根据美国能源部这一计划的条件，大河能源

公司有能力促进这种DryFiningTM技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应用。燃用高水分煤炭的发电厂在采用

DryFiningTM技术的情况下，将获得特殊优势。 

 

3.3.1 余热的来源 

由于Loy Yang A电厂的机组燃用水分非常高的燃料，Loy Yang电力公司2010年委托沃利帕

森斯公司完成一项在Loy Yang A电厂应用煤炭干燥(DryFiningTM)技术的初步预可行性研究（1A

期）。该评估的目的是通过完成一种高水平的流程分析，以使Loy Yang电力公司能够为一项可

能的第一阶段研究作出明智的决定。 

对提供给该研究的Loy Yang “软”褐煤的分析表明，Loy Yang煤炭从地质学上来说比来自

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河能源公司的“硬”褐煤年轻得多。Loy Yang的褐煤的60 wt%（或每千克

干煤1.5千克的水）的水分含量也大幅高于大河能源公司38 wt%的煤炭（每千克0.61千克水）。 

因此，降低Loy Yang煤炭进料中的水分有潜力显著提高电厂性能。在本研究中，煤干燥厂

的规模等同于LYA的一个500兆瓦的（3号机组）的煤干燥。 

在大多数机组上，用于DryFining
TM
的废热的主要来源是来自于烟道气系统。这些废热通过

在空气加热器和微粒去除设备下游的烟道气中的方便位置安装烟道气冷却器（FGCs）来获取。 

LYA运行的烟道气温度在ID风机入口温度一般处于170摄氏度和190摄氏度之间。然而，运行

原理理论最低值不低于160摄氏度，仅比烟道气的硫露点温度高20至25摄氏度。 

尽管在烟道气系统中的硫化物冷凝造成的腐蚀在LYA运营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本

研究也同时对露点5摄氏度以上的范围评估了在这个估计的露点上的烟道气温度的可用潜力。考

虑到5摄氏度的幅度设计，即140摄氏度这一较低的烟道气温度。这相当于烟道气冷却器的出口

温度。这些产生的热可用于煤干燥，那么，建议燃料水分从60%降低到54%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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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含量降低到54%导致通往锅炉和大部分煤处理系统的燃料流量的减少。在锅炉上减少的

湿负荷可使锅炉效率从72%增加到75.4%。额外的运营效益预计是通过后端设备减少烟道气流量、

减少在煤处理和加工设备（尤其是粉碎机）上的负荷、减少在ID风机和空气处理设备（空气预

热器、ESP、通风管道等）上的负荷而得到。最重要的是LYA的碳足迹由于排放减少的结果而减

少。 

来自该研究的煤干燥结果的摘要信息如表3.7所示。 

 

表格 3.7来自先前研究的燃料水分减少结果摘要 

来源：三菱重工 

这些数据由Loy Yang电力公司提供并收集自之前的2010年煤干燥研究表格，是本研究的煤

干燥基础模型的设计基础。 

本研究的模型的煤干燥电厂的规模取决于： 

• 该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所需的烟道气数量，和 

• 将现有的烟道气温度限制在140摄氏度。 

LYA的锅炉设备假设为能够以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模型设计条件运行，如同在2010年研究

的案例中一样。 

从上文描述的设计基础可以看出，本研究中考虑一个两级烟道气冷却器。 

第一级将烟道气流从181摄氏度冷却到140摄氏度，将以高于酸露点温度的温度运行。 

第二级将把烟道气流冷却大约37摄氏度，直到70摄氏度（该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所

需的条件），因此，将以低于酸露点温度的温度运行，需要在其建设时使用耐腐蚀合金。 

从空气加热器的烟道气上游也可能获得较高等级的热。 

对DryFiningTM来说，循环水系统也是废热的一个潜在来源，虽然其因为相对较低的温度必

须直接利用。这可以通过风机入口或出口线圈将这些废热转移进锅炉系统来完成。这种利益的

性质需要更详细的热集成建模。由于LYA的机组装备了冷却塔，利用热水供应给这些冷却塔，不

仅有利于该DryFiningTM流程，而且有利于减少冷却塔上的散热负荷。 

由于煤的水分的降低和该电厂效率的提高，导致给煤量和排放的减少。一项比较研究被推

荐来比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需要的设备成本和与之相对的燃烧后碳捕集系统的建设成本和运营

成本，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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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流化床煤干燥器 

大河能源公司领导的一个团队采用由空气液化的移动床流化床干燥器开发了一种煤干燥

器。流化速率进行了优化，以使流化空气的流量和风机功率最小化。这种干燥器以低干燥温度

（110至120摄氏度）、在接近大气压的压力下运行。该干燥器的热量由着床热交换器（一般65%

至70%的总热输入）和流化空气（30%至35%）提供。流化床煤干燥器被设计用于保持煤床的温度

处于45至50摄氏度的范围，同时最高床温被限于55摄氏度。移动流化床的高传热与传质特性和

高流通量，导致该干燥系统的一种紧凑设计。由于该干燥器的一种低运营温度，不需要特殊材

料，该干燥器由碳素钢制造。 

这种流化床煤干燥器被设计用来将一块煤粉碎成平均6.4毫米的大小。因为现有的碎煤机只

使煤粉碎至75毫米，因此，将需要在LYA安装新的碎煤设备。 

3.3.3 分离 

 

利用流化床的重力分离特点和Mark II 煤干燥器设计的特殊特点，存在于煤炭中的密度较

大的材料，如硫化铁矿、小石块、以及沙子被从煤炭中分离出来，从而提高了供应给电厂的煤

炭质量。提供给LYA的褐煤拥有低于大河能源公司的褐煤的硫、灰和汞含量，但据说有较高的钠、

铁和总灰分。因此，DryFining
TM
的分离特点可能适合于Loy Yang减少炉渣和热回收区（HRA）污

垢。 

 

4 方法学 

在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估下，本研究作为一个现实电厂的案例研究被开始进行。 

4.1 项目执行角色 

以下角色对实现一个独立评估的满意结果至关重要： 

独立工程承包商：沃利帕森斯公司为本研究承担独立工程承包商的角色进行软件挑选、项

目范围和案例定义、电厂建模包括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整合、以及所有案例的评估。主要的成

果包括由燃烧后捕集改造的实施、煤干燥设备的安装和烟道气冷却方法的执行而造成的电厂性

能影响的一个独立意见。 

主设施：Loy Yang电力公司为沃利帕森斯公司提供该电厂的锅炉和蒸汽轮机所有所需的投

入，利用合适的软件为该电厂的建模。它还通过与实际的电厂性能数据比较输出，为验证这些

热力学模型提供资源。 

技术供应商：将技术供应商列为项目参与者非常重要，因为燃烧后捕集流程本身是专有的。 

为独立工程承包商建立完整的流程模型将是不可能。因此，原始设备制造商将为核心燃烧后捕

集流程的运营提供所需的流程数据。然而，从整个电厂性能中隔离这种核心流程还将需要一种

评估，以确保保持化学平衡和热质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三菱重工为这个配备和未配备煤干燥

设备的基础电厂提供所有必需的输入和输出，这些输入和输出将独立验证一个改造后的 5000

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 

这些参与的组织的详细描述可以在附录1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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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这种提议的方法学满足这些项目目标，一位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被安排验证用于

本研究的这种方法学。这一角色由Kelly Thambimuthu博士担任，他是CCS领域的一位独立专家，

也是“国际能源署温室气体研发计划”的主席。这一角色不是一个持续性的角色，而且在本研

究中开发的方法学的任何后续推出中不被需要。 

4.2 整体研究方法学与项目时间线 

 

一份高级研究流程示意图在图4.1中展示。 

构建这些模型的独特步骤将在4.5章节中更详细地描述。 

 

图表 4. 1 研究流程摘要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从项目启动到该报告草案完成的项目时间表花费了大约6个月的时间。如果涉及较少的方

面，该项目时间很可能缩短至4个月左右。 

4.3 项目范围、案例和评估方法学的定义 

有人建议这第一个步骤在一个包含了所有项目参与者和任何额外的利益相关者的研讨会环

境中进行。这将确保所有的项目参与者就研究成果的范围、交付和预期保持一致。 

4.3.1 项目范围 

一个项目的全部技术范围将在一个真实的案例中被定义好，而且流程性能的独立验证将在

整体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增加保证。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这种独立验证将必须在每一个项目

阶段被重复，直到作出最终投资决策，或者当该项目完成一种较高水平的工程定义或者合并了

其他的技术改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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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界区和电厂业主、技术供应商以及独立工程承包商之间的接口要求，在这一阶段非常

重要。这保证了这些结果的高度完整性。尽可能的最小化与评估后的整个系统有关的单独的燃

烧后捕集技术的“黑盒子”也很重要。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不可能验证技术供应商声称的关

于溶剂再生所需能源的准确性，除非知道这种溶剂的化学特性。为了精确地模拟一个化学吸收

系统的总体性能，还需要知道这种溶剂的物理特性。这种类型的信息仅可用于不含添加剂的一

乙醇胺（MEA）已被公开披露的内容。尽管在获取溶剂特性数据上有这些限制，但是利用热力学

定律和预计的流程效率有可能检测整体系统性能。 

在本案例研究中，真实的二氧化碳捕集流程技术或其他专利流程技术（如煤干燥）被参与

这个由沃利帕森斯公司领导的研究的各自流程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建模。在整合了一个燃烧后

捕集设备和/或煤干燥设备后，燃烧后捕集和煤干燥流程数据被用于证明那一种数据是验证整个

电厂性能所需要的。在每个案例和技术中，这些接口需要以特殊的方式被定义。假如根据保密

协议可获得相关信息或相关信息公开可用，独立工程承包商在不需要任何来自该技术供应商的

输入情况下，可能有机会验证这个完整的流程。 

4.3.2 案例定义 

为了验证这些模型并为该改造后的电厂提供一种最佳结果，应当定义一些研究案例。 

本研究重点关注五个特殊的案例研究。这五个案例研究如表4.1所示。这些案例是为了评估

应用于一个特殊主办单位的不同技术解决方案的不同性能影响而定制的，从一个电厂的产量和

效率角度，确定最佳组合的总体目标。 

表格 4.1 案例研究模型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4.3.3 评估方法学的定义 

在项目的初始阶段定义评估方法学非常重要。这确保这些模型的输出与评估标准保持一致，

而且不需要重做。选择的个别参数将取决于评估的技术。 

以下性能参数被评估为推广和/或开展碳捕集与封存设施的主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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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给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抽气，兆瓦 

• 供应给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厂用电，兆瓦 

• 二氧化碳压缩功率，兆瓦 

• 电厂净输出发电，兆瓦 

• 改造燃烧后捕集电厂的需水量，百万升 

 

以上这些参数还可用于评估许多不同的碳捕集技术。 

在这种改造应用中，捕集的二氧化碳量（5000吨/天）和用于燃烧后捕集与二氧化碳压缩的

寄生功率在这些案例之间是恒定的。 

因此，在总发电量上的损耗是唯一的变量，该变量决定自二氧化碳压缩的热回收量。 

然而，本研究中的碳捕集技术是基于也是该项目支持者之一的一项知识产权技术所有者的

技术，然后该技术与包含煤干燥专利技术的选择相结合。 

因此，以上参数将不足以捕获在这些研究案例之间的电厂性能上的所有变化。例如，它不

能够说明在由煤干燥流程造成的循环效率中的改进。 

因此，以下参数被加入变量清单： 

• 电厂净效率，% 

• 供应给煤干燥电厂的电量，兆瓦 

•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每净发电量，千克二氧化碳/净兆瓦时 

此外，基于来自该独立同行评议人员的一项建议，一个计算出的电力输出损耗（EOP）也被

用于比较不同案例的结果。 

本研究中的电力输出损耗（EOP）被定义为净电力输出减少除以捕集的二氧化碳的绝对质量

流量，如下： 

 

EOP =      净电力输出减少 

       捕集的二氧化碳质量流量 

 

其中： 

• 电力输出损耗（EOP）（千瓦时电力/吨二氧化碳） 

• 净电力输出减少（千瓦）=基础案例净发电量（千瓦）－研究案例净发电量（千瓦） 

• 捕集的二氧化碳质量流量（吨/小时） 

• 研究案例净发电量=研究案例总发电量－［研究案例基础电厂厂用电+燃烧后捕集辅助

用电（包括二氧化碳压缩）+煤干燥辅助电力］ 

• 辅助用电指的是设备负荷相对以上各项，如吸收，干燥，设备的用电负荷。 

 

总之，这些性能结果必须与建设成本估算和运营成本估算相结合，通过对建设成本估算和

运营成本估算将能够选择最好技术的和最具经济可行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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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软件工具的选择 

商业上可用的软件不提供一种能够在一个相干模型中整合诸如Rankine电力循环、燃烧后捕

集电厂、二氧化碳压缩和煤干燥操作的多种技术的单一工具。因此，对于独立工程承包商来说，

选择和验证一套实现项目目标的软件工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相互协调，这一软件集必须为整

个电厂系统和全部技术订制。由于必须想到适应技术供应商的知识产权与为了实现一种高水平

的数据完整性增加了必需的复杂性的相互作用，这些单独的软件包必须被脱机整合。 

以下段落这些案例研究描述采用的方法和选择的软件。 

4.4.1 LYA 电厂（基础电厂）软件 

在评估了诸如通用电气公司的GateCycle
TM
软件、Thermoflow

TM
公司的Thermoflow

TM
软件和

Themoflex软件之后，用于模拟电厂（锅炉/蒸汽轮机）的软件被挑选出来。 

SteamPro软件自动控制设计一个常规（朗肯蒸汽循环）电厂的流程。这种软件对于创造新

的电厂设计和找到其最佳配置和设计参数来说，是特别有效的。用户输入设计标准和设想，该

程序计算出热质平衡、系统性能、以及组件大小。大部分的主要输入是由智能设计程序自动创

建的，智能设计程序帮助用户在保留做出任何修改和调整的灵活性的同时，确定花费最少时间

和精力的最佳设计。该程序通常在设计所需的设备的同时计算出热平衡。当和一个可选择的

PEACE模块一起运行时，该程序提供工程和成本估算细节。电厂与设计不符的条件可以用

SteamMaster模块模拟。 

GateCycleTM软件是一种电厂性能监测软件，预测联合循环电厂、化石燃料锅炉电厂、核动

力电厂、热电联产系统、热电联供电厂、高级燃气轮机循环系统和许多其他能源系统的设计和

与设计不符的性能。GateCycleTM软件可用于快速评估、详细的工程测试、设计测试、改造测试、

重新启动测试、和验收测试。其组件附带组件的方法和先进的宏能力使用户能够模拟几乎任何

类型的能源系统。然而，GateCycleTM软件不提供设备大小和成本估算细节。 

ThermoflowTM公司的Thermoflex软件按照其组件附带组件的方法类似于GateCycleTM软件。 

GateCycleTM软件从上文描述的三个软件包中被选择模拟LYA电厂（锅炉/蒸汽轮机）是因为： 

• 沃利帕森斯公司的经验是GateCycleTM比较容易用于分析与设计不符的运行和“假设”

情景。所有的与设计不符的案例都在一个单一模型文件中。改变一个组件的设计将自动改

变该组件的所有的与设计不符的案例，同时“与设计不符的”案例的其他输入都保持不变。

该组件还可以与任何其他模型中的组件相链接。相比之下，在这些组件也设置在“与设计

不符的”模式下，每一个“与设计不符的”案例在ThermoflowTM公司的ThermoFlex软件

/SteamPro软件中都有一个单独的模型文件。改变设计文件中的任何组件的设计将需要创建

一个新的与设计不符的文件，因为在设计模型文件和与设计不符的模型文件之间没有链接/

连接。 

• GateCycleTM软件利用这种组件附带组件的方法，使这个竣工的Loy Yang A 电厂能够被

更加准确地模拟，特别是在匹配各种各样的煤炭成分（例如水份、碳含量等）、锅炉燃烧

和流入一个燃烧后捕集电厂模型的烟道气成分方面。 

 

一份使用GateCycleTM软件包的基础案例模型的截图如以下图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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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 基础案例 GateCycleTM软件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4.4.2 燃烧后捕集电厂软件 

这种燃烧后捕集电厂模型由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利用其自己的软件建立，并为

沃利帕森斯公司提供有关的供应商性能信息/数据。这些信息被利用一个第三方模型验证，以测

试期望的性能，并且确认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的性能数据是否在可信的范围之

内。 

4.4.2.1 验证流程 

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燃烧后捕集技术的验证利用一个整合燃烧后电厂和燃煤电厂的第三方模

型进行。对于一个有效的验证过程来说，在开始改造过程之前的建模过程和结果评估过程期间，

设置和坚持一个准确的公差（大约±5 %）是非常重要的。选择用于验证该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数

据的软件/模型同样重要。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的数据能够足以与选择用于验证的软件/模型的

输出相比较，是非常必要的。 

该过程包括模拟Loy Yang A锅炉（烟道气流、温度、特性等）的输出和利用在SteamPro软

件中的一个嵌入式燃烧后捕集模型。该锅炉输出的烟道气流被设置为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

厂提供100%相同的供料流量。用于验证该燃烧后捕集技术提供的数据的软件，在模拟一系列主

要的变量方面是非常灵活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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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胺，先进的或用户定义的工艺选择 

 

• 溶剂消耗/单位二氧化碳 

 

• 混合辅助负荷 

 

• 硫氧化物移除效率 

 

• 冷却水入口和三角区域的温度 

 

• 溶剂循环效率 

 

• 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烟道气流、温度和烟道气特性 

 

• 二氧化碳捕集效率 

 

• 烟道气冷却器出口温度 

 

• 处理过的烟道气出口温度和压力 

 

• 热输入率（每单位二氧化碳） 

 

• 二氧化碳压缩的压力、温度和相对湿度 

 

• 二氧化碳压缩效率 

 

• 溶剂流量 

 

在选定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模型配置之前，通常需要许多迭代。一旦该模型成熟，有可能

获取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的数据，以确认它是否适合在预计性能的窗口之内

和它是否在可信范围之内。 

被检查过的和与该模型输出比较的主要的数据片是： 

• 与二氧化碳产量有关的烟道气流数量 

• 溶剂利用率 

• 热输入率（蒸汽流量） 

• 燃烧后捕集用电量 



 

38 

 

• 二氧化碳压缩器电力消耗 

• 冷却水流量 

 

假如这些模拟结果被发现变化超出了在验证过程开始的时候设置的公差精确度，公司知识

产权所有人提供的相关数据应当被质疑，如果有必要，应当由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

人验证和确认。验证过程进行的咨询完全理解该知识产权所有人数据的任何潜在特性，尤其是

在这些数据不容易符合目前可用的模型/软件的时候。在该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说明之后，可以

对该模型做出调整。 

4.4.3 煤干燥电厂软件 

这种煤干燥流程利用一项基于利哈伊大学为大河能源公司(GRE)——这种煤干燥技术的所

有人——开发的模型的MS Excel专利技术被模拟。这一模型成为了该独立验证流程的一部分。

该独立验证流程的剩余部分包括煤干燥流程的再一次高水平的模拟，以确认该煤干燥技术所有

人提供的性能数据是否在可信的范围之内。 

4.4.3.1 验证流程 

煤干燥知识产权所有人的验证通过用于整合煤干燥电厂和燃煤电厂的一种高水平设计检查

来进行。类似于如上所述的燃烧后捕集电厂的验证，对于一种有效的验证流程来说，在开始该

流程之前的计算过  程和结果评估过程期间，设置和坚持一个精确的公差是很有必要的。该煤

干燥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的数据被验证顾问充分地定义和理解，也是非常必要的。 

类似于燃烧后捕集案例，为煤干燥进行的流程包括模拟Loy Yang A 锅炉（烟道气流、温度、

特性等）的输出和进行许多针对产生自一个由利哈伊大学开发的、以Excel为基础的模型的设计

检查。 

这种验证的出发点是利用经过锅炉软件模型(GateCycleTM)和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初始输入

数据验证的输出数据。在来自锅炉的输出数据和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输入数据为该燃烧后捕集

电厂产生一种稳定的输出之前，几个迭代可能是必要的。 

在得出该煤干燥电厂的一个经过验证的数据集之前，一个需要许多迭代的主要问题是，在

其他的技术问题之前，在目前的锅炉设计中可以达到煤干燥的限制。 

4.5 用于建立和验证这些热力学模型的方法学 

建立和验证这些热力学模型的方法学包括： 

• 数据收集和审查，作为热力学建模的输入， 

• 建立热力学模型并验证它，以便其复制现有设备的性能。这提供了该模型根据

各种设计模式（即具备二氧化碳捕集和部分负荷运行）将能够预测循环性能的

要求。 

• 进行模拟并制作全部的方块流程图（附录3）和主设施的电厂热质平衡图（附录

2）；与每个设计案例相一致，展示用于溶剂回收的蒸汽抽取和来自压缩的热回

收， 

• 验证针对真实性能数据（在可能的情况下）针对一般热力学和工艺要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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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二氧化碳压缩建模由三菱重工（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

利用一种商业可用的软件包完成的。三菱重工的模拟结果产生了这个基于被捕集的二氧

化碳流量、压力和温度的燃烧后捕集电厂的电力和冷却要求。该二氧化碳压缩模型还计

算出了能够被回收用于蒸汽循环的热能。这一二氧化碳压缩建模可以被任何项目开发商

利用商业可用的软件（例如Aspen HYSYS软件）模拟。 

以下章节为每个评估过的案例的一种热力学模型提供开发的方法学、需要的数据和

假设的一份概述 

4.5.1 基础案例：主设施——LYA 电厂 

基础案例方法学如以下图4.3所示。 

图表 4. 3 基础案例方法学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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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 第一步：数据收集 

用于该基础案例模型的GateCycleTM模型输入数据使用几套现有的Loy Yang A电厂1号机组蒸

汽涡轮发电机的运行数据，这些运行数据已经被Loy Yang电力公司验证使用。 

这些输入数据的指定来源如下： 

• 来自Loy Yang Power 电力公司电力增加项目的Loy Yang电力公司1号机组的LYA热质平

衡图，如               同添加在LYP《升级后报告》4的一样 

• Loy Yang电力公司的《DryFiningTM煤干燥预可行性研究》1A阶段5 

 

• Loy Yang电力公司的《大规模示范项目燃烧后捕集预可行性研究
6
》 

 

• Loy Yang电力公司的LYA1号机组保证案例热质平衡图FR23/0927/1002和LYP1号机组部

分负荷热质平衡图FR23/0927/1006 

 

这些基础案例的电厂数据是从LYP1号机组热质平衡图“FR23/0927/1002——LYP电厂10575

号中高压轮机——阀门完全打开具有569兆瓦的输出功率，37千克/秒的过热喷气和12千克/秒的

再热喷气的蒸汽条件”——和在附录2中概述的保证条件一样——中提取的。 

这种蒸汽轮机“保证”条件的热质平衡被推荐的原因是它将为分析在蒸汽轮机的输出上的

蒸汽抽取（根据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需要）效果提供一种最适宜的案例情景。 

一般的和典型的褐煤燃烧亚临界蒸汽循环电厂的假设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特殊的

项目数据无法得到和/或LYP或该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不提供。 

4.5.1.2 第二步：模拟基础案例电厂 

建立的基础案例模型被通过测试针对最初的满负荷或部分负荷的热质平衡（和Loy Yang电

力公司提供的一样）的GateCycleTM蒸汽轮机循环被验证。这些条件在附录2中。 

基于LYP1号机组保证案例热质平衡图FR23/0927/1002，一个GateCycleTM模型被创建。该保

证案例模拟的结果在沃利帕森斯公司的基础案例热质平衡图CCLY-1-HT-021-0001中。在LYA1号

机组保证案例热质平衡中的总发电量是568，960千瓦。 

沃利帕森斯公司的模型预测的总发电量是568，960千瓦（0.00018%的差别）。 

 

 4.5.1.3 第三步：验证低负荷基础案例模型 

                         
4 Sinclair Knight Merz《“Loy Yang 电力公司——电力增加项目，1号、3号和4号机组的升级后最终

报告》，2009年9月29日. 

5
沃利帕森斯公司《“Loy Yang 电力公司——DryFining——煤干燥预可行性研究1a阶段报告，Rev 0》，2010

年7月29日
 

6
沃利帕森斯公司《Loy Yang大规模燃烧后捕集示范电厂的设计基础，Rev 2》，2009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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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分负荷案例基于在LYA1号机组热质平衡图FR23/0927/1006中的运营条件被模拟。在

这个部分负荷热质平衡中，低压蒸汽轮机的入口流量大约是290千克/秒，这可以与燃烧后捕集

改造案例中低压轮机310-350千克/秒的流量范围相比。LYA 1号机组热质平衡图显示的中电力输

出为426，024千瓦。 

在同样地条件下，该模型预测的总电力输出为426，122千瓦（小于0.25%的差别）。 

4.5.1.4 第四步：与电厂所有人一同检查和确认模型输出 

这一模拟的基础案例热质平衡（HMB）图（沃利帕森斯公司的图CCLY-1-HT-021-0001）在附

录2中展示，而且该模型的一份简化的方框图在附录3中展示。 

 

这些模型输出结果被提供给电厂所有者，而且模型预测数据和实际的热质平衡数据之间的

差别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该模型于是被用作基础电厂模型，模拟该研究案例。 

4.5.2 案例1：主设施和燃烧后捕集电厂模型 

案例1的方法学和验证步骤如下图所示。 

图表 4.0.4 案例 1的方法学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4.5.2.1 第一步：为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数据 

这个基础电厂(GateCycleTM)的烟道气条件和性能数据被提供给该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的知

识产权所有人，使其能够模拟这个每天5000端的燃烧后捕集电厂。 



 

42 

 

4.5.2.2 第二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模拟燃烧后捕集电厂 

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根据其用于燃烧后捕集示范电厂和商业电厂的标准程

序，完成了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模型。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该燃烧后捕集技术供应商还模拟了二氧化碳压缩循环。然而，这也可

以由独立工程承包商利用商业可用的模型（如Aspen HYSIS）来完成。该模型产生基于被捕集的

二氧化碳流量、压力和温度的电力需求和冷却要求。这个二氧化碳压缩模型还计算出可被回收

用于蒸汽循环的热能。 

4.5.2.3 第三步：收集燃烧后捕集模型的输出数据 

来自这个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模型的输出数据是获得自该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人。

由沃利帕森斯公司独立验证的这些数据包括： 

• 冷却水要求、蒸汽供应要求、冷凝水返回要求和排废负荷要求； 

• 从二氧化碳压缩流程可获得的热能； 

• 处理过的烟道气和产品二氧化碳条件/性能。 

 

该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人为这个5000吨/天的设施提供的输出数据包括： 

• 公用设施和条件要求的清单； 

• 设备流程图； 

• 工艺流程图； 

• 二氧化碳压缩产生的热能可用于电厂整合。 

 

图4.5为方块流程图概览描述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输入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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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5 方框流程图概览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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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4 第四步：完成案例1的模型 

在第三步收集的数据被输入这个基础电厂模型运行，像案例1模型一样。 

4.5.2.5 第五步：与电厂所有者一起评估和确认案例1模型输出 

这个模拟的案例1热质平衡（HMB）图（沃利帕森斯公司图CCLY-1-HT-021-0002）在附录2

中显示，而且该模型的一份简化的方框图在附录3中展示。 

最终的案例1模型输出结果被提供给该电厂所有者，并与其一起评估和确认这些结果。 

在案例1的蒸汽循环模拟中，像在所有的二氧化碳捕集案例中一样，根据验证程序包括的步

骤，主蒸汽轮机节流阀的蒸汽流量和中压蒸汽输入流被保持类似于在基础案例中的对应流量，

同时，由于抽取蒸汽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低压轮机的低压蒸汽流量从310千克/秒到350千克

/秒的范围变动，这接近于用于部分负荷验证案例的低压蒸汽轮机入口大约290千克/秒的流量。 

4.5.3 案例2：主设施与煤干燥电厂模型 

案例2的方法学和验证步骤如下图所示。 

图表 4.6 案例 2的方法学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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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1 第一步：为煤干燥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数据 

这个基础案例模型的烟道气数据被提供给煤干燥团队来模拟该煤干燥流程，如同该基础案

例电厂的烟道气数据一样，被用作初始参数。在模拟创立期间，在该一体化模型实现被统一之

前，这些新的燃烧干煤的烟道气参数不会被使用。电厂规模的研究在3.3章节中概述得更详细。 

 

4.5.3.2 第二步：煤干燥知识产权所有人模拟煤干燥电厂 

这个煤干燥模型的建立是为了： 

• 根据用于Loy Lang A电厂的产品（干煤）的水分含量，确定用于在流化床煤干燥器（FBDs）

中煤干燥所需的热和流态化空气的总量。（一个流化床煤干燥器的总热输入包括用于着床

热交换器的热能和这些流态化空气所需的热能。） 

• 根据产品的水分含量，确定流化床煤干燥器的数量。 

• 考虑到可能回收自烟道气的热能数量，确定可实现的产品水分含量。 

 

基础案例煤干燥电厂的设计基础在3.3章节《煤干燥电厂的描述》中描述。 

1）计算输入 

一个用于设计Coal Creek电厂1号和2号机组的商业煤干燥系统的标准计算程序被用于Loy 

Yang研究中。 

原煤的干燥在标准的Mark II设计的流化床干燥器（FBDs）中完成。 

基于在北美褐煤方面的操作经验，该着床热交换器的表面温度被选择为121摄氏度。需要进

行挥发性测试，为最终设计确认这一假设。对于高反应性煤来说，该着床热交换器的表面可能

需要一个较低的温度。 

本分析选择的进入一个增压流化床干燥器的流态化空气的温度是121摄氏度。必须要注意的

是，与该着床热交换器的表面温度相比，流态化空气的温度可能是不同的（更高或更低）。 

因为选择的这些干燥温度和流化床干燥器的Mark II设计，该流化床干燥器总热输入大约

35%由这些液态化空气提供。 

根据一个流化床的运行和设计参数（原煤的进给速率和水分含量、着床热交换器的表面温

度和热交换区域、流态化空气温度、流化床干燥器规格、膨胀床深度和流态化空气的水分含量），

利哈伊大学开发的、用于预测流化床干燥器性能（产品水分含量、床温和该着床热交换器的热

输入）的电脑编码被用在本分析中。 

这种编码一直被广泛地用于验证针对实验室规模、中试规模和标准规模的试验数据，也是

一种用于流化床干燥器设计的标准工具。 

在缺乏有关Loy Yang煤炭的干燥动力学信息时，其干燥性能接近于德国褐煤的干燥性能。

这些性能非常接近，因为与Loy Yang褐煤60%的含水量相比，德国褐煤的含水量在54%到57%的范

围内。 

一种迭代计算程序被用于为所需的干煤流量确定产品水分含量。由于该电厂的效率随着煤

炭的含水量的降低而提高，所需的干煤和原料煤（图4.7）的消耗量随着产品含水量的下降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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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此需要这种迭代。迭代由变化的原煤进给率和流化床干燥器的数量完成。这种干煤的流

量和含水量的会聚通常在三个迭代步骤中完成。 

这种Loy Yang煤炭的原煤60%的含水量被用于该计算中。 

 

用于该计算中的0．007895千克水/千克干空气的流态化空气的这种特殊的含水量，被从干球

温度和湿球温度上提供的信息中确定。 

2） 计算输出 

图表 4.7 湿煤和干煤流量作为煤炭含水量的一个函数 

 

来源：利哈伊大学 

湿（原）煤进料和产品（干）煤的流量作为Loy Yang A电厂的模型预测煤炭含水量的函数，

并经过了流化床干燥器性能分析的反复确定，如是图4.7所示。这些曲线显示处于一个恒定的锅

炉阀蒸汽流量、压力、温度和含热量时，湿煤和干煤流量的关系。这是为了确保这些蒸汽条件

与模拟的所有案例一致。 

这种煤干燥流程模拟的结果展现在以下图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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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8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作为煤炭含水量的一个函数 

 

来源：利哈伊大学 

图表 4. 9 产品水含量和 Mark II 流化床干燥器的数量作为所需热量和可用热量的函数 

 

来源：利哈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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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10 酸露点 T °C作为烟道气中三氧化硫和水浓度的一个函数 

 

来源：利哈伊大学 

 

• 在图4.9中，数量Qfgc由一条蓝线指示，代表通过将大约37%的烟道气流从181摄氏度冷

却到70摄氏度并且将其余的烟道气流（大约63%）从181摄氏度冷却到140摄氏度可能回收自

烟道气的热量的数量。当计算Qfgc时，会把烟道气流量的变化和干煤的含水量考虑进去。 

• 如图4.10所示，该烟道气冷却器（FGC）以全设备负荷冷却63%的烟道气流将以高于该

酸露点温度（127摄氏度到130摄氏度）的温度运行。 

• 在图4.9中，数量Qfbd由一条红线指示，代表煤干燥所需的热量总量。 

• 图4.9中，可用的热量和所需热量的交叉点代表煤干燥系统的操作点并确定这种可用的

水含量（55%），下降了5个百分点，适合于分析煤干燥配置。 

• 通过提供来自其他来源的热量，这种煤的含水量可能进一步降低，这将是图4.9中的Qfgc

曲线移动到右边。这种分析超出了本工作范围，但是被推荐。 

• 如图4.8所示，煤炭含水量降低5个百分点，相当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大约5%。 

• 还提供了配备一个40英寸高度的膨胀床的标准Mark II设计的流化床干燥器（FBDs）的

数量。如图4.9所示，将煤炭含水量从60%降低到55%，需要5个流化床干燥器。 

• 在确认了现有的锅炉电厂设计能够处理降低了含水量的煤炭之后，为了确定通过利用额

外的热交换设备进一步降低煤炭含水量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需要进行一种成本效益分

析。 

 

这些煤干燥模拟的结果在表4.2和表4.3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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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2煤干燥烟道气条件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50 

 

表格 4. 3 湿煤和干煤数据对比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虽然预知一般需要三次迭代来完成原料煤中含水量和烟道气性能的统一，但是这种煤干燥

流程的模拟从最初的60%水分的褐煤进料的两次迭代中完成了统一。这通过进行建立干煤中的含

水量、锅炉烟道气成分和其他特性之间的关系的参量分析来完成。这种参量分析的结果是在来

自烟道气的可用的热量、该干燥系统的热量需求和该干燥系统的水分移除率之间的关联性。 

4.5.3.3 第三步：评估和验证最低煤炭含水量的锅炉接受度 

该煤干燥电厂的这些输出是离开这种煤干燥流程的烟道气条件/性能和干煤条件/性能。该

煤干燥电厂的输入和输出参考上文图4.5。 

来自最后一次迭代的结果在可达到的最低干煤含水量同时确保下游烟道气温度的基础上

被评估和验证； 

• 不影响现有电厂烟道的酸露点温度（约130摄氏度）， 

• 给该燃烧后捕集电厂提供一种适度冷却的烟道气。 

 

基于先前来自DryFiningTM研究的结果，这种煤干燥模型的输出结果被提供给电厂所有者并

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4.5.3.4 第四步：利用干煤数据模拟基础电厂 

来自上文第二步和第三步中煤干燥流程的结果/输出被反馈到一个基础案例模型中，以模拟

一个案例2的基础电厂使用干煤运行。这种煤干燥流程的使用改变了该电厂的烟道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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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本案例特别进行这种燃烧后捕集流程的计算作为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烟道气入口

条件，是该燃烧后捕集电厂没有和基础案例或案例1（湿煤）一样的烟道气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4.5.3.5 第五步：为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提供烟道气数据 

来自和案例2的基础电厂(GateCycleTM)一样的建模的烟道气条件和性能数据，被提供给该

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人，用于这个5000吨/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建模。 

4.5.3.6 第六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模拟燃烧后捕集电厂 

该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的流程团队重新模拟这个燃烧后捕集电厂，作为一

个案例2燃烧后捕集电厂。 

这个模型的输出将明确这个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实用要求。 

4.5.3.7 第七步：收集来自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燃烧后捕集模

型输出数据 

 

来自5000吨每天的燃烧后捕集电厂模型的输出数据获得自该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人。 

由该燃烧后捕集技术所有人提供、并由沃利帕森斯公司独立验证的这个燃烧后捕集模型的

输出是： 

• 冷却水要求、蒸汽供应要求、冷凝水返回要求、排废要求、辅助电力要求 

• 可获得自该二氧化碳压缩流程的热量  

• 处理过的烟道气和二氧化碳的条件/性能 

由该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为这个5000吨/天的设施提供的输出数据包括： 

• 公用设施要求和个限制条件要求的清单。 

• 设施流程图。 

• 工艺流程图。 

• 可用于电厂整合的二氧化碳压缩产生的热量 

 

有关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输入和输出请参考图4.5——方框流程图概览。 

4.5.3.8 第八步：完成案例2的模型 

在以上第七步收集的数据被反馈给案例2的基础电厂模型，来完成和案例2的最终模型一样

的循环。 

4.5.3.9 与电厂所有者一起评估和确认案例2的模型输出 

这个模拟的案例2热质平衡（HMB）图（沃利帕森斯公司图CCLY-1-HT-021-0003）在附录2

中展示，而且该模型的一个简化的方框图在附录3中展示。 

案例2模型的最终输出结果被提供给该电厂所有者，并利用这些输出结果进行评估和确认。 

在案例2的蒸汽循环模拟中，和在所有的二氧化碳捕集案例中的一样，根据验证程序包括的

步骤，主蒸汽轮机节流阀的蒸汽流量和中压蒸汽输入流被保持类似于在基础案例中的对应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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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抽取蒸汽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低压轮机的低压蒸汽流量从310千克/秒到350千克

/秒的范围变动，这接近于用于部分负荷验证案例的低压蒸汽轮机入口大约290千克/秒的流量。 

4.5.4 案例3：配备煤干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主设施和优化 

案例3的方法学和验证步骤如下图所示。 

表格 4. 4 案例 3的方法学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4.5.4.1 第一步：评估案例2的模型输出 

这个案例2模型形成了案例3模型的基础，优化选择被评估并被输入/引进案例3的基础电厂

模型。 

以下电厂优化规定被确定： 

• 在每个二氧化碳压缩级之后的平行冷凝加热器将回收来自于二氧化碳压缩的高质量热

量（参考5.4章节更详细论述）。 

• 一个蒸汽膨胀器（代替案例1和案例2中的蒸汽减压装置）被用来降低被抽取用于该燃

烧后捕集电厂的蒸汽的压力，同时产生额外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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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2 第二步：利用干煤数据和优化输入模拟基础电厂 

案例3的基础电厂利用上文第一步中描述的干煤输入和优化输入被模拟，和案例3的模型一

样，被加上和完成。 

在案例3的配置中， 回收自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烟道气冷却上游的热量被用于煤干燥，和

在案例2中的一样。 

4.5.4.3 第三步：评估和确认案例3的模型输出 

这个模拟的案例3热质平衡（HMB）图（沃利帕森斯公司图CCLY-1-HT-021-0004）在附录2

中展示，而且该模型的一个简化的方框图在附录3中展示。 

案例3模型的最终输出结果被提供给该电厂所有者，并利用这些输出结果进行评估和确认。 

在案例3的蒸汽循环模拟中，和在所有的二氧化碳捕集案例中的一样，根据验证程序包括的

步骤，主蒸汽轮机节流阀的蒸汽流量和中压蒸汽输入流被保持类似于在基础案例中的对应流量，

同时，由于抽取蒸汽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低压轮机的低压蒸汽流量从310千克/秒到350千克

/秒的范围变动，这接近于用于部分负荷验证案例的低压蒸汽轮机入口大约290千克/秒的流量。 

4.5.5 案例4：配备燃烧后捕集电厂的主设施和优化 

案例4的方法学和验证步骤如下图所示。 

表格 4.5 案例 4的方法学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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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1 第一步：评估案例1和案例3的模型输出 

案例1和案例3的模型形成了案例4模型的基础，优化选择被评估并被输入/引进案例4的模型

中。 

以下电厂优化规定被确定： 

• 在每个二氧化碳压缩级之后的平行冷凝加热器将回收来自于二氧化碳压缩的高质量

热量， 

• 一个蒸汽膨胀器（代替案例1和案例2中的蒸汽减压装置）被用来降低被抽取用于

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蒸汽的压力，同时产生额外的电力， 

• 案例4没有煤干燥流程，因此烟道气冷却器被用于产生低压蒸汽，以补充用于该燃烧

后捕集电厂抽取的蒸汽。 

4.5.5.2 第二步：利用优化输入模拟基础电厂 

案例4的基础电厂利用上文第一步中描述的优化输入被模拟，和案例4的模型一样，被加上

和完成。 

4.5.5.3 第三步：与电厂所有者一起评估和确认案例4的模型输出 

这个模拟的案例4热质平衡（HMB）图（沃利帕森斯公司图CCLY-1-HT-021-0005）在附录2

中展示，而且该模型的一个简化的方框图在附录3中展示。 

案例4模型的最终输出结果被提供给该电厂所有者，并利用这些输出结果进行评估和确认。 

在案例4的蒸汽循环模拟中，和在所有的二氧化碳捕集案例中的一样，根据验证程序包括的

步骤，主蒸汽轮机节流阀的蒸汽流量和中压蒸汽输入流被保持类似于在基础案例中的对应流量，

同时，由于抽取蒸汽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低压轮机的低压蒸汽流量从310千克/秒到350千克

/秒的范围变动，这接近于用于部分负荷验证案例的低压蒸汽轮机入口大约290千克/秒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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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案例5：配备煤干燥、燃烧后捕集电厂（配备空气冷却）的主设施和优化 

案例5的方法学和验证步骤如下图所示。 

图表 4. 11 案例 5的方法学流程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4.5.6.1 第一步：评估案例3的模型输出 

除了利用干空气冷却系统，而不是湿水冷却系统的燃烧后捕集流程外，这个案例5的模

型与案例3的模型相似。 

案例3的模型形成了案例5模型的基础，优化选择被评估并被输入/引进案例5的模型中。 

以下电厂优化规定被确定： 

• 在每个二氧化碳压缩级之后的平行冷凝加热器将回收来自于二氧化碳压缩的高质量

热量。 

• 一个蒸汽膨胀器（代替案例1和案例2中的蒸汽减压装置）被用来降低被抽取用于

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蒸汽的压力，同时产生额外的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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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干空气冷却案例来说，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冷却热负荷被假设为和案例3中的一

样，除了一个干空气冷却系统，而不是通常的湿冷却系统被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外，两个案

例的主要流程都是相同的。因为其较高的辅助电力消耗，利用干空气冷却选择将导致电厂的效

率和输出稍低。 

4.5.6.2 第二步：利用优化输入模拟基础电厂 

案例5的基础电厂利用上文第一步中描述的优化输入被模拟，和案例5的模型一样，被加上

和完成。 

4.5.6.3 第三步：评估和确认案例5的模型输出 

这个模拟的案例5热质平衡（HMB）图（沃利帕森斯公司图CCLY-1-HT-021-0006）在附录2

中展示，而且该模型的一个简化的方框图在附录3中展示。 

案例5模型的最终输出结果被提供给该电厂所有者，并利用这些输出结果进行评估和确认。 

在案例5的蒸汽循环模拟中，和在所有的二氧化碳捕集案例中的一样，根据验证程序包括的

步骤，主蒸汽轮机节流阀的蒸汽流量和中压蒸汽输入流被保持类似于在基础案例中的对应流量，

同时，由于抽取蒸汽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低压轮机的低压蒸汽流量从310千克/秒到350千克

/秒的范围变动，这接近于用于部分负荷验证案例的低压蒸汽轮机入口大约290千克/秒的流量。 

4.6 通过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验证方法学 

为了设定一个工业基准，这种应用的方法学经过了同行评议人员的验证。这一验证流程重

点关注仅评估这种方法学，而不评估来自该电厂或该燃烧后捕集流程的任何特殊性能数据。 

因此，该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没有获得来自该电厂或该技术知识产权所有人的任何专有信

息。 

这种验证通过该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的密切参与在以下阶段进行： 

• 在项目开始的启动会议和方法学的定义， 

• 在这些基础案例已经完成之后的中间方法学评估， 

• 在项目结束时的最终评估。 

由该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所写的一份报告概括了他的发现，在附录5中展示。 

5 燃烧后捕集整合  

5.1 用于溶剂再生的蒸汽抽取   

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溶剂再生的蒸汽抽取自中压和低压（LP）轮机汽缸之间的蒸汽连通

管，抽取压力设置为尽可能接近（考虑到压力和温度的下降）该燃烧后捕集电厂在界区节点要

求的压力和温度。 

在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界区内，蒸汽被进一步减少和浓缩（通常在一个为汽提塔供汽的再

沸器中），为溶剂的再生提供所需的热量。 

5.2 蒸汽的替代选择 

在案例4中，烟道气冷却器被用于产生低压蒸汽，来补充抽取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蒸汽，

而没有探索一种用于溶剂再生的蒸汽供应的其他可替代来源。可替代的蒸汽供应来源可以通过

在电厂边添加其他蒸汽锅炉/发电机到GateCycleTM模型被容纳进该模型。后一种方法有时被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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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电厂转换的选择，这种转换避免该配备添加一个燃烧后捕集设施的改造主电厂的热效

率下降。有一种选择不在目前的研究工作范围内，所以没有继续添加进行。 

5.3 二氧化碳压缩机驱动选择 

在本研究中的二氧化碳压缩驱动器是一种电力驱动装置。二氧化碳压缩需要的电力是该燃

烧后捕集电厂的总体集成建模需要的一种输入。对于这种集成来说，这些压缩电力将被从该电

厂的总发电输出中扣除。 

在本研究中，没有评估其他的二氧化碳压缩驱动的其他选择。然而，如果需要，这种选择

可以通过沃利帕森斯公司或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知识产权所有人被模拟，并整合进该系统。 

5.4 二氧化碳压缩机对废热的利用 

在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中，来自二氧化碳压缩流程的废热被回收/整合进该电厂的蒸汽循环，

通过该二氧化碳压缩机的级间冷却器用于冷凝进水的加热。 

离开该三菱重工的燃烧后捕集系统的二氧化碳气体流在几级压缩机中被压缩。在每个压缩

级之后，二氧化碳气体在一个冷却器中被冷却以回收高质量的热量，然后再一个调温冷却器中

被进一步冷却。这种配置通过回收一些来自二氧化碳压缩循环的能量、最小化二氧化碳压缩的

净能量使用、以及降低冷却负荷要求，降低了效率损耗。 

以下图5.1中的T-Q图提供了二氧化碳压缩机级间冷却和伴随给水加热的二氧化碳气体热回

收整合的详情。 

图表 5. 1 冷凝水加热和二氧化碳压缩机冷却整合 T-Q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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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电厂锅炉电厂的运行灵活性 

该电厂的锅炉电厂被假设为能够以这种模拟的设计条运行而没有任何不利影响。 

在该模型案例中，煤干燥被整合，选择了最小的干煤水含量，以免对现有的电厂烟囱中的

烟道气酸露点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而且，为了确定该改造电厂的运行灵活性，在任何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实际可行性研究/详细

的设计阶段，将必须完成全面的详细调查。 

5.6 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运行灵活性 

三菱重工的燃烧后捕集电厂有能力调整电厂负荷变化或负荷跟踪。负荷跟踪确保在低负荷

期间、最大输出负荷期间、过渡期间以及中间状态期间的稳定运行。 

5.7 一种实际的燃烧后捕集改造和煤干燥对这些现有电厂系统的影响  

在现有的LYA1号机组改造一个燃烧后捕集系统，除了需要这种燃烧后捕集电厂和二氧化碳

压缩系统外，还需要实际的工程、物理设备和电厂。它还需要对现有的锅炉烟道气系统、蒸汽

循环/冷凝系统进行工程修改和物理修改，并添加/修改电厂的平衡系统。对现有机组的修改，

和“未开发的”设计不同，受到其已有配置的严重影响。修改的范围和能够应用于降低与启用

碳捕集有关的能源损耗的技术，受到现有的电厂系统、布局和运行模式的限制。在本报告中，

虽然所采用的方法学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实际的工程和物理燃烧后捕集技术改造对这个现有

的LYA1号机组系统的影响，没有被充分探索或分析。这些方面被推荐用于进一步调查一个商业

案例是否是合理的。这些潜在的影响可能包括： 

1．因为设计案2、案例3和案例包含煤干燥，添加烟道气冷却器将增加该烟道气系统的压

力损失。与基础案例相比，流向烟囱的烟道气流量和烟道气温度将被降低。在该现有

的ID风机和烟囱运行上的这些变化的净影响，本研究没有考虑，需要被探索。 

2．在案例4的配置中，冷却器被用于产生低压蒸汽以补充用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蒸汽抽

取。添加烟道气冷却器将增加该烟道气系统的压力损失。流向烟囱的烟道气的温度和容

积流率（除了和利用煤干燥的案例中一样的质量流率外）将被降低到和基础案例一样，

其影响需要被评估。 

3．在所有的设计案例中，进入烟囱的烟道气温度将低于与基础案例相比的温度。在那些

利用烟道气冷却进行煤干燥或产生低压蒸汽的案例中，尤其如此。这将影响烟囱系统

的设计和散热。现有烟囱炉衬材料对这些新的运行条件能否有效也应当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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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果 

   6.1 发电输出 

   来自这些模拟案例的发电输出结果和辅助负荷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格 6.1 电力输出和辅助负荷模拟案例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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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1电力输出与辅助负荷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图表 6.2发电具体排放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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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电力输出损耗 

计算的电力输出损耗结果如表6.1所示并且在图6.3中标绘。 

图表 6.3电力输出损耗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6.3 改造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冷却水需求 

这个现有的LYA电厂有一个利用自然通风水冷系统。 

用于该提议的5000吨/天的改造燃烧后捕集电厂的额外的冷却水需求如下表所示。 

应当注意的是，这是唯一一个高级模拟估计。为了在任何提议的案例和场地特殊改造燃烧

后捕集电厂的可行性研究中确定实际的全部水需求，将必须进行更详细的模拟。 

 

表格 6.2 冷却水需求模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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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对于干空气冷却（案例5）来说，假设只在封闭的冷却回路的初次蓄水需要冷却水，因此，

并没有考虑与其他的案例的比较。 

图表 6.4 改造燃烧后捕集冷却水需求 

 

来源：沃利帕森斯公司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NETL）进行的一种《碳捕集与封存的水需求研究7》，

如图6.5所示，配备碳捕集的亚临界粉煤电厂的需水量与没有配备碳捕集的电厂相比，将很可能

增加差不多两倍的量。 

 

然而，承认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是基于一项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的基线研究

（90%的二氧化碳被捕集并且净发电不变，即代表配备燃烧后捕集的案例有大得多的总输出）非

常重要。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这种基线研究没有考虑二氧化碳压缩和冷凝水加热之间的热集成。

或换言之，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的此项基线研究中，还没有考虑烟道气冷却用于煤干燥或产

生蒸汽，但是在本研究中已经着手进行。 

                         
7
 J.P. Ciferno，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R.K. Munson 和 J.T. Murphy，莱昂纳多技术有限公司；

B.S. LaSh，《确定碳捕集与封存的水需求》，201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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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研究中，仅有一次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冷却水需求的高级评估在进行，没有与国

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的基线研究做任何比较。 

图表 6.5 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的水需求图表 

 

来源：美国能源部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 

6.4 考虑专家评议人员关于燃烧后捕集整合的说明  

 

a) 该独立的专家评议人员的说明8（A部分；a子句。）指出，为了这些改造，每吨二氧化

碳排放可避免的损耗不依赖于该轮机（入口）蒸汽条件。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没有评估每吨二氧化碳可避免的损耗，因为相对于

代替一个没有配备捕集的电厂的电力，这一参数重点关注计算的二氧化碳排放。本研究反而

重点关注每吨捕集的二氧化碳的损耗。 

 

对于本研究来说，用于溶剂再生的蒸汽抽取自中压轮机和低压轮机之间的连通管。该模

拟基础案例和这些案例（案例1至案例5）的主蒸汽条件一直保持不变，因此高压轮机的入口

条件对所有案例来说是相同的。然而，在该中压轮机入口的再热蒸汽流条件上出现了非常微

小的差异。在案例1、案例2、案例3、和案例5的低压轮机入口条件中（流量和压力）也出现

了一种细微的差别。与其他案例相比，案例4有一种明显的低压蒸汽流和压力差别。这些模拟

案例的热质平衡图在附录2中。 

                         
8
独立同行评议人员的《关于有效的热力学燃烧后捕集集成和开发用于该燃烧后捕集改造的热力学模型的灵敏度

分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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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以上段落和6.1章节中评估的结果可以看出，每吨捕集的二氧化碳的损耗（电

力输出损耗）似乎不依赖于该轮机的（高压）入口条件。 

 

b) 该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的说明8（A部分；b子句和c子句。）指出，抽取用于溶剂再

生的蒸汽的温度应当是尽可能接近该溶剂再生的温度；优化的溶剂再生温度将最小化总体

电力损耗；生产尽可能多的电力。 

 

应当注意的是，本研究以100%蒸汽节流流量评估了一种单一运行模式。在部分负荷运

行期间，低压交叉中的压力可能不足以用于溶剂再生。为一个特殊电厂优化抽取用于溶剂再

生的蒸汽，需要考虑该电厂所有典型运行模式。 

 

在本研究中，抽取用于溶剂再生的蒸汽被假设为通过该燃烧后捕集技术知识产权所有

人以尽可能接近该溶剂再生所需温度的温度（和相应的压力）被优化。在仅只涉及一种类型

的溶剂的本研究中的温度和压力，在所有的案例中被保持不变。 

 

c)  该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的说明8（A部分；d子句。）指出，来自二氧化碳捕集/压缩

的任何废热将被用在该蒸汽循环中。 

 

本研究仅评估了什么废热被认为是可合理技术可行的用于该蒸汽循环中的，没有进行

任何经济评估。例如，虽然额外的废热可能可用于煤干燥，但是将需要进行经济评估，以正

确地评估净收益。  

 

d) 期望利用最新的溶剂开发的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设计，可以根据该独立

的同行评议人员的说明（A部分；e子句。）纳入进这些模型中，但是在本研究的过程中没

有没有被进行。  

 

   e)  在该独立的同行评议人员的说明中（A部分；f子句。），燃烧后捕集的灵活性（使捕

集运行能够处于低利润时期和/或在瞬间操作期间的必要时加快升温速率）被开发适合于单

独的进一步研究。  

 

在本报告中考虑的燃烧后捕集改造配置是基于处理该锅炉烟道气的支流。剩余的烟道气绕

开该燃烧后捕集系统，被按路线直接送到烟囱。这种燃烧后捕集改造配置应该对动力装置的运

行灵活性没有影响。 

 

该独立的专家评议人员的说明中，根据已发表的文献，利用最先进的溶剂和最先进的粉煤

电厂，电力输出损耗（EOP）大约为250-300千瓦时电力/吨二氧化碳，与之相比，来自本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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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煤粉煤电厂）电力输出损耗（EOP）结果在234千瓦时电力/吨二氧化碳和420千瓦时电力/

吨二氧化碳之间。 

 

对于单独配备燃烧后捕集的案例来说（案例1和案例4），没有优化的单独配备燃烧后捕集

（案例1）的电力输出损耗不在已发表的文献范围之内，同时优化的（案例4）电力输出损耗处

于该范围之中。 

 

对于配备了煤干燥和燃烧后捕集的案例来说（案例2、案例3和案例5），电力输出损耗都

在已发表的文献范围之内，而且与案例4相比，由于在该基础电厂的效率方面已经获得了进一

步的提高，电力输出损耗较低。 

 

7 该建模方法学的应用 

7.1 对一般燃煤电厂的适合性 

从以上6.4章节的论述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建立的模型（GateCycleTM的电厂蒸汽循

环模型、煤干燥流程模型和燃烧后捕集模型）适合用在一个将被加装一个燃烧后捕集电厂的一

般亚临界燃煤电厂上。这种提议的方法学可以被CCS项目性能影响的独立验证普遍采用。同时，

每个步骤的特殊结果将不相同，采取的一般步骤大体相似。 

 

7.2 其他似是而非的模型案例 

本研究仅包含5个基于一项特殊燃烧后捕集流程技术的模型案例，其中，一种特殊的溶剂被

用于碳捕集。 

这种相同的方法学将应用在评估利用不同的溶剂类型进行燃烧后捕集的其他案例。这是建

立在获得自最近的沃利帕森斯公司交付给不同客户的机密的研究项目的经验基础之上。 

 

8 结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为和改造现有电厂一样开发燃烧后捕集项目解决以下主要的关键方面： 

• 该模型将为改造燃烧后捕集项目提供有关电厂性能和输入影响的独立验证。它为电厂

所有者记录了评估其电厂运行的风险和收入影响的方法学。 

• 当它为燃煤电厂确定了一种独立验证创新改造的性能的方法学时，这种电厂性能的独

立验证可以有助于降低目前所需的风险溢价，为完成一个大规模的燃烧后捕集项目筹措资

金。 

 

本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学完成了独立验证在该电厂中加装一个燃烧后捕集电厂对一个现有的

电厂性能的影响的项目目标。来自本研究的结果与该技术供应商和该电厂所有者两者的预期相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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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碳捕集技术开发商（知识产权）声称的有关其溶剂再生能量的准确性，不可能验证，

除非知道这种溶剂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溶剂的物理性能被要求准确地模拟一个化学吸收系

统的性能，同时化学性能决定再生所需的能量。公开披露的信息仅可用于不含添加剂的MEA。因

此，从剩余的电厂尽可能最小化该技术供应商的“黑盒子”，以给予特殊技术（溶剂）驱动性

能与整体电厂性能上的热流和质量流的智能流程整合之间的一种高水平透明性，同时确保该技

术供应商的知识产权的保密性，是非常重要的。这使个别的流程组件的成功基准能够违反来自

于一种化学和热力学观点的理论上可达到的限制。 

 

选择合适的软件工具对完成这些项目目标是关键性的，因为目前没有能够整合所有需要的

技术组件的软件包可用。因此，脱机整合构成了整合单个技术元素流程的一个庞大而重要的部

分，该流程被要求评估整体电厂性能影响。选择的工具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不仅可用于在本研

究中评估过的燃烧后捕集改造电厂的定义案例，而且还可用于新建地点和其燃用他化石燃料的

技术。 

 

在本研究中选择的评估过的案例旨在确定和比较利用一种特殊的和预定的燃烧后捕集技术

的不同技术解决方案能源损耗的灵敏度，而且在此项工作的过程中，评估了与这种燃烧后捕集

改造有关的几种降低能源损耗的方法。应用于本研究中的这种热力学建模方法学能够探索每种

方法的技术优点，这些技术优点如下： 

1）案例1的设计既不包含利用二氧化碳压缩的热集成，也不包含煤干燥的高温热利用。因

此，与其他的改造案例相比，案例1 的性能估计具有最低的净效率（24.68%）和最高

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0.917千克二氧化碳每千瓦时净）。案例1的能源损耗电力输出

损耗在考虑的案例中是最高的。 

 

2）在案例2中，低温烟道气的热量被用于煤干燥，这导致净单位效率（与案例1相比）提

高了大约1.3%，达到25.89%。与案例1相比，案例2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大约低8%。

然而，在案例2中，单位净输出的下降为0.6兆瓦时，高于案例1（案例1的电力输出损

耗为419.89千瓦时/吨二氧化碳对比案例2的274.7千瓦时/吨二氧化碳）。在案例2中，

由于燃烧较低含水量的煤炭，锅炉燃烧室中的热流估计随着在锅炉尾部烟道中的热传

递的相应减少而增加。这减少了过热减温器和再热减温器的水流量，增加了进入该锅

炉的给水流量，并导致了从该蒸汽轮机的高压和中压部分抽取的蒸汽相应增加。由于

上述原因，该蒸汽轮机的蒸汽总发电量减少了，但是由于降低了蒸汽冷凝负荷，该蒸

汽循环的效率提高了。 

 

3）在案例3 的设计中，煤干燥通过蒸汽循环来自二氧化碳压缩系统的热回收补充。此外，

一个蒸汽膨胀器被用于降低该燃烧后捕集电厂的蒸汽压力。与基础案例的电厂相比，

这些措施产生了26.36%的最高单位净效率（比案例1中的高1.68%）和2.46%的最低效率

损耗。因此，0.836千克二氧化碳/千瓦时净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所有的研究案例中

是最低的。大约69兆瓦的单位净输出的降低与案例相比差不多低了6兆瓦（案例1419.89

千瓦时/吨二氧化碳的电力输出损耗对比案例3中的233.6千瓦时/吨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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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案例4的设计中，低温烟道气的热量被用于为该燃烧后捕集电厂产生低压蒸汽，以补

充该蒸汽轮机抽取的蒸汽。在案例4中配置的烟道气低压蒸汽发电机从锅炉烟道气中抽

取的热能数量几乎和案例2和案例3中的烟道气冷却器一样。该烟道气低压蒸汽发电机

产生28千克/秒的低压蒸汽，占案例4中燃烧后捕集电厂中需求量的大约42%。这种方法

的显著效益在所有的案例中是最低的，净单位的净电力输出为53.1兆瓦，比案例1低

21.8兆瓦（案例1的电力输出损耗为419.89千瓦时/吨二氧化碳对比案例4的284.36千瓦

时/吨二氧化碳）。在案例4中，单位净效率为25.88%，虽然比案例1中的高1.2%，但是

稍低于通过电厂优化利用煤干燥的案例3。 

 

5）案例5的性能与案例3类似。当空冷的热交换器被用于代替冷却塔时，在规定的环境温

度预计燃烧后捕集电厂没有性能老化。然而，在较高的环境温度，可能出现较差的燃

烧后捕集电厂性能，而且为该地点的最高环境温度推荐了额外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性能非常类似于在案例3和案例5之间，由于在所有的设计案例中13.4摄氏度的较

低干球温度都被评估过。案例5一个明显的优势是大幅降低了冷却水需求量。 

 

案例3和案例5（配备煤干燥、燃烧后捕集和优化）显示用于碳捕集的电力输出损耗在所有

的案例中是最低的。然而，这两个案例有相比其他案例第二高的净电厂输出。 

案例4（配备燃烧后捕集和优化，没有配备煤干燥）有最高的净电厂输出，有高于案例3和

案例5的电力输出损耗。 

案例3和案例5有高于案例4差不多0.5个百分点的净电厂效率。 

案例3和案例5还有最低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必须进行和完成一项额外的成本效益分析，其中，设计方法是最有效

益的和/或在燃烧高水分煤炭的亚临界燃煤电厂降低二氧化碳捕集的整体成本方面的净利益最

高。 

 

9 建议 

1．在本报告中描述的这种方法学的特性在涉及一个特殊电厂的燃烧后捕集的改造方面是

成熟的。终止，这种方法学可用于其他电厂的此类项目。然而，例如，在现有的电厂

设计、提议的改造技术和利益相关者组成方面的差别，将导致这种方法学用在其他的

电厂时，必须调整。因此，缘于本研究的主要建议是，燃烧后捕集改造项目的支持者

应当详细研究在本报告中描述的这种方法学，确定在本报告中描述的燃烧后捕集方案

和他们提议的燃烧后捕集方案之间的差别，并且在需要时修改这种方法学以便开发出

一种定制的方法学用于他们的电厂。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在本研究中开发的这种方法

学可以被当做一个可被其他的燃烧后捕集支持者用作定制化服务的模板，如此，他们

的特殊要求被最好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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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人建议，当该项目通过连续地评估作出最终投资决策时，在一个燃烧后捕集项目的

每个关键阶段都包括一个独立验证，以便充分获得和反映工程定义或技术变化。在主

要的资金交付前，这将降低项目支持者的风险预测。 

 

3．该评估得出结论，热力学建模和将一个燃烧后捕集电厂整合进一个现有的或新建的燃

用化石燃料电厂可以利用商业可用的软件来完成。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种独立的

（热力学建模）评估只是一系列必须在一个真实的燃烧后捕集电厂推广项目中完成的

定点研究或调查的一部分。有人建议进行的定点研究或调查要结合本报告中概述的这

种方法学。这些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 环境条件的范围 

• 电厂运行规程 

• 燃烧后捕集电厂的水源可用性  

• 燃烧后捕集电厂的土地可用性 

• 燃烧后捕集电厂的需水量 

• 与烟道气流部分冷却完全相反的额外热回收 

• 本研究中的设计案例的经济分析 

• 燃烧后捕集改造对现有的电厂系统和可操作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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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缩略语 

 

abs 绝对 

AQCS 空气质量控制系统 

BIP 背景知识产权 

BOD 设计基础 

CCS 碳捕集与封存 

CCPI 清洁煤发电计划 

CO2 二氧化碳 

CPRS 碳污染减排计划 

CSIRO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DCFS 双接触流洗涤器 

DOE 美国能源部 

EIA 美国能源信息署 

EOP 电力输出损耗 

EPA 维多利亚州环境保护局 

EPCM 工程设计、采购和施工管理 

EPRI 电力研究院 

ESP 静电除尘器 

ETIS 能源技术创新战略 

FBD 流化床干燥器 

FEED 前端工程设计 

FGC 烟道气冷却器 

FID 融资投资决策 

GCCSI 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 

GRE 大河能源公司 

HHV 高热值 

HMB 热质平衡 

HP 高压 

ID 引风 

IP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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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a 千帕 

LP 低压 

LYA Loy Yang A 电厂 

LYP Loy Yang 电力公司 

MAL 三菱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三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MC 三菱公司 

MHI 三菱重工 

MP 中压 

MPa 兆帕 

MSV 主蒸汽阀 

MW 兆瓦 

NETL 美国能源部的国家能源技术实验室 

OEM 原始设备制造商 

OPEX 运行支出 

PCC 燃烧后捕集 

R&D 研发 

RITE 地球创新技术研究院 

RSV 再热蒸汽阀 

ST 蒸汽轮机 

tpd 公吨每天 

UBC   未燃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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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项目支持者 

Loy Yang 电力公司 

www.loyyangpower.com.au 

Loy Yang电力公司拥有和运营 Loy Yang A电厂和邻近的 Loy Yang 煤矿。Loy Yang 电力是

维多利亚州最大的发电设施，供应该州大约三分之一的电力需求量。从国家电力市场的角度来

看，其供应等同于维多利亚州、新南尔威士州、昆士兰州、南澳大利亚州、塔斯曼尼亚州以及

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总体电力的 8%。 

Loy Yang 电力由能源大联盟公司（GEAC）所有，GEAC 由以下投资者组成—AGL 能源公司

（32.5%）、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2.5%）、RATCH 澳洲公司（14%）、澳大利亚汽车交易联盟养

老基金（12.8%）、Westscheme 养老基金（5.7%）以及 Statewide养老基金（2.5%）。 

Loy Yang A 电厂具备 2，200 兆瓦的发电量和由 Loy Yang 煤矿提供燃料供给，Loy Yang

煤矿是澳洲最大型的露天开采褐煤矿，具备大约每年 3 千万吨煤的输出量。Loy Yang煤矿也供

应煤资源给临界的 Loy Yang B 电厂。 

Loy Yang A 电厂位于拉特罗布山谷的中心地段，墨尔本以西 165 公里。Loy Yang 电力在

1995年 2月随着维多利亚州电力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发电机构维多利亚电力的解散而开始以企业

形式运营。Loy Yang 电力在 1997 年 5 月被私有化，作为维多利亚政府的私有化战略的其中一

部分。 

Loy Yang电力多年以来一直在褐煤的研究和开发领域作为一个领头者和活跃合作者，包括

以下方面的参与： 

 维多利亚政府的研发调研委员会； 

 利用褐煤的清洁电力合作研究中心 

 机械热压力煤脱水示范设施； 

 SKM组织的维多利亚政府低压发电机战略效率改善及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选项研究； 

 ETIS研究和开发项目，即新材料、阶段阵列、小型气化以及富氧燃料等； 

 对于新建电厂和改造现有电厂排放性能的经济可行性研究； 

 与 CSIRO,国际电力-Hazelwood 以及 CO2CRC 合作的拉特罗布山谷燃烧后捕集项目。 

 

澳大利亚能源（前身为 TRU能源） 

www.energyaustralia.com.au 

澳大利亚能源公司（前身为 TRU 能源）是澳大利亚最大型的综合能源公司之一，旨在成为

澳大利亚最佳的以顾客为导向的能源管理组织。 

通过 2011年早期对于新南尔威士政府的 Delta Wes交易权和新南尔威士发电开发站点的收

购，澳大利亚能源公司的总资产投资已达到大约 70 亿澳元和拥有大约 1600 名员工，以及通过

主要运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遍布澳大利亚东南区的合约，澳大利亚能源公司在新南威尔士州、

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以及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提供天然气和电力给大约 2.75

百万个家庭和商业用户。 

在澳大利亚的能源领域中作为投资者、发电商以及零售商，澳大利亚能源公司意识到建立

可持续发展商业的重要性。澳大利亚能源公司通过在 2007年 7月宣布的澳大利亚能源气候变化

http://www.loyyangpower.com.au/
http://www.energy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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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致力于从投资组合中减少排放。澳大利亚能源公司承诺迅速地在 2010年开始减少其碳强度，

至 2050 年实现减少 60%排放的最终目标（基于 1990 水平）。澳大利亚能源公司的最大挑战是

减少雅洛恩电厂的碳排放足迹和积极地评估实现选项，包括在这次项目中与 Loy Yang电力的合

作。 

澳大利亚能源公司是在香港上市的 CLP 机构的全资附属公司。CLP 机构是在亚大地区其中

一个最大型的投资者所有的电力机构，业务遍布香港、澳大利亚、印度、中国、台湾以及泰国，

市场资本总额约为 210亿澳元。 

 

三菱重工业 

www.mhi.co.jp/en/ 

三菱重工业（MHI）是全球领先的重型机械制造商和工程公司，具有广泛领域的产品，其中

包括化石及核能系统、化电厂、可再生能源技术、环境控制系统、航天系统、经济型飞机、远

航船以及重型工业设备。 

MHI是全球 500强公司之一，拥有 350 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2010 财年），及在全球大约

拥有整合 68，000 名的雇员劳动力，以及遍布日本和世界各地的 6间大型研发中心和制造基地。 

在 MHI, 位于横滨的电厂和运输系统工程与建造中心环境及化电厂部门(MCEC）是一间负责

提供加电厂的工程设计、采购以及建造，诸如石化、化肥、甲醇以及对环境控制系统的加工技

术。 

在广泛领域的环境控制系统中，高效烟道气脱硫（FGD）和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PCC）技

术被认为是其中一个应用于未来发电最为重要的产品类别，由于降低温室气体和碳排放法规预

期在未来数年在许多国家中被推出。特别是 MHI认为 Loy Yang 电力的 PCC示范电厂是一个示范

MHI 在褐煤烟道气的专利燃烧后褐煤捕集技术的重要战略项目，证实了大规模褐煤烟道气杂质

对于二氧化碳捕集流程的影响，引领着未来发电行业的商业化二氧化碳捕集方案， 

 

 

沃利帕森斯公司 

www.worleyparsons.com 

沃利帕森斯公司是世界最大型工程与项目交付公司之一，在全球资源、能源以及基础设施

市场存在超过 30年。在 41 个国家 163个办事处雇佣 40，800名员工，沃利帕森斯公司拥有技

术专家、项目交付能力、全球性覆盖以及广阔的资源来为其顾客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沃利帕森斯公司在设计和建造二氧化碳捕集、压缩及管道运输，以及一系列关于深部地质

封存的问题方面具备丰富经验。沃利帕森斯公司已经为客户和包括美国能源部及发电研究院在

内的国家研究机构提供碳捕集电厂设计和支持承包商服务超过 27 年。沃利帕森斯公司在材料处

理、基础设施、环境维护、许可性以及运营方面也具有深厚的资历和经验，以提供给我们客户

一个全方位的能力来确保项目顺利地从概念阶段到调试阶段。 

 

http://www.mhi.co.jp/en/
http://www.worleyparso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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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商事公司（澳大利亚三菱公司） 

www.mitsubishicorp.com/jp/en/network/ao/australia.html 

三菱商事公司（MC-其中澳大利亚三菱公司是全资子公司）是日本最大型的综合交易公司（崇

光百货综合商社），在全世界 80 个国家拥有超过 200 个营运点。结合其 500 个集团公司，MC

在全球大约雇佣了大约 6万名的员工。MC长期以来一直在全世界几乎每一行业与我们的客户紧

密相连，其中包括能源、五金、机械、食物和综合交易。 

MC 仍致力于围绕诸如整体煤气化综合循环(IGCC)和燃烧后二氧化碳捕集（PCC）等新兴技

术的环境项目的投资、推广以及促进。通过这些业务，MC寻求在价值链中作为一个结合融资者、

促进者以及支持者的重要角色来作出贡献。 

尽管 MC 的业务贯穿从贸易到商业投资等所有方面，MC 的本质最恰当地被形容为是专注于

顾客和社会的需要与发展。构想商业模式和可靠地提供职能和服务来推进这些事业的发展。当

MC 投资一项业务，我们利用 MC 的组织优势和全球资源来采购必须的商业资源，来与合作者分

享风险和增加商业价值。 

此外，我们提供优化方案给商业的所有阶段—从开发、采购及生产到物流与销售。支持这

些方案的实现、连接商业和协调顾客联盟都是 MC的重要职能。 

在其他方面，MC争取抢先市场和社会的最新趋势，并且采取行动开发新业务，诸如碳捕集

与封存和低排放发电项目，MC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信用额拥有者之一，也是全球碳捕集与封存

学院的创建成员之一，示意着 MC对于实现低排放世界的承诺。 

     

资历和经验 

项目支持者的资历和经验对于本项目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优秀的人才，有信心取得所有计划

目标。自 2008以来各方就关于项目开发一直进行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开发了一个高效和专业

的工作关系。 

 

 

 

 

 

 

 

 

http://www.mitsubishicorp.com/jp/en/network/ao/austral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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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设计基础 

烟道气 

假定可用于日捕集量为5000吨的PCC电厂的烟道气的详细成分及规格—见下表A。 

附录—表 A—烟道气成分（100%）设计案例 

 

来源：三菱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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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重工设计日捕集量为5000吨的PCC电厂的设备规模时使用的烟道气成分和规格—见下

表B。 

附录—表 B—烟道气成分和规格—设备规模 

 

来源：三菱重工 

 

蒸汽 

供应给PCC电厂的蒸汽的具体数据由三菱重工提供，用于建模。 

冷却水 

提供给PCC电厂的冷却水的具体数据—见下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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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表 C—PCC电厂冷却水的具体数据 

 

来源：三菱重工 

 

电力 

PCC电厂所需电力的数据—见下表D。 

附录—表 D—PCC电厂电力需求 

 

来源：三菱重工 

 

气体（仪器和服务） 

   Loy Yang A电厂的一些前期工作表明，现有的气体容量不足，因此，在这里假设PCC电厂设

计时将建造一些提高气体容量的必要设备和服务。 

PCC基础方案电厂的核心PCC产出 

冷凝水回水 

   PCC电厂所需的冷凝水回水数据由三菱重工提供，用于建模。 

产物-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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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C电厂的产物二氧化碳的详细数据—见下表E。 

附录—表 E—PCC电厂的产物二氧化碳 

 

来源：三菱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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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独立同业评审人报告 

 

燃烧后捕集同业审查报告—Loy Yang 电厂热力学模型 

 

 

（FTSE）Kelly Thambimuthu 博士 

2012 年 8月 31 日 

 

1.研究背景和范围 

本研究受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的委任，由 Worley Parsons 作为主要的合约方，探究燃

烧后捕集(PCC)在现有亚临界燃煤发电厂燃烧次级煤时的性能影响，致力于推广碳捕集与封存设

施的应用。在本研究中的性能影响通过以下方面进行审核： 

 净输送发电的影响 

 配套基础设施的影响 

 流程和冷却所需的供水等公用设施的影响 

 

预期结果将会强调以下 PCC 项目的开发以改造现有燃煤发电厂项目的主要关键方面： 

 开发一个热力学模型，其将提供一份电厂性能的独立验证、PCC 改造项目的数据以及

为发电厂所有者使用的评价其电厂的风险与收入影响的方法学。 

 提供一种用于电厂性能的独立验证方法，致力于减少目前对于首类大规模 PCC 电厂的

融资所需要的风险费用。 

在本报告中开展的工作是基于对 Loy Yang A电厂额定功率为 569 兆瓦的 1号发电机组改造

为 5000吨捕集率的小型商业 PCC设备的特定热力学模型，燃烧高水分的维多利亚褐煤。以下的

特定案例学习评估是作为一种对于电厂热力学模型的方法学开发的验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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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案例研究模型 

 

本研究的审查范围由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提供，要求通过独立同业审查验证为电厂热

力学模型而开发的方法学。本报告是由独立同业审查人 Kelly Thambimuthu 博士基于此目的而

提供。 

本研究进行了大约六个半月，从 2012 年 1月 25日的启动大会开始至需要提供最终报告的

草稿版本给同业审查的 2012 年 8月 10日。 

同业审查人的权责包括以下与项目团队或者主要合约方 Worley Parsons 的合作交流： 

 与 Worley Parsons 领导一起参加 2012 年 1 月 19 日的预启动大会，共同探讨审查范

围； 

 与包括来自 MHI（墨尔本、日本）、Worley  Parsons（雷丁、美国以及墨尔本）以及

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代表的主要研究参与者一起参加 2012年 1月 25日的启动大

会； 

 由同业审查人在 2012 年 2 月 6 日提供反馈给 Worley Parsons，提出关于热力学模型

需要着重针对的标准； 

 在 2012年 2月 8日和 9日，审查由 Worley Parsons 提供的目录草稿； 

 与 Worley Parsons关于基础案例全负荷模型结果进行交流并由同业审查人提供回应； 

 由 Worley Parsons2012 年 8 月 10 日交付最终报告的草稿版本并且由同业审查人在

2012年 8月 16日提出随后的回应。 

以上的活动次序显示出同业审查人对于报告的任何细节部分或者参加与研究团队的

项目审查会议的有限权责。因此必须强调由同业审查人提供的验证是仅着重于热力学

模型的方法学与结果的广泛审查，而并不包括电厂、PCC 电厂以及煤干燥流程的任何

特定性能数据的审查，这与同业审查人不被提供来自电厂或者技术知识产权所有者的

任何使用权保持一致。 

 

2.捕集电厂整合的主要问题 

为了整合 PCC 电厂改造与在大部分可能的节能方式下进行的电厂循环，同业审查人建议采

用以下在发布文献中的相关最佳实践指引（Lucquiaud et al, 2010 and IEAGHG 2011)来开发

热力学模型。该信息有同业审查人在 2012 年 2 月 6 日以笔记形式提供给 Worley Parsons，紧

随着在第一部分提到的项目启动大会。这些指引包括以下方面： 

a. 对于新建电厂，在蒸汽循环尽可能以最高温（利用最佳合理蒸汽环境）加入热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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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改造现有电厂，看来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所产生的损耗不依赖于涡轮（入口）蒸

汽条件。 

b. 在蒸汽循环以尽可能接近溶剂再生所需的温度（及相应的压力）中排出热量以提取蒸

汽用于溶剂再生。优化溶剂温度以将捕集与二氧化碳压缩系统的总体电力输出降到最

低。 

c. 产生尽可能多的电力（对于改造项目在经济效益允许下利用额外的涡轮）与在溶剂再

生温度下排出热量保持一致。同样原理适用于任何用于捕集的额外燃料。 

d. 利用任何来自蒸汽循环中的二氧化碳捕集或者压缩的余热。 

e. 设计预期利用最新溶剂开发的整体电厂生命周期。 

f. 开拓燃烧后捕集的灵活性（促使在低盈利期间和/或者在瞬间操作期间必须加速缓变率

的捕集运行）。 

 

通过这些法则的成功应用，预期对于先进的溶剂和能源整合以及 PCC 粉煤发电厂的电力输

出损耗(EOP)将会是 250-300 kWhe/tCO2。电力输出损耗被定义为下： 

EOP=捕集与压缩的效率损耗(MWhe/MWhth)/燃料特定排放捕集(kg CO2/MWhth)。 

同业审查人在其交流中同样提到开发的模型公用设施将会被加强，假如能够在以下方面针

对性能敏感性： 

 从部分到全负荷的二氧化碳捕集量 

 电厂环境条件的影响 

 潮湿和干燥冷却的影响 

 燃料水分和煤质量的影响 

 未来溶剂改善的影响 

这些特征将会提高模型对于普通的亚临界燃煤电厂燃烧与 PPC 电厂的配置类似的一系列

煤和兼容的溶剂类型的适应性。然而，同业审查人也注意到以上许多令人满意的要求超出了

本报告的研究范围，除了已经在本报告指定的案例 6 中包括的两个关键部分，涉及煤干燥/燃

料水分以及利用潮湿和干燥冷却的效果。对于其他并没有包括在本报告范围中的特征，我们

建议在最终报告中加入特性讨论来强度相关特征的影响。 

 

3.研究方法学和模型 

在本报告中采用的方法学涉及模拟各种基础技术板块的永恒性能，以及改造电厂以适合 PCC、

煤干燥记住和潮湿或者干燥冷却。采用的总体方法首先是制定和验证个别技术板块的永恒模拟，

这些技术板块代表着在案例 6 特定配置中的基础电厂、PCC 机组、二氧化碳压缩机组、煤干燥

流程、潮湿和干燥冷却以及最终地与各样这些机组的组合具备或者不具备整合电厂性能优化流

程。在第一部分定义的案例 6特定模拟着重于以下运行模式； 

 基础案例—全规模发电厂的模拟，基于电厂数据和通过与实际电厂性能数据作比较下

的性能验证。 

 模拟的发电厂部分负荷性能在条件接近降额可能会由于额外的 PCC 机组和在部分运行

下的实际电厂数据的永恒模拟下出现。 

 案例 1 和案例 4 分别提供带有额外 PCC 机组的电厂在具备和不具备优化流程下的性能

模拟。 

 案例 2 和案例 3 分别提供带有结合额外 PCC 和煤干燥机组的电厂在具备和不具备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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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下的性能模拟。潮湿冷却在 PCC 机组运行时采用。 

 案例 5 代表带有 PCC 和煤干燥机组的优化电厂的模拟，但采取了与在 PCC 机组的运行

上应用的潮湿冷却相反的干燥冷却。 

 

在这方法论中采用的总体战略成功地定义了额外的 PCC 机组对于电厂性能的直接影响，通

过基础电厂案例和案例 1及案例 4的对比，而案例 2和案例 3则研究了煤干燥机组的额外影响。

类似地，案例 3 与案例 5的对比可以定义在改造电厂性能上与干燥冷却相反的潮湿冷却的直接

影响。然而，电厂案例模拟报告并没有提供对于单独增加煤干燥机组的效益的直接审核。 

在主要报告的 4.3 部分提出的讨论中，提供了利用在商业上可得的各种软件来进行的流程

模拟。另一方面同业审查人并没有在这些各种软件使用上的直接经验，来权威地评论由合约方

选择的 GateCycle
TM 
软件（在本报告中有详细说明），应该注意的是热力学模型对于现有发电厂

的成本改造二氧化碳捕集的随后开发和使用将产生一个由于 GateCycleTM 软件包所欠缺的完美

成本模型而带来的额外复杂性。然而，其他方法可能被推广来取得在本报告中进行的总体方法

和流程模拟所带来的成本结果（这并不是本报告的成果要求）。 

GateCycleTM 软件用于建模能够通过提供以下与PCC和煤干燥机组相关的主要输出来模拟电

厂性能： 

 PCC电厂的蒸汽提取供应；MW 

 PCC电厂的辅助供电；MW 

 二氧化碳压缩电力 MW 

 煤干燥电厂的辅助供电；MW 

 电厂净输出发电；MW 

 改造 PCC电厂的供水需求；ML 

 

这些参数输出连同 EOP、电厂效率以及二氧化碳捕集量等的其他派生价值 

充分地实现了可交付希望来取得对发电厂进行 PCC改造的影响。 

最后，方法论中提到的一个存在于热力学模型的随后使用中的潜在缺点，就是来自 PCC 和

煤干燥机组进行的输入、输出以及反复的脱机处理，归结于相关软件模块和数据保密性问题的

专利产权。为了保持热力学模型的普遍适用性，使其可以为碳捕集与封存设施的审核和推广提

供一个独立和综合的工具，与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的最终目标保持一致，将必须在本研究

对于 PCC 和煤干燥电厂开发的方法学和模型的未来反复中开发和加入综合和非专利模模块。然

而应该注意的是这采用的脱机迭代流程并不会对实现当前工作所要求的交付成果构成阻碍。 

 

4.在研究方法学和建模的环境中的结果审查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是取得 PCC 机组的优化整合和其他电厂优化来将在电厂整合二氧化碳捕

集的能耗、基础设施以及的其他公用设施或资源的影响降到最低。其中在实现这一成果的关键

部分来自于获得电厂的 PCC 机组改造的最节能整合。实现这目标的标准列表通过能源整合/电厂

优化由同业审查人归纳如图（见第二部分），被强调与在本研究中进行的工作中与部分 PCC 改

造案例相关。强调的相关问题的细节评论在主要报告的 7.4 部分由合约方提供。在报告研究的

案例 6中的能源利用结果总结的主要数据表呈现在以下的表 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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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热力学模型结果总结 

 

在案例 4结合 PCC机组的优化整合热力学模型中，关于 EOP的计算值预期地落在于 250-300 

kWhe/tCO2值域内，在对于在燃烧粉煤发电厂的大部分高效整合 PCC 机组的出版文献所提到的。

对于案例 2 的数据，包括 PCC 和煤干燥机组的两个未优化电厂也同样落在了该值域内。案例 3

的优化电厂流程（案例 3）展示了与文献提到的值域相比一个改善的 EOP 值，强调着在增加煤

干燥在提高基础电厂的效率和使用较少燃料来减少整体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的正面价值。事实上，

案例 2与案例 3的对比展示了对于包括 PCC 和煤干燥机组的模拟，优化的电厂整合通过热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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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可以减少 EOP 从未优化案例 2 的 274.7 kWhe/tCO2到优化案例 3 的 233.60 kWhe/tCO2。这

些结果提供一个对于成功的经由真实电厂数据验证的基础案例模型预测基准以外而开发的热力

学模型和方法学的良好测试。类似地，在优化案例 3 中利用煤干燥提高性能预测的结果与优化

案例 4 利用 PCC机组相比，再一次验证建模在预测煤干燥对于在这些案例中评估的特定条件下

的二氧化碳捕集的能源效率的敏感性。 

 

5.总结和建议 

在本次研究中开发的方法学和模型可以优化电厂整合和预测局部改造 PCC 机组以捕集二氧

化碳、煤干燥流程以减少水分以及在亚临界燃烧褐煤电厂中使用湿式或者干式冷却的影响。同

业审查人能够根据在合约方为全球碳捕集与封存研究院所准备的最终报告中的案例研究验证这

结论。 

在这次工作中开发的方法学和热力学模型已经被调整使其适用于分析在案例特定情况下的

具体专利技术选项，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扩展其普遍应用来评估一系列供应商提供 PCC 机

组给使用低级或者高级煤炭的粉煤发电厂。审查人对于进一步的工作来扩展在本次研究中开发

的方法学和模型的普遍应用的建议包括： 

 具备能力处理煤炭级别和水分含量的影响， 

 利用用于二氧化碳捕集的普遍溶剂捕集 PCC 模块以代替专利供应商开发的模块。普遍

模块应该可以基于最新的溶剂开发而建立未来改善的模型，诸如在降低再生温度和能

源利用方面的开发， 

 扩展模型能力以分析在热量和功率匹配的燃煤发电厂二氧化碳捕集转换改造中分离

额外次级热量的影响。这选项或许可以提供与具备捕集能力的新建电厂相比潜在的成

本优势，并且避免在电力网中捕集改造电厂的大量撤销。 

 提高成本捕集改造电厂的灵活性和方法学 

 提高改造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燃煤发电厂转换的建模能力 

以上的建议是高于或者超出由Worley Parsons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目前工作中恰好强调的合

约研究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