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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柴油机排气微粒捕集器的关键技术之一就是捕集器的再生．应用热重／差热同步分析仪，在 

空气、氧气两种气氛下对柴油机排气微粒进行燃烧特性实验，并就微粒的失重曲线和燃烧特性曲 

线、燃烧特征参数以及燃烧反应动力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可以为柴油机排气微粒捕集器再生 

技术的实施提供指导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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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a thermogravimetry，the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esel exhaust particulates 

with air and oxygen were studied experimentally．The results about TG curves and DTG curves，fire 

point tempe rature，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and combustion kinetic characteristic pa- 

rameters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to carrying out the regeneration tech— 

nology with regard to diesel exhaust particulate fil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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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柴油车 日益广泛的应用和越来越严格的排 

放标准，仅靠机内净化技术已不能满足排放法规的 

要求，必须同时采用后处理装置．据国外有关专家预 

测，微粒过滤技术是最终实现柴油机微粒排放控制 

最简单有效的技术之一．近年来，微粒捕集器已成为 

了国内外研究的热点，而微粒捕集器的关键技术包 

括过滤体材料的开发和再生技术研究_1]．过滤体的 

再生受到柴油机的排气温度、排气中的氧气含量、流 

速以及再生能量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清除沉积在过 

滤材料上微粒的过程称之为捕集器的再生．目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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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对于捕集器的再生技术仍未取得突破性的进 

展．再生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主动再生和被动再 

生．根据柴油机的特点和工况选择合适的再生技术 

对于微粒捕集器的安全有效再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研究微粒的燃烧特性对于微粒的有效再生起到 

重要作用．本文应用热重／差热同步分析仪，实验研 

究柴油机排气微粒的燃烧特性，并进行理论分析，研 

究结果为车用微粒过滤器主动再生或被动再生技术 

的应用提供具体的数据支持． 

1 实验装置和实验内容 

实验样品是在 SDlll0发动机实验台架排气尾 

管上采集的柴油机排气微粒(转速稳定在 2 OOO 

r／min)，微粒的工业分析和元素分析见表 1． 

实验采用瑞士 METTLER T0LED0公司生产 

的TGA／SDTA851。型热重／差热同步分析仪，对采集 

好的柴油机微粒进行燃烧特性实验．实验时通入高 

纯氮气(N2)做保护气，流量为 50 mL／min，加热速 

率为30℃／min，反应空气、氧气流量为40 mL／min， 

升温范围为室温至 1 OOO℃． 

表 1 柴油机排气微粒的工业分析与元素分析 

Tab．1 Ultimate and proximate analysis of 

diesel exhaust particulate ％ 

2 结果与分析 

2．1 燃烧特性分析 

图1为燃烧特性曲线．图中，m 为微粒质量；rh 

为失质率，表示单位温度下微粒质量的减少；￡ 为 

燃烧温度．从图 1可以看出，在微粒的热重分析曲线 

上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失重区域，低温段可理解为挥 

发份的燃烧过程，高温段对应的是固定碳的燃烧过 

程．随着温度的升高，首先是挥发份析出，并发生燃 

烧反应；随着温度的进一步升高，挥发份燃烧完成， 

接着是固定碳的燃烧过程．在低温段，失重大约达到 

整个失重的25％；在高温段，失重占整个失重的 

75％．这与文献[23中报道柴油机排气微粒中碳的含 

量在 75．6％～79．8％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微粒的 

燃烧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固定碳，可挥发份析出 

起的作用比较小． 

从图1还可以看出，当微粒在氧气环境下燃烧 

时，燃烧反应比在空气环境下快．特别是在高温段， 

燃烧反应进行得非常快，失重曲线基本成直线．在整 

个燃烧反应的 1／3时间内，失重占整个失重的70％ 

左右．微粒氧化得越快，对微粒捕集器的再生越有 

利．说明再生时提高空气流量(加大氧气含量)，可使 

微粒燃烧速率提高．而在300℃以下的低温段，失重 

曲线和燃烧速率曲线变化趋势在两种气氛下基本一 

致，可见微粒在这一温度区域，即挥发份析出和燃烧 

阶段，对空气中含氧量的变化不敏感． 

t ／℃ 

(a)空气的TG-DTG~线 

／℃ 

(b)氧气的TG—DTG 线 

图 1 燃烧特性曲线 

Fig．1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curve 

2．2 燃烧特征参数的确定 

2．2．1 峰值温度 

图1DTG曲线有两个峰值，DTG曲线的峰值代 

表燃烧速率最大值，峰值越大，则燃烧越剧烈．显然， 

固定碳的燃烧比挥发份的燃烧剧烈的多．DTG峰值 

温度见表 2． 

表 2 燃烧特性曲线 I)' 峰值温度 

Tab．2 DTG summit temperatures of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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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着火温度 

着火时反应系统的温度称为着火温度．着火温 

度反映了微粒着火的难易程度，掌握着火温度对于 

微粒的点燃和稳定燃烧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采 

用最常用的 TG—DTG法来确定柴油机排气微粒的 

着火温度，即在DTG曲线上，过峰值点A作垂线与 

TG曲线交于一点 B，过 B点作 TG曲线的切线，该 

切线与失重开始时平行线的交点 C所对应的温度 

定义为着火温度 Tt，见图2．按照此方法确定微粒的 

着火温度，数据见表 3．很明显，在氧气中的着火温 

度低．说明提高排气温度或排气中氧气含量是提高 

微粒燃烧速率的一个有效途径．但越是性能优良的 

柴油机，排气温度越低，要想使车用柴油机的常用排 

气温度控制在 400℃以上几乎不可能．可见微粒再 

生时，增大空气流量即加大空气中的含氧量，可以降 

低微粒的着火温度，便于主动再生的实施． 

图 2 着火温度定 义示意 图 

Fig．2 Diagram of definition of fire poit temperature 

2．2．3 燃尽温度 

将微粒失重 占总失重 99％时对应的温度定义 

为燃尽温度 Tn，数据见表 3．由表 3可知，在空气环 

境下，微粒在 1 188．5℃燃烧基本结束；而在氧气环 

境下，微粒在931．5℃质量就基本为零，燃烧结束． 

说明在氧气环境下，燃烧反应进行得非常快．也说明 

如果氧气量充足，微粒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燃烧结 

束．表现在图2中，氧气的 DTG峰值对应的温度比 

空气的低，而且对应的最大失重率也大，同样说明在 

氧气量足够的情况下，微粒可以在较低的温度下快 

速燃烧掉． 

2．2．4 综合燃烧特性指数 

为了全面评价微粒的燃烧情况，采用燃烧特性 

指数 S来描述微粒在实验中的燃烧情况． 

(dⅣ／d ) (dW／d )一  ， 、 
一

— — —  — 一  u  

式中．(d d￡)一、(d d ) 一 为最大燃烧速度和平 

均燃烧速度，n1 rIlin．燃烧特性指数全面反映了微粒 

的着火和燃尽性能，燃烧特陛指数值越大说明微粒的 

燃烧特性越好．实验微粒燃烧特性参数见表3． 

表 3 综合燃烧特性指数 

Tab．3 Synthesis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从表 3可以看出，微粒在氧气下的燃烧性能好， 

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特别是最大燃烧速率，在氧气 

中是在空气中的十几倍，也就是说如果增大空气流 

量，可以极大的提高微粒的燃烧速率，使微粒迅速完 

成再生． 

2．3 燃烧动力学分析 

求解燃烧反应动力学方法可以分为微分法和积 

分法两大类。微分法直接从 DTG曲线上读取 da／ 

dt的值，可能引入较大的误差，因此更多采用积分 

法进行计算．由Arrhenius公式，可得__3I4] 

=Aexp(一 ㈤ (2) 
式中，A为频率因子，min～；E为活化能，kJ／mol； 

R为气体常数，8．31 J／(mol·K)；T为反应温度， 

K；a为反应过程中的转化率，％；t为反应时间， 

min；，(a)为与热解机理相关的函数． 

在线性升温条件下，dT=fldt，其中， 为升温 

速率，则式(2)变为 

dot
=  

A
eXp(一 ) ) (3) exp 一丽 ( ) (3) 

经过整理，得 

·n[ ]=In( )一 
其中 

G(口)=I 0 J L
a 

在升温速率卢不变的情况下,In[ 1：应为 
一 条直线，直线的斜率为 一E／R，从而可以求出反 

应活化能E；直线的截距为ln(仙 ／J8)，求出频率因 

子 A．根据热重曲线显示的特征，以TG曲线的分界 

点为界 分为低温区(第一温度区)和高温区(第二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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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区)两部分进行处理。以升温速率 30℃／rain为 

例，图3为燃烧动力学参数求解图．经过拟合计算得 

出的微粒的动力学参数见表 4． 

O．O01 0．002 0．003 0．004 

／℃一0 

图3 燃烧动力学参数求解图 

Fig．3 Calculating diagram of kinetic parameter 

表4 微粒的燃烧动力学参数 

Tab．4 Combustion kinetic param eter of particulate 

反应气氛 了 j 第二温度区间 E／(kJ
·mol一1) A／n~n一1 

空气 72．1 1．52×108 115．7 4．42×107 

氧气 68．6 4．40x109 82．7 7．26×101Z 

表 4可以看出，第一温度区间的活化能明显小 

于第二温度区间，说明挥发份燃烧需要较小的活化 

能，微粒的燃烧主要是固定碳，需要较大的能量．在 

第一温度区间，在空气环境下需要的活化能和在氧 

气环境下的基本一样．在这一阶段，主要是挥发份的 

析出和燃烧，挥发份的失重在微粒燃烧的总失重中 

所占比例较小，反应气氛对活化能的影响不是很大． 

而在第二阶段，主要是微粒中固定碳的燃烧，在微粒 

的燃烧中起主要作用，反应气氛的影响明显增大．说 

明微粒再生时，如果能增大空气流量，或者采用某种 

方法降低微粒的活化能，则燃烧所需的能量较小，便 

于再生的进行． 

3 结 论 

a．柴油机排气微粒的燃烧明显地分为两个阶 

段，低温段即挥发份的燃烧用的时间比较长，失重所 

占的比重较小；高温段即固定碳的燃烧用的时间比 

较短，且失重占较大的比重．当微粒在氧气下燃烧 

时，这个现象更为明显，说明微粒捕集器再生时加大 

空气流量可以提高微粒的燃烧速率． 

b．在低温区，空气中的含氧量对挥发份的燃烧 

影响不大． 

C．在氧气下比在空气下微粒燃烧得更快而且 

更充分．再生时加大空气中的含氧量可以缩短过滤 

器再生的时间． 

d．加大空气中的含氧量，可以降低微粒的着火 

温度． 

e．微粒在氧气下 比在空气下燃烧所需的活化 

能小，再生时增加空气流量可以降低反应所需的活 

化能，有利于再生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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