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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的物性数据库、单元操作模块和系统实现策略３个组成部分及其特点，以及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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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烟气脱碳系统中的应用步骤，并通过实例模拟加以验证．当６００ ＭＷ机组烟气质量流量约为２
时，计算得到采用ＭＥＡ的脱碳效率约为８６％，与实验得到的数据（８５％）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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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变暖、雾霾等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
燃煤电厂烟气中ＣＯ：的捕集越来越受到重视．近

户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单元操作模块．‘１１它可用于
各种操作过程的模拟，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煤

年来，国内外专家对ＣＯ：捕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炭、医药、冶金、食品加工等诸多工业领域，‘２。３目

其中，燃烧后捕集对电厂的改动较小，被认为是现

前在烟气净化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多．

阶段燃煤电厂ＣＯ：减排最现实最有效的手段．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是由美国Ａｓｐｅｎ Ｔｅｃｈ公司研

１

发的一款大型化工流程模拟软件，该软件基于稳

态化工模拟、优化、灵敏度分析和经济评价，为用

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的组成

Ｐｌｕｓ软件主要由物性数据库、单元操
作模块和系统实现策略３部分组成．
Ａｓｐ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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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物性数据库

４１５

１．３系统实现策略

Ｐｌｕｓ软件的物性数据库包括系统数据

拥有数据库和系统工艺流程，并不算完整的

库、内置数据库和用户数据库３种类型．系统数据

模拟系统，还应该包括数据输入、结算策略、结果

库适用于所有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程序的运行，物性参数

输出几个部分．用户建立完流程图后，可根据系统

会自动从数据库中检索出来；内置数据库与

提示依次进行全局设定、输入组分、选择物性方

Ｐｌｕｓ的系统数据库无关，当用户需要用内

法、输人物流参数、输入模块参数等操作．输入的

Ａｓｐｅｎ

Ａｓｐｅｎ

置数据库时，必须创建并激活内置数据库；当用户

数据是根据系统的设计变量来确定的．Ａｓｐｅｎ

的数据不具有针对性或不是对所有用户开放时，

默认的模块计算方法为序贯模块法，由用户输入

需要使用用户数据库．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拥有理想模型、

物流参数和模块操作条件，由系统计算得出输出

状态方程模型、活度系数模型和特殊模型等可供

物流的结果和模块结构参数．运行模拟后，可通过

用户在模拟工艺流程时调用．

查看结果图标或左侧数据浏览窗口查看运行结
果．各输人数据和模拟结果存放在报告文件中，可

１．２单元操作模块
Ａｓｐｅｎ

通过结果命令控制报告的形式和内容，并且可以

Ｐｌｕｓ拥有５０多种单元操作模块，用户

可根据需要，将这些模块和模型组合，模拟出所需
的流程．此外，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还为用户提供了一些有

在Ｄｉｓｐｌａｙ Ｐｌｏｔ中对输出结果作图．

２基于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的烟气脱碳系统
本文以ＭＥＡ溶液吸收模拟烟气中的ＣＯ：

用的工具，如流程选项（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和模
型分析工具（Ｍｏｄｅｌ

Ｐｌｕｓ

Ｔｏｏｌｓ）．流程选项目

为例，分析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在电厂烟气脱碳系统中的

录下包括设计规定（Ｄｅｓｉｇｎ Ｓｐｅｃ）、计算器

具体应用步骤及优点，为今后系统的设计和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传递模块（Ｔｒａｎｓｆｅｒ）和平衡模块

化提供依据．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５种工具．常用的模型分析工具也有５
种，分别是灵敏度分析（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优化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约束（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数据拟合
（Ｄａｔａ Ｆｉｔ）和工况分析（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２．１

建立流程图及所选模块说明
所建立的ＭＥＡ溶液吸收ＣＯ：的系统流程如

图ｌ所示．流程所选模块说明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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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电解质组分参与反应，故物性方法选择

表１脱碳系统流程所选模块说明

ＥＬＥＣＮＲＴＬ，液相物性参数利用电解质ＮＲＬＴ活

霉黑

模块图例

篙篙霉纂

雾麓

模块名

性系数计算，气相物性参数利用Ｒｅｄｌｉｃｈ—Ｋｗｏｎｇ

静态方程计算．‘６１ ３
ｏ

精馏塔
的严格核算

财再 对生 酗塔

日日

ｎ¨Ｕ

吸收精馏

和设计计算

２．３输入参数及模拟运行

物流参数主要包括模拟烟气和吸收剂的流

ｏ

量、温度、压力以及各组分的含量．模块操作参数
改变一

没物流的热

冷却物流

即为各设备的参数，如泵的效率、吸收塔和再生塔
的理论板数、进料位置、塔的压降、换热器冷流体

力学状态
两股热

…国Ｈｅａｔｘ鉴搿热…程
改变物

改变
物流压力

芤压力

…０ ｍ一现气瓣弗

出口温度等．
物流参数和模块操作参数输入完毕后即可进
行运行模拟．
２．４实例模拟

电厂烟气经过脱硝脱硫后再进行脱碳，在不
加ＧＧＨ的情况下，此时烟气温度约为４０℃，正好

处于ＭＥＡ高吸收率的温度范围内．烟气由吸收
塔的底部进入，自下而上流动，而吸收液由吸收塔

２．２组分输入及物性方法选择
一是反应机理及组分输入．ＭＥＡ与Ｃ０２反
应的总反应式为：１４｛Ｊ

顶部进入，自上而下流动，二者为逆流接触．烟气
中的ＣＯ：与吸收剂反应后被吸收，脱除了ＣＯ：的
净化烟气从吸收塔塔顶排向大气．富液从吸收塔

Ｃ０２＋２ＨＯＣＨ２ＣＨ２ＮＨ２｝

塔底流出，经换热、加压进入再生塔，解吸后放出

ＨＯＣＨ２ＣＨ２ＨＮＣ００一＋ＨＯＣＨ２ＣＨ２ＮＨ２（１）

ＣＯ：．贫液从再生塔底部排出，与富液通过换热器

该反应是一个可逆放热反应，当温度较低时，

逆流换热后注入吸收塔循环利用．ＣＯ：和水蒸气

反应自左向右进行；当反应温度较高时，反应则自

的混合物自再生塔塔顶排出，最后经过分离器，分

右向左进行．工业上利用该反应的特性，达到ＣＯ，

别得到纯净的ＣＯ：和Ｈ，ｏ．

吸收与再生的目的．

烟气数据来自国内６００ ＭＷ机组平均数据，

该体系包含水和电解质，故使用电解质向导

烟气质量流量约为２

０００ ｔ／ｈ．Ｅ

８］模拟烟气是由质

（Ｅｌｅｃ Ｗｉｚａｒｄ）完成组分输入．由电解质向导得出

量分数分别为６％的Ｏ：，１３％的ＣＯ：，７６％的Ｎ：，

体系内主要发生的反应如下：

５％的Ｈ，Ｏ组成的混合气．

Ｃ０２＋Ｈ２０—Ｈ３０＋＋ＨＣＯ；

（２）

ＨＣＯ；＋Ｈ：ｏ—Ｈ，Ｏ＋＋ｃｏ；一

（３）

ＭＥＡＨ＋＋Ｈ２０＜－－）ＭＥＡ＋Ｈ３０＋

（４）

ＭＥＡＣ００一＋Ｈ２０＊－＇ＭＥＡ＋ＨＣＯ；

（５）

计算方法选择真实组分法（Ｔｒｕｅ

吸收塔、泵、再生塔初始参数设置如表２所
示，模拟结果如表３所示．
本文采用吸收率来衡量ＣＯ：的吸收效果．吸
收率的定义如下：一一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此时电解质向导设置完成，输入组分

吸收率＝絮器装蒜嚣笋舢。％

Ｈ２０，Ｃ０２，ＨＣ０３－，ＭＥＡ，ＭＥＡＨ＋，ＭＥＡＣ００一，

（６）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Ｎ２，０２．

经计算，该系统模拟的ＣＯ：吸收率约为

二是物性方法的选择．在流程模拟中，对不同

８６％．同等条件下，ｌｌ叫实验得到的ＣＯ：吸收率约

的物系应当选用与之相对应的物性方法，才能得

为８５％，两者相差无几．由此可见，利用Ａｓｐｅｎ

到与实际工况比较接近的计算结果．利用专用数

Ｐｌｕｓ软件能够很好地模拟ＭＥＡ溶液脱碳系统，

据包ＫＥＭＥＡ来模拟ＣＯ：一ＭＥＡ—Ｈ：Ｏ体系，系统

操作方便，安全可靠且无实际实验带来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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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模拟结果

ｋｍ０１．ｈｒ。１

将模拟结果用散点图表示出来，如图２所示．
从图２可以看出，随着吸收液浓度的增加，净化烟
气中ＣＯ：质量分数越来越小，即ＣＯ：吸收率增
大．由此可得出一个提高ＣＯ：吸收率的途径——
增大吸收液的浓度．考虑到随着反应的进行，吸收

液的浓度会越来越小，ＣＯ：吸收率随之降低．为了
保证整个吸收过程具有较高且稳定的吸收率，流

３模拟结果分析

程设计中将解吸后的ＭＥＡ贫液降温降压后送人
吸收塔进行循环．这样的设计不但可以促进ＣＯ：

３．１灵敏度分析
模拟运行后，可利用模型分析工具中的灵敏

的吸收，而且可以有效利用反应产生的热量，具有
较高的经济性．在单一贫液循环不能满足吸收液

度分析（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工具分析考察各个工艺参数，

浓度的情况下，还可以在吸收塔上不断通入新的

如烟气流速、烟气温度、吸收液流量、吸收液浓度、

ＭＥＡ溶液作为补充．此时的吸收塔管路布置如图

塔操作温度等对塔吸收率、产品纯度的影响情况．

３所示．

灵敏度分析的结果在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中以表的形式输
出，用户还可以利用绘图向导（Ｐｌｏｔ Ｗｉｚａｒｄ）将分

析结果绘制成曲线，以便更直观地观察不同变量
间的关系．

Ｏ

ｍ

Ｏ

∞

Ｏ嘶

建立一个灵敏度分析，先定义采集变量为净

０

∞

Ｏ

昵

化烟气中ＣＯ：的含量，再定义操纵变量为ＭＥＡ
溶液质量流率，指定操纵变量的变化范围为１００～
ｔ／ｈ，步长为１００，然后运行模拟．ＣＯ：吸收率
随ＭＥＡ溶液质量流率的变化情况见表４．

６００

表４净化烟气中ＣＯ：含量随吸收液
质量流率的变化情况

籁求峨峰Ｈｏ ｄ｜葚ＦⅡ丑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２ＨＴＮＯ质量流率／（ｋｇ．ｈ－１）

图２净化烟气中ＣＯ：含量随吸收液
质量流率的变化

Ｃ２Ｈ７ＮＯ质量流率／（ｋｇ·ｈ－１）

出口气体中Ｃ０２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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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为某个流程变量指定一个期望值，同时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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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变量来满足这一期望值．该操纵变量可以是
模块输入变量、进料物流变量或其他模拟输入变

６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９５２ ４５

３．２设计规定

量．例如，在Ｆｌｏｗｓｈｅｅ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列输入采集变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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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ＭＦＲＡＣ（本例中选为净化烟气ＣＯ：含量），并

器等现成的单元操作模块可供选择，而且可以使

对采集变量进行定义，采集变量输入期望值为

用系统自带的流程选项和模型分析工具进行工艺

０．０２，容差为（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０．００１，输入操纵变量参

参数分析和优化，指导现实中关键设备的设计与
核算、输入参数的选择等．

数吸收塔反应温度，其变化范围为２０—６０℃，运
行模拟．研究得出，在保证脱碳效率为９８％，其他

当某些参数改变时，只需在系统的输入条件

参数保持不变，反应温度在４５℃时比较适宜．也

中改变其数值，便能快捷地输出模拟结果，极大地

可以研究保证塔出口ＣＯ：含量不大于３×１０“

节省了人力和物力的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文主要介绍了Ａｓｐｅｎ Ｐｌｕｓ软件在烟气脱碳

时，其他参数条件保持不变，吸收液的浓度应该不

系统中的流程模拟和参数优化方面的运用，并未

低于多少等问题．

崦

对关键设备的设计选型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待
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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