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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 experiment of 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of diesel engine particulate in air or oxygen was 

conducted by using the thermogravimetry／difference synchronization analyzer．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 

data，TG curves，DTG curves，ignition point temperature，combustion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 were ana— 

lyzed，and combustion kinetic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us— 

tion of diesel engine particulat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obviously．The low—temperature stage of vola— 

tile matter burning spends for a longer time，while the high—temperature stage of carbon burning spends for a 

shorter time．The phenomena is more obvious when the particulate burns in oxygen．In the low—temperature 

stage，the oxygen content in air has a little effect on volatile matter burning．The ignition point temperature 

can be reduced if the oxygen content in air i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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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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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试验。根据试验数据分析了微粒的失重曲线、燃烧特性曲线、着火温度、燃烧特性参数，计 

算了燃烧反应动力学参数。结果表明：柴油机排 气微粒的燃烧分为两阶段 ，低温段 即挥发分的 

燃烧用的时间比较长，高温段 即固定碳的燃烧用的时间比较短。当微粒在氧气下燃烧时，这个 

现 象更明显 。在低温段 ，反应 气氛中的含氧量对挥发分的燃烧影响不大。加 大反应气氛 中的 

含氧量可以降低微粒的着火温度和反应所需的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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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微粒捕集器 已成为 国内外研究 的热点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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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而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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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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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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应用瑞士 METTI ER TOLEDO公司生产 

的TGA／sDTA851 型热重／差热同步分析仪，试验 

研究柴油机排气微粒的燃烧特性 ，并进行理论分析， 

研究结果为柴油机排气微粒捕集器选择合适的再生 

技术、再生条件及再生温度等提供依据。 

1 试验方法 

试验样品是在 SD1110发动机试验 台架上采集 

的柴油机排气微粒 ，其工业分析和元 素分析见表 1。 

对采集的柴油机微粒进行燃烧特性试验。试验时通 

人高纯氮气作保护气 ，流量为 50 mL／min，升温速率 

为 30℃／min，反应空气、氧气流量为 40 mL／min，升 

温范围为室温至1 000℃。 

表 1 微粒 的元素分析与工业分析 (质量分数) 

元素分析 工业分析 

C H o l N l s 灰分 挥发分 固定碳 t 
83．50 1．04 lO．50 l o．24 l 1．13 3．2O 23．75 68．60 

2 试验结果与分析 

2．1 失重(TG)曲线和燃烧速率(DTG)曲线 

图 1为两种气 氛下柴油机排气 微粒 的燃烧 特 

性 曲线。从图 1可看出，在微粒的失重 曲线上有两 

个 比较明显的失重区域 ：低温段为挥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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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挥发分析出，并发生燃烧反应 ；随着 

温度的进一步升高 ，挥发分燃烧完成 ，接着是 固定 

碳 的燃 烧 过 程。低 温 段 失 重 约 占 整 个 失 重 的 

25 9／5；高温段失 重 占整个 失重的 75 。这 与文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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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挥发分析出起 的作用 

比较小。 

从图 1还可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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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曲线基本呈直线。在整个燃 

烧反应的 1／3时间内，失重 占整个失重的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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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曲线和 DT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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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挥发分的析出和燃烧 阶段 ，对空气 中含氧 

量的变化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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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种气氛 F微粒 的燃烧特性 曲线 

2．2 峰值温度 

图1中DTG曲线有两个峰值，代表一定温度范 

围内燃烧速率最大值，峰值越大，则燃烧越剧烈。显 

然 ，固定碳的燃烧 比挥发分 的燃烧剧烈得多 。DTG 

曲线峰值温度见表 2。 

表 2 DTG曲线峰值温度 

反应气氛 第一峰温度／℃ 第二峰温度／℃ 

空气 233．o 720．5 

氧气 240．o 554．5 

2．3 着火特性分析 

理论上 ，由缓慢氧化状态转变到反应能 自动加速 

到高速燃烧状态 的瞬间过程为着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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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过峰值点 A作垂线与TG曲线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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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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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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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着火温度定义示 意图 

可见微粒再生时 ，增大含氧量 ，可以降低微粒的着火 

温度 ，便于主动再生的实施 。 

2．4 可燃性指数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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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描述微粒在试验中的燃烧情况 。 

，dW 、 ，dW 、 

s 一 ㈩  

表 3 微粒综合燃烧 特性 指数 

指 数 

反应气氛 ( dW)
⋯ ／cms n ( dW)⋯／cms．min S／(mg ·rain ·K一。) T．／K 

空气 675 0．49 0．18 1．14×10—10 

氧气 569 6．66 0．25 3．99×10 9 

式中，( )⋯为最大燃烧速度；( dW)
⋯  

为平均燃 

烧速度 ；T 为燃尽 温度 ，本 文将微 粒失重 占总失重 

98 9，6时对应的温度定义为燃尽温度 。 

燃烧特性指数全面反映了微粒 的着火和燃尽性 

能，S值越大说 明微粒 的燃烧 特性越好 。试验微粒 

燃烧特性参数见表 3。从表 3可看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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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增大含氧量，可以极大提高微粒的燃烧速率，使 

微粒迅速完成再生。 

2．4．2 燃尽特性分析 

燃尽特性是表征可燃物燃烧性能的一个重要指 

标 ，用燃尽特性指数 C 来描述柴油机排气微粒 的燃 

尽特性 ，定义如下 ： 

Cb：：：丛  (2) 

式 中，．厂 为 TG 曲线上着火点对应的微粒失重量与 

微粒 中可燃 质含量 的比值 ；将微粒燃烧失重从开始 

到燃烧 98 可燃质的时间定义为燃尽时间 ， 时 

刻所对应的微粒失重量与微粒中可燃质含量的比值 

定义为总燃尽率 厂，则后期燃 尽率 f。一f—f 。其 

中， 反映了挥 发分相对含 量、微 粒着火特性 的影 

响；f 反映了微粒 中碳的燃尽性能，与含碳量、碳 的 

存在形态等微粒特性有关 。 

燃尽特性指数综合考虑了微粒 的着火和燃烧稳 

定性等因素对燃尽的影响。C 越大，微粒的燃尽特 

性越好。表 4为微粒的燃尽特性指数 C 。从表 4可 

看出，在氧气下微粒的燃尽性能更好。 

表 4 微粒的燃尽 特性指数 

指 数 

反应气氛 } ，l fz Cb 

／ ／ ／ ／rain一 

空气 26．1 98 3O．88 67．12 0．008 8 

氧气 2O．4 98 42．36 55．64 0．011 6 

2．5 燃 烧动 力 学分 析 

采用积分法求解柴油机排气微粒的燃烧反应动 

力学参数。根据 Arrhenius(阿累尼乌斯)公式 ] 

可得 ： ． 

dR
—

Aexp(一 ) (3) 
式中，A为频率 因子 ；E为活化能 ；R为气体常数，取 

值为 8．31 J／(mo!·K)；T为反应温度；OL为反应过程 

中的转化率；t为反应时间 ；，(a)为与热解机理相关 

的函数。 

在线性升温条件 下，dT=fldt，其 中 p为升温速 

率。则式 (3)变为 ： 

dot
一  

A 
eXp(一 )厂(a) (4) 一 p(一丽) 

对上式分离变量并积分，整理得 ： 

tn[ ] (等)一 ㈦ 

式中，G(。)一J： 。 
在升温速率 不变的情况下，1n『G』(a )7l N』1=应 

为一条直线，直线的斜率为一号，从而求出反应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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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E；直线的截距为 In - 5-1，求出频率因子A。根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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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温度区)两 

部分进行处理 。以升温速率3O℃／min为例 ，图 3为 

微粒试验数据点 以及由其拟合的直线 ，经过拟合计 

算得 出的微粒的动力学参数见表 5。 

一  

／℃一 

图 3 燃烧 动力学参数求解 图 

从表 5可看 出，第一温度区间的活化 能明显小 

于第二温度 区间，说 明挥发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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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环境下的差不多。在这一阶段 ，主要是挥发 分的 

析出和燃烧 ，挥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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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增大反应气氛含氧量，即能降低 

微粒的活化能 ，使燃烧所需的能量减小 ，便于再生的 

进行 。 

表 5 微粒 的燃烧动力学参数 

第一温度区间 第二温度区间 

反应气氛 
F／(kJ·mol一 ) A／rain一 E／(kJ·mol一 ) A／min一1 

空气 72．1 1．52×10s 115．7 4．42×1O 

氧气 68．6 4．40×109 82．7 7．26×1012 

3 结论 

(1)柴油机排气微粒的燃烧分为两阶段：低温段 

即挥发分的燃烧用的时间比较长，失重所占的比重较 

小 ，约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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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为 75 。在<300℃的低 

温区，气氛中的含氧量对挥发分的燃烧影响不大。 

(2)从燃烧特性指数和燃尽特性指数可见 ，在 

氧气下微粒燃烧比在空气下快，而且更充分，微粒的 

燃烧性能更好。加大反应气氛中的含氧量，可以降 

低微粒的着火温度和反应所需的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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