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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research the design parameters of

数是燃料利用率和过量空气比率；影响系统热回收和电热比

solid oxide fuel cell combined heat and power (SOFC–CHP)

的主要设计变量是燃料利用率和水蒸汽与碳的比率，且这 2

system constituted by a pre-reformer, a SOFC stack, an

个参数的交互作用较过量空气比率对系统影响显著；阴极排

afterburner, two heat exchangers and other assistant facilities,

气再循环比率对系统热、电功率的影响甚微，不是系统的主

and buil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is system. Taking a

要设计参数。整个研究工作为 SOFC–CHP 系统的合理设计

SOFC–CHP system with generation scale of 70 kWe as

提供了指导。

research subject and using the design method of factorial

关键词：析因试验；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热电联供系统；

experiment,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experiment is carried out

交互作用

and the factorial analysis on part of parameters of SOFC–CHP
system is conducted.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uel
utilization and excess air ratio are main design parameters
impacting the power generation of this system; the main design

0

引言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lid oxide fuel cell，

variables impacting heat recovery of the system and electricity

SOFC)发电技术是一种高效的能量转换技术，它将

to heat ratio are fuel utilization and the steam to carbon ratio,

燃料的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与常规电池不同之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parameters on

处在于其燃料和氧化剂不是储存在电池内部，而是

SOFC–CHP system is more evident than that of excess air ratio;

来自外部供给，只要不断地提供燃料和氧化剂，燃

the influence of cathode 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 ratio on heat

料电池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发电[1-2]，其电化学效率高

and electric power of the system is slight, so it is not regarded

且废热品质较高，可以实现热电联供(combined heat

as the main design parameter of the system. The presented
research is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to rational design of
SOFC–CHP system.
KEY WORDS: factorial experiment；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combined heat and power (CHP) system；interaction

and power，CHP)，通过对系统参数的合理设计，
可以使系统达到较高的热、电效率。
在以往的研究工作中[3-6]，对发电系统的性能分
析常采用单因素的参数分析法，即通过变化某单一
变量，分析其对系统另一个性能参数的影响趋势。

摘要：对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热电联供(solid oxide fuel cell

而燃料电池发电系统具有多变量(电堆操作温度、压

combined heat and power，SOFC–CHP)系统的设计参数进行

力、电流密度、燃料利用率、过量空气比率等)的特

了研究，该系统由重整器、燃料电池电堆、燃烧室、2 个热
交换器及其它辅助设备组成。建立了系统的数学模型，以发
电规模为 70 kWe 的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析因试验的设计

点，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难于比较几个单因素的影
响程度，更不能分析多个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本

方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试验，对系统的部分设计参数进行了

文设计了 SOFC–CHP 系统，建立了系统各组件的

析因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系统发电功率的主要设计参

数学模型，并以规模为 70 kWe 的系统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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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因素析因试验[7]的设计方法，从系统的角度

K p,shift =

对部分设计参数进行了研究。

系统描述

1

pCO2 pH2
pCO pH2O

(2)

∆G 0
(3)
RT
式中： K p,reform 为甲烷蒸汽重整反应的平衡常数；
ln( K p ) = −

以天然气蒸汽重整 SOFC–CHP 系统的概念性
设计如图 1 所示。

K p,shift 为水汽转换反应的平衡常数； pH2 、 pCO 、

燃料气

pCH 4 、 pH2 O 、 pCO2 分别为 H2、CO、CH4、H2O 和
阳极排气

压缩机

CO2 的分压力； Kp 为任意反应的平衡常数；∆G 0 为
反应的吉布斯自由能的变化量(kJ/mol)；R 为通用气

重整

空气
压缩机

SOFC

体常数(kJ/(mol·K))；T 为化学反应温度(K)。
2.2 SOFC 电堆模型
在电堆内部，部分燃料仍需进行重整反应，还
需建立电堆的质量平衡方程(4)、能量平衡方程(5)
和电化学方程(6)：

燃烧室

换热器
阴极排气
换热器

余热回收

N i ,out = N i ,in + ∑ vi, k Rk ， k =1,2,3

(4)

∑ Qi ,out = ∑ Qi ,in + ∑ Rk (−∆H k ) − Wel

(5)

排烟

图 1 SOFC–CHP 系统流程图
Fig. 1 The flow chart of SOFC–CHP system

k

燃料气体经压缩机压缩与阳极排气中的水蒸
汽混合后进入预重整器中，在重整器中部分燃料实

i

i

k

 p H2 O 
∆G 0 RT 
1  −η
ln
−
(6)
ne F ne F  p ( p ) 2 
 H2 O2 
和 N i ,in 为组分 i 的出、入口摩尔流律

U =−

现蒸汽重整过程，产生的富氢气体进入 SOFC 的阳
极；系统的冷却空气经压缩机压缩、预热器预热后

式中： Ni ,out

进入 SOFC 的阴极；在 SOFC 电堆中，燃料气与空

(mol/s)； vi ,k 为组分 i 在化学反应 k 中的化学计量系

气进行电化学反应，电子通过外电路形成回路，产

数； Rk 为反应率(mol/s)； Qi ,out 和 Qi ,in 分别为组分 i

生的电流经 DC/AC 转换向用电设备供电；SOFC 出

的出、入口的能量流率(kJ/s)； ∆H k 为反应 k 的摩尔

口的阴、阳极排气进入燃烧室，在燃烧室内催化燃

焓变(kJ/mol)； Wel 为电功率(kW)； pO2 为氧气的分

烧，产生高温烟气，高温的余热依次为重整器、空
气预热器、余热换热器等部件提供热能。系统中采
用了阳极排气再循环和阴极排气再循环的流程结
构，阳极排气提供了重整需要的水蒸汽，避免了使
用蒸汽发生设备[8]；阴极排气再循环与入口空汽混
合，可以减少空气预热器的热负荷，合理利用了系
统的能量[9]。

2
2.1

压力；U 为操作电压(V)；ne 为反应的电子数；F 为
法拉第常数(96 485 C/mol)； η 为电阻损失(V)。
其中，电流密度与反应率的关系为式(7)，电阻
损失的计算采用式(8)，更为详细的模型说明及模型
的验证参见文献[12-13]。
j
A
R 3=
(7)
ne F
η = j(

系统模型
预重整器模型
预重整器中主要完成甲烷蒸汽重整反应和一

氧化碳的水汽转换反应[10-11]，在研究中，假设反应
达到平衡态，甲烷的蒸汽重整反应可用式(1)表示，
水汽转换反应可用式(2)表示，以上 2 种反应的平衡
常数都可通过热力学计算式(3)来确定。
K p,reform =

pH3 2 pCO
pCH 4 pH 2O

(1)

τa τe τc
+
+ )
σa σe σc

(8)

式中：A 为活性电极的面积(m2)；j 为电流密度
(A/m2)； τ a 、 τ e 、 τ c 为阳极层、电解液层、阴极层
的厚度(m)；σ a 、σ e 、σ c 为阳极层、阴极层的电导

率和电解液层电导(Ω·m)−1。
2.3 系统其它组件模型
后燃烧室模型可通过燃烧反应组分计算和热
平衡原理来描述：
Qi ,in −phsi + Qi ,in −chem − Qlost = Qi,comb− 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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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Qi ,in −phsi 为 进 入 燃 烧 室 组 分 的 物 理 热 ；

复试验，即采用 4 因素 2 水平 2 次重复计算机试验

Qi ,in −chem 为进入燃烧室组分的化学热； Qlost 为散热

方法进行试验，共进行的试验次数为 24×2＝32，系

损失； Qi ,comb − out 为燃烧室出口能量(kW)。

统输出为发电功率、热功率、电热比和联供效率 4
个响应，这 4 个量可以体现出系统的性能。析因试
验参数设计见表 2。
表 2 析因试验参数设计情况
Tab. 2 Parameters design of factorial experiment

备后的压力升高值(kPa)；ηs 为设备的等熵效率(%)。
系统中的热交换设备模型为

低水平值

高水平值

rSTCR

2.0

2.5

b

rCGR

0.3

0.6

c

λ

6.0

7.0

Uf

0.7

0.8

d

表 1 系统主要性能参数
Tab. 1 Parameters of SOFC–CHP system

试验结果和讨论

4.1

对发电功率的影响分析
各种因素组合对发电功率的影响如图 2 所示。
6.00
4.00

0.00

d

2.00

−2.00

abd
cd
acd
bcd
abcd

分别表示为 rAGR(anode gas recycled)和 rCGR(cathode
gas recycled)，重整需要的蒸汽与碳的比率表示为
rSTCR(steam to carbon ratio)。

4

ad
bd

失占 各自输入能量的 2%， DC/AC 转换效率为
93%[14]。在常温条件下，系统入口燃料气的摩尔成
分如下：CH4 为 97%，CO2 为 1%，N2 为 2%，流量
为 0.2 mol/s。入口空气组分如下：O2 为 21%，N2
为 79%。在设计工况下，系统的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1，其中定义进入电堆的空气的摩尔流量与按照化
学计量比计算的反应需要的摩尔流量的比值为过
量空气比率λ，电化学反应消耗的燃料量与供给的
燃料量的比值为燃料利用率 Uf，阴、阳极排气循环
量与阴、阳极排气总量的比值为阴、阳极循环比率，

abc

模拟中取燃气和空气压缩机效率为 70%，燃烧
室、预重整器、热交换器等设备保温良好，散热损

对 2 个因子组合(a,b,ab,c,abc,…)进行 2 次重复试
验，每个因子组合的效应 E 可通过式(12)来计算[15]：
E= H −L
(12)
R ⋅ 2( k −1)
式中：H 为该因子组合高水平响应之和；L 为因子
组合低水平响应之和；R 为重复试验次数；k 为因
子数。

c

器效率(%)； Qcold 为冷流体侧的吸热量(kW)。

4

ac
bc

(11)

式中： Qhot 为热流体侧的放热量(kW)； ε 为热交换

−4.00
−6.00

因素组合

图 2 各种组合因素对电功率的效应
Fig. 2 Effects of factors’ on electric power

电堆性能参数

数值

系统设计参数

数值

电堆电压/V

0.78

蒸汽与碳的比率

2.5
0.8

电极面积/m2

52.4

燃料利用率

电流密度/(A/m2 )

2 000

过量空气比率

7.0

操作温度/℃

800

阳极循环比率

0.87

升温梯度/℃

100

阴极循环比率

0.6

设计工况的模拟结果表明，系统的发电效率可
达 47.9%，热电联供效率可达 73.4%。

3

描述

a

效应

Qhot = ε Qcold

因素

a
b
ab

系统中的水、汽介质所需的输送设备要消耗的
功率由式(10)确定：
V&⋅ ∆P
Win =
(10)
ηs
式中：V&为介质的体积流率(m3 /s)；∆P 为介质流经设

析因试验设计
选择独立的设计变量 rSTCR(rSTCR 决定 rAGR)、

rCGR、λ和 U f 4 个因素作为试验对象，分析每个因
素的取值范围，在其取值范围内取高、低 2 个水平，
共有 16 种组合(i=16)，取高低水平的±1%作 2 次重

从对发电功率的影响分析中可以得出，因素 b
对发电功率几乎没有影响，且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对
发电功率的影响也很微弱，影响系统发电效率的主
要设计变量是燃料利用率和过量空气比率。影响最
为显著的是因素 d，且为负向效应，即随着燃料利
用率的增大，发电功率下降。这是因为在固定的电
流密度条件下，燃料利用率增大，入口所需燃料量
减小，电化学反应后剩余氢气量减小，分压力下降，
能斯特电势下降。其次是因素 c，亦为负向效应，
即过量空气比率降低，系统所需空气量减小，电堆
的操作温度升高，欧姆过电势减小，导致电池的电
压升高，功率增大。
因素 a 对电功率的影响为正向效应，随着 rST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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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大，重整器入口水蒸汽的比率增大，有利于重
整反应的进行，重整产生的氢气增多，在燃料利用
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堆出口氢气的分压力会有所增
大，导致电势增加，功率增大。
4.2 对热回收的影响分析
各种因素组合对回收热的影响如图 3 所示。
0.15
0.10

cd

acd
bcd
abcd

bd
abd

ad

d
abc

c
ac
bc

ab

a

0.00
−0.05

b

效应

0.05

−0.10
−0.15
因素组合

−0.20

图 3 各种组合因素对回收热的效应
Fig. 3 Effects of factors’ on heat recovered

影响最为显著的仍是因素 d，且为负向效应，
即随着燃料利用率的增大，参加电化学反应的燃料
量增加，进入后燃室的燃料量相对减少，燃烧温度
降低，排烟可回收热量减少。其次，对排烟热回收
影响较为显著的是因素 a，为正向效应，随着 rSTCR
的增大，高温阳极排气与入口燃料混合进入重整
器，减少了重整器的需热量，最终导致排烟可回收
热量增加。
从图 3 中还可以看出，因素 a 和因素 d 的交互
作用对系统回收热的综合影响为负向影响，且较因
素 c 显著。
从对系统回收热的影响分析中可以得出，因素
b 对热回收功率的影响甚微，影响热回收功率的主
要设计参数是燃料利用率和水蒸汽与碳的比率。
4.3 对系统电热比的影响分析
各种因素组合对电热比的影响如图 4 所示。

81

据图中因素的正、负向效应，选择有显著影响的因
素，调节主要设计变量就可以合理设计系统所需的
热电比。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rCGR 对系统性能参数
的影响程度甚微，分析其原因在于：rCGR 的使用虽
然可以使空气预热器的热负荷减小，但大量的阴极
排气循环进入电堆中，使电堆的排气温度降低，后
燃室排烟温度降低，系统可利用热能的减小抵消了
空预器热负荷的减小，因此 rCGR 对系统的热、电影
响可以不予考虑。在今后的系统流程设计中，若在
后燃烧室材料允许的温度约束条件下，可以避免使
用阴极排气再循环的流程结构。

5

结论

（1）对系统发电功率影响显著的设计变量是
燃料利用率和过量空气比率，且各个设计变量的交
互影响对发电功率的影响可以不予考虑。
（2）对系统热回收影响显著的主要设计变量
是燃料利用率和水蒸汽与碳的比率，且这 2 个参数
的交互作用较过量空气比率对系统热回收的影响
显著。
（3）对系统电热比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是燃
料利用率和水蒸汽与碳的比率，且这 2 个参数的交
互作用较过量空气比率对系统电热比的影响显著。
（4）阴极排气再循环比率对系统热电功率的影
响甚微，不是系统的主要设计参数，在系统设计过
程中，若在后燃烧室材料允许的燃烧温度约束条件
下，可将此设计参数设计为定值，标定在系统设计
手册中，或避免使用阴极排气再循环的流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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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种组合因素对电热比的效应
Fig. 4 Effects of factors’ on electric to hea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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