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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CO2循环发电技术

 超临界蒸汽循环与超临界CO2循环（ CO2临界点：7.37MPa/30.98℃）

 朗肯循环与布雷顿循环（冷端是否存在相变）

 理想气体开式循环与真实气体闭式循环（工质是否常物性，是否循环使用）

 直接加热循环与间接加热循环（工质加热方式）

3超临界CO2循环属于超临界真实气体闭式布雷顿循环



高效600 ℃超超临界技术

高效600 ℃二次再热超超临界技术31Mpa/600℃/620℃/620 ℃31Mpa/600℃/620℃/620 ℃

高效700 ℃超超临界技术36.65Mpa/700℃/720℃/720 ℃36.65Mpa/700℃/720℃/720 ℃

2016年11月华能山东莱芜二次再热蒸汽发电机组投运，发电效率48%，除了提

高蒸汽初参数的手段，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2016年11月华能山东莱芜二次再热蒸汽发电机组投运，发电效率48%，除了提

高蒸汽初参数的手段，是否还有其他方法？

燃煤蒸汽发电技术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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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600 ℃超超临界技术28Mpa/600℃/620℃28Mpa/600℃/620℃

700℃+发电技术依赖于昂贵的镍基高温合金，使得机组成本增加4～5倍，严重影

响机组经济性，技术发展遇到瓶颈。

700℃+发电技术依赖于昂贵的镍基高温合金，使得机组成本增加4～5倍，严重影

响机组经济性，技术发展遇到瓶颈。

需要从热力循环的基础理论探寻更优的新型动力循环



理论最优循环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卡诺循环和概括性卡诺循环为两个恒温热

源间的最优循环，具有理论最高效率。

理论

最高效率

卡诺循环 概括性卡诺循环

5新循环构建逼近理论最优的卡诺循环或概括性卡诺循环

卡诺循环 概括性卡诺循环



蒸汽朗肯循环

T/℃

最高参数 32MPa,600/620/620℃

平均吸热温度450℃

6超高参数下蒸汽朗肯循环偏离理论最优的卡诺循环

吸热过程：非等温吸热，平均吸热温度低，可用能损失大；

膨胀过程：膨胀比大，高压缸叶高损失大；低压缸湿气损失大；

回热过程：抽气回热，冷热温差大，传热不可逆损失大；

放热过程：等温放热，不可逆损失小，但真空度要求高，设备庞大

s/(kJ/(kg℃))



超临界CO2循环

平均吸热温度570℃

T/℃

最高参数 32MPa,600/6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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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J/(kg℃))
吸热过程：近等温吸热，平均吸热温度高，可用能损失小；

膨胀过程：膨胀比小，叶片高度适中，等熵膨胀效率高，设备紧凑；

回热过程：近极限回热，冷热温差小，传热不可逆损失小；

放热过程：临界点近等温放热，多级间冷近等温压缩，设备高效紧凑

超临界CO2循环逼近理论最优的概括性卡诺循环



超临界CO2循环的技术特点

效率高

 临界点适中，工质特性与循环匹配好

 回热比例高，平均吸热温度高，效率比水工质高3-5%

 随着参数的提高，效率优势更加明显

8超临界CO2循环发电效率比相同参数蒸汽循环提高3%-5%



超临界CO2循环的技术特点

 压比小、能量密度高，设备结构紧凑

 系统简单，占地面积小

 更易于实现透平高低位布置，减少高温管道长度

成本低

9超临界CO2发电机组的单位造价比蒸汽机组减少6%-15%



超临界CO2循环的技术特点

 无抽气环节，余热品质高（90-100℃），先天灵活性好

 与热泵联合应用可实现高效灵活的热电联产机组

 可在0%-100%全负荷高效工作，实现热电完全解耦

灵活性好

1为热源；2为二级回热器；3
为一级回热器；4为工质热水加热

器；5为热泵电动机；6为热泵压

10超临界CO2热电机组可实现热电完全解耦（0%-100%全负荷工作）

器；5为热泵电动机；6为热泵压

缩机；7为热泵热水加热器；8为
热泵回热器；9为热泵膨胀阀；10
为冷却塔；11为热泵蒸发器；12
为循环水泵；13为预冷器；14为
主压缩机；15为再压缩机；16为
膨胀机；17为发电机



超临界CO2循环技术应用前景

11超临界CO2循环应用前景广阔，对实现我国能源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基础物性

关键技术

超临界二氧化碳在近临界点区域和高温高压区域的热力学性质（如密

度、比焓、比熵等）和输运性质（粘度；导热系数等）

研究现状

CO2属于常规工质，有成熟的工业应用，目前国际上多采用美国NIST
的物性数据库，在临界点和高温高压区域不确定性较大，但仍基本满

足工程需要。

近临界点高精度的基础物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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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近临界点高精度的基础物性测量；

含有少量杂质气体的临界点物性数据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流动传热

关键技术 超临界二氧化碳在近临界点区域和高温高压区域的流动传热特性

研究现状

对近临界点的特性已经做了大量研究，精度可以满足工程需要；但缺

少高温高压条件下流动传热特性的试验数据。

技术挑战

近临界点高精度的流动传热预测模型；

高温高压下的流动传热预测模型及试验数据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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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高温高压下的流动传热预测模型及试验数据验证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系统设计

关键技术 能量释放、转化和传递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的协同设计技术

研究现状

如何协同考虑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和化石能源释放热量的特点，设计

出高效的动力循环发电系统是本项目的关键技术，目前国际上针对化

石能源的研究很少。

技术挑战

针对化石能源热量释放特点的系统优化设计理论；

规模化的循环发电系统试验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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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吸热窗口：500~700℃
 燃烧温度：1500~1700℃
 排烟温度：30-140℃

燃烧

规模化的循环发电系统试验平台建设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运行控制

关键技术 真实气体闭式布雷顿循环全流程全工况运行控制技术

研究现状

真实气体闭式循环有别于蒸汽循环和燃气循环，工质如何充装、如何

启动、变负荷运行、正常停机、事故停机都无成熟的经验。

技术挑战

循环发电系统全流程全工况动态特性；

循环发电系统仿真计算方法和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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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循环发电系统仿真计算方法和控制策略

工质充排系统模块 锅炉模块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压缩机设计

关键技术 近临界点变物性高效压缩机设计方法

研究现状

压缩机工作在二氧化碳临界点附近，容易出现局部凝结现象，但相对于

水和水蒸气密度近千倍的差别，二氧化碳临界点附近气液差别并不大，

通过前人的研究，二氧化碳压缩机是可以工作在临界点附近。

技术挑战

近临界点变物性高效压缩机设计方法和试验；

近临界点变物性超临界二氧化碳密封结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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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近临界点变物性超临界二氧化碳密封结构开发



关键技术 双超临界流体耦合传热特性及紧凑式换热器设计方法

研究现状

关于单侧超临界流体的传热研究很多，但对于两侧均为超临界流体的

紧凑式回热器来说，在结构和物性的耦合作用下，设计更加复杂。

技术挑战

近临界点变物性双超临界流体耦合流动传热特性；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换热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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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高效低阻紧凑式换热器结构开发



关键技术 大流量小温升锅炉各级受热面设计方法

研究现状

燃烧侧可借用现有成熟技术，尽管缺少工质侧高温二氧化碳流动传热

特性，但通过理论分析和已有的流动传热数据来看，此处二氧化碳接

近理想气体，可按常规计算模型进行锅炉设计程序的开发。

技术挑战

大流量小温升锅炉受热面设计方法；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锅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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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烟气能与工质能协同考虑下锅炉的结构设计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透平设计

关键技术 高温高压高能量密度透平气动结构强度一体化设计方法

研究现状

超临界二氧化碳由于能量密度大，级数少，气动载荷要远大于蒸汽透平，

因此需要同时考虑气动和强度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少。

技术挑战

高能量密度高效透平旋转机械设计方法和试验；

高能量密度超临界二氧化碳密封结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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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高能量密度超临界二氧化碳密封结构开发



超临界CO2发电关键技术挑战 材料选择

关键技术 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系统材料抗腐蚀特性及评价选型

研究现状

二氧化碳为惰性介质，但同时也是弱酸性工质，特别是在纯度不是很

高的情况下，可能会对材料产生腐蚀。国外现有研究表面在温度不是

很高的情况下，二氧化碳对常用材料不具有腐蚀性，但在高温环境下，

具有一定的腐蚀性，但腐蚀机理与水蒸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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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挑战 含有少量杂质气体的超临界二氧化碳气氛下材料的性能评价



国内外研究发展趋势

法国EDF：提出二次再热燃煤超临界CO2循环系统概念设计，效率50%
美国SNL：建成首个电加热超临界CO2再压缩循环整体发电试验系统

 在核电研究带动下，超临界CO2循环在火电、光热和余热等研究也快速增长

 对燃煤超临界CO2循环的研究，国内外均处于起步阶段

 循环理论、热物性，锅炉、回热/预冷器、压缩机/透平等关键部件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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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MIT：Dostal 系统研究了核反应堆超临界CO2循环

美国Echogen：建成EPS100余热利用超临界CO2循环样机

法国EDF：提出二次再热燃煤超临界CO2循环系统概念设计，效率50%
韩国KASIT等：开始建设730kWth超临界CO2循环试验台

西安热工院：正在建设5MWe/20MPa/600℃
化石能源发电试验平台



华能5MW超临界CO2发电试验平台项目

最高压力：21.5MPa
最高温度：600℃
工质流量：308t/h
发电量：5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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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燃烧系统；

透平发电系统；

压缩机系统；

回热器系统；

循环冷却水系统；

工质充排系统；

热工基础试验系统



DOE 10MW超临界CO2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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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MW超临界CO2发电机组概念设计

锅炉

压缩+透平+发电机组

预冷器

项目 单位

300MW等级蒸

汽机组[1]
300MW等级CO2

机组

热耗率 kJ/kWh 7852 6708 
锅炉效率 % 93.5% 94.3%
管道效率 % 99.0% 99.0%
发电热效率 % 42.4% 50.1%
供电热效率 % 40.3% 48.5%
厂用电率 % 4.9% 3.8%
发电煤耗 g/kWh 289.79 2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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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回热器

高温回热器

CO2储罐

发电煤耗 g/kWh 289.79 245.49 
供电煤耗 g/kWh 304.85 255.18 

[1] 华能集团科技项目《燃煤火电厂国际对标分析研究报告》中300MW等级机组统计数据，2015



300MW 超临界CO2锅炉初步设计

煤质参数

Car（%） 60.51%
Har（%） 3.62%
Oar（%） 9.32%
Nar（%） 0.70%
Sar（%） 0.61%
Aar（%） 12.54%
Mar（%） 12.70%
Vdaf（%） 27.30%

锅炉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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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冷壁 墙再气冷壁 低过 低再 高过 高再 分流省煤器

T91/T9251×8
T91/T9250×6

TP347HFG45×4.5
T9257×4.5

HR3C51×8
HR3C51×6

12Cr1MoVG57×4.5

一次工质压力(MPa) 32
一次工质温度(℃) 602
二次工质压力(MPa) 18.4
二次工质温度(℃) 622
工质流量(t/h) 7150.2

炉膛容积热负荷（kW/m3
） 91.9

炉膛截面热负荷（MW/m2
） 4.0

锅炉热效率（%） 94.3%



300MW超临界CO2旋转机械初步设计

主、再压缩机采用4级离心式压缩机；高、低压透平采用4-5级轴流透平；

两台压缩机、两台透平同轴布置；轴系总长约6.3米，转子直径约400-560mm；转

速3000RPM，最大应力35MPa左右，与超超临界蒸汽轮机相当，强度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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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超临界CO2循环具有系统简单、设备紧凑、效率高、灵活性好等优势，在火

电、核电、光热发电、余热发电、船用动力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超临界CO2循环热源适应性广，能够满足传统火电、光热发电、分布式能源

和高灵活性热电联产机组的要求，因此发展该项技术对实现我国能源转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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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但作为一个没有工业基础的新循环，在基础热工水力特性、循环构建理论、

系统运行控制策略、关键设备设计、材料选择等方面还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需要建设规模化试验平台进行深入研究；

 国内外多家研究机构正在积极推进该项技术从原理论证向工程实际的转化，

可望在2025年实现商业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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