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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一种化学链燃烧所用赤铁矿氧载体进行了本征还原反应动力学研究。氧载体颗粒的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

测试显示此种氧载体的孔隙率为0．031，表明此种氧载体结构致密，孔隙结构不发达。热重反应器上进行的程序升温还

原实验结果显示氧载体的还原反应分阶段进行，并确定第一还原阶段的温度测试窗口为400～650。C。在排除了氧载体

颗粒内外扩散的影响后，批次流化床实验分析确定反应的本征活化能为138．55 kJ／mol，指前因子为6．8×10”s～。通过对

内外扩散因素的分析，加深了对此种氧载体颗粒与CO的宏观反应特性的认识。本研究结论与前人关于缩核模型、外扩

散控制以及较小的表观活化能的研究结论具有良好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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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work，the intrinsic kinetics of the first reduction stage of a hematite as oxygen carrier(OC)reduced by

carbon monoxide(C0)has been investigated．For the intrinsic kinetics analysis，the BET surface area and the pore size

distribution tests showed that the porosity of this kind 0f 0C was 0．031．which revealed that the OC had dense structure

with undeveloped pore structure．The temperature programmed reduct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the thermo

gravimetric analyzer，which showed that the reduction of OC was conducted in stages，and the appropriate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 range for testing the intrinsic kinetics Of the first reduction stage was 400—650。C．Furthermore．a series Of

formaI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a batch fluidized bed system with different temperatures and different CO

concentrations．The intrinsic activation energy and the pre—exponential factor were determined as 138．55 kJ／mol and

6．8×10”S～respectively．afte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I diffusion factor been eliminated．The analysis to the intern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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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diffusion factors deepened the acknowledgement to the reaction properties of this kind of hematite OC reduced by

CO．The researching results of this paper had good compatibility with many previous research conclusions such as

shrinking core model，external diffusion control and smaller apparent activation energy．

Key words：chemical looping combustion；intrinsic reduction kinetics；hematite oxygen carrier

化学链燃烧(chemicM looping combustion，CLC)是一种具有CO：内分离特性的新型化石燃料燃烧技

术¨。2]，是解决当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最有前途的技术之一。化学链燃烧通过将传统燃烧方式中的一步燃

烧反应分解为两个独立的氧化还原反应，从而实现了从传统CO：分离技术中的气体组分分离过程转变为较

易实现的气固分离过程，这样的燃烧方式有助于降低燃烧及CO：捕集全过程的用损失，提高能源的利用效

率阳]。类似于人体循环系统对机体的供氧模式，CLC借助于氧载体(oxygen carrier，OC)的循环实现氧在反

应器内的输运。通常化学链燃烧反应器由两个相互串联的流化床反应器——燃料反应器(air reactor，AR)

和空气反应器(fuel reactor，FR)组成，燃料与空气并不直接接触，分别进入各自的反应器，从而实现CO：的内

分离。其工作原理如图1所示。当高氧势氧载体(Me。0，)循环进入到燃料反应器后会被燃料还原成低氧势

氧载体(Me。0，一，)，与此同时燃料被氧化为CO：和H：0，如式1所示。

(2n+m)Me；0，+C。H2。一(2n+m)Me。0¨+mH20+nC02， (1)

(2n+m)Me。0，一l+(n+m／2)02一(2n+m)Me。0，， (2)

C。H2。+(n+m／2)02一mH20+nC02。 (3)

燃料反应器的尾气经过简单的冷凝处理能够直接得到高纯度的CO：。反应生成的Me一0。随着固体在
床内的循环传递而进入空气反应器，在空气反应器的强氧化气氛下，Me。0州在此重新被氧化为Me。0，，如式

2所示。之后，新生成的Me，0，重新进入到燃料反应器从而形成循环。如果将式1与式2相加即可得到传统

一步燃烧反应化学方程式3。

N2+02 C02+H20

空气
反应器

燃料
反应器

图1 化学链燃烧系统不意图

Fig．1 Schematic view of the CLC reactor

铁基氧载体具有价廉和环境友好的特点，天然铁矿石氧载体已经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铁基氧化

物的反应机理及反应动力学的相关文献已有报道。EL—Geassy等H。和ET—Tabirou等"o很早就通过实验测试了

Fe：0，单晶与CO还原反应的活化能，但这些早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冶金行业，并没有化学链燃烧的研究背景，

而且仅得到的活化能并不能完全表征反应过程的速率。Wang等∞。在热重分析仪上研究了Fe：0。／m：0，氧载体

的还原将巨，重点考虑了惰性氧载体Al：0，对反应速率的影响。Zafar等。7。指出Fe：0，／MgAl：0。氧载体还原反应

的前半段即Fe：0。到Fe，0。段表现为非常快速的反应，而后半段即Fe，0。到FeO段的反应速度较慢。最近已经

有不少的研究者将目光投入到化学链燃烧氧载体反应动力学的测试上来。Garcia—Labiano等邯母1系统地考察了

人工制备的铜基、铁基和镍基氧载体与CO、H：和CH。的还原反应动力学。Chen等¨叫基于微型流化床反应器研

究了赤铁矿被CO还原的反应特性并给出了相应的反应动力学参数。

氧载体与气体燃料的反应是一种在非平衡条件下的复杂气固异相反应，因此研究氧载体的反应性时应

聱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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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综合考虑其本征化学反应因素和传质因素的综合影响。至于哪一方面占主导，在现有文献中意见并不统

一，而且各种研究所给出的反应速率常数和反应活化能数值大小更是相差甚大。Monazam等¨q研究了赤铁

矿氧载体被甲烷(体积分数为15％、20％和35％)在不同反应温度(973～1 098 K)下还原为方铁矿的反应

速率，作者使用基于两平行反应的综合反应动力学表达式来拟合实验得到的结果。Abad等H21使用未反应

收缩核模型(SCM)来表征Fe：O，／A1：O，与合成气的反应。Go等n33指出铁基氧载体与甲烷的还原反应在

l 073～1 173K之间时表现为扩散控制。而Piotrowski等¨4’15。认为赤铁矿氧载体还原为方铁矿的过程的活

化能为25～125 kJ／mol，反应级数为1，并且指出二维核生长模型更适用于描述整体的反应过程。Pineau

等¨刮测试了赤铁矿氧载体与氢气在493～1 003 K温度下的还原过程，确认第一阶段反应Fe：O，到Fe，O。的

表观活化能为76 kJ／mol，而第二段反应Fe，O。到Fe的活化能仅有39 kJ／mol。作者还指出在更高温度下反

应受到相边界层反应控制。Su等¨川指出铁基氧载体的第一阶段还原反应在900℃下的热重分析仪上表现

为颗粒外边界层上的气体扩散控制，此时计算反应的表观活化能没有意义，而实际的应用赤铁矿氧载体的化

学链燃烧反应器却往往设计为利用还原反应的第一阶段。Chuang等[1朝利用流化床反应器对Cu基氧载体

的本征还原动力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工作中反应器的特性和气体内外扩散的影响均已排除，他们认为对

于355～500斗m的颗粒，当温度小于600 oC时的实验结果可以用于分析反应的本征动力学常数，并且指出

Cu：0被CO还原的反应的本征活化能为49 kJ／mol。

在铁基氧载体与cO反应的微观机理方面，Dong等¨弘驯通过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开展了一系列的

研究工作。Dong等¨引研究了Fe：O，(1102)表面和(0001)表面与co分子的反应过程，确定了cO的最佳吸

附位，结果表明(1102)表面活性更高。Zhang等m o指出以上反应分为两步，首先一个CO分子活化Fe：O，，

形成Fe：O：O结构，之后第二个CO分子与活化的O原子成键生成CO：。Dong等。21。指出，第一还原阶段的反

应能垒远小于第二还原阶段，因此实际的化学链燃烧中不宜深度还原Fe：O，。Tan等心2埘。应用DFF计算研

究了ZrO：、MgO和A1：O。负载对Fe：O，与CO反应的影响机理，发现负载促进CO吸附在Fe：O，上。负载与

Fe：O，之间的电子转移造成Fe：O，键长变长，有利于CO的转化。负载后电子在费米面以下连续分布，化学活

性更高。同时，计算得到有无负载下Fe：O，与CO的还原能垒为Fe：O，：2．59 eV，Fe：O。／A1：O，：O．99 eV，

Fe203／MgO：0．98 eV，Fe203／Zr02：0．83 eV。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铁基氧载体与CO本征反应的研究还停留在相当表层的阶段，而且理论计算

结果与实验结果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基于此，本文通过实验进行了赤铁矿氧载体与CO反应的本征反应动

力学研究。

1 实验方法

实验选用峨口产赤铁矿矿石作为氧载体，样品在实验之前已经过5 kW级双循环流化床300 h连续实

验旧5。蚓，可认为其各项物理化学性质均已达到稳定。因在测试前已经过充分的氧化，此氧载体根据x射线

荧光光谱分析(XRF，EDAX EAGLE 11)结果确定其含Fe：O，的质量分数为66％ⅢJ。经过筛分，氧载体颗粒

粒径选择为180～200 txm，表观密度为3 472 kg／in3。对此种氧载体的其他表征，如x射线衍射(XRD)、BET

比表面积测试等参见实验结果及分析部分。

实验首先在热重分析仪(Netzsch STA409PC)上进行程序升温实验，分别选择体积分数15％和50％的CO

作为还原气体，N：作为平衡气，升温速率为15。C／min，直到970 oC。观察分析DTG曲线中失重峰的位置及

其变化。

之后，在批次流化床反应器中进行实验，以研究赤铁矿氧载体第一反应阶段的本征反应动力学。实验中

选用5 g氧载体和15 g石英砂的混合物作为床料，分别以体积分数5％、7．5％和15％的CO作为还原气，N：为

平衡气，总通气速率为常温下1 L／min。实验温度区间为400～650。C。图2所示为批次流化床实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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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主反应器的直径为33 mm，排出的尾气通过在线气体分析仪(Gasboard一3100P，Cubic

Optoelectronics)检测。

气体分析仪

同2批玖流化眯。艾验系统爪怂㈥

Fig．2 I(hrmati(。、lt、、、{汀Ill{1 bah h tquidized 1}P(1 t11Jt、I imenial 11ig

2结果与分析

2．1 样品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测试

选择经过批次流化床氧化还原测试之后的铁矿石作为样品测定其孔隙尺寸分布，如图3所示。其最可

几孔径为3．051 nm，平均吸附孔径为12．904 nm。BET比表面积为1．387 m2／g。根据平均孔径、颗粒孔隙率

和比表面积的关系：rp=2e／S哪，此时的S唧为单位颗粒体积下的表面积，由于氧载体颗粒的颗粒密度为

3 472 kg／m3，因此．s唧=4．816x106 m2／m3。由此可以计算得到颗粒的孑L隙率(占)为0．031。综上分析，此种

天然铁矿石氧载体几乎是致密的，这也可以由此载体反应前后的SEM照片确认[251。因此当这种氧载体在

进行气固反应时，气体的内扩散过程是很难进行的。

3．5×10一

3．0x104

2．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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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j：’F r”丁L隙尺度分布劁

Fig．3 Por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hematite oxygen carrier

2．2程序升温还原实验

样品在热重分析仪上进行程序升温还原实验，其热重分析一次微分曲线(differential thermal gravity

analysis，DTG)结果见图4。两DTG曲线均表现为双峰分布，显示反应为分步进行。根据还原气体浓度的不

同失重峰的位置会出现变化，具体表现为：当在体积分数50％CO气氛下还原时，还原峰位429．8℃和

711．3℃；而当15％CO时，还原峰位533．3℃和874．1℃。由此可以看出，高还原性气氛下反应有所提前。

第一阶段还原反应发生的温度一般小于600℃，由此能够解释Su等[171之前文章中指出的第一还原阶段反

万方数据



第1期 苏明泽，等：化学链燃烧中赤铁矿氧载体的本征反应动力学研究 45

应在900 oC的热重分析仪上表现为颗粒外气膜扩散控制的现象，同时能够说明如果专注探究此氧载体的第

一还原阶段的本征反应动力学，不应该在实际CLC运行温度下进行实验，因为此时由于气体扩散的限制导

致本征还原动力学不能够被实验结果所表达。基于此，我们在接下来的批次流化床中探究氧载体本征还原

动力学的实验中采用温度窗口为400～650。C。

0．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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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热毫分析仪上程序升温还原DTG

Fig．4 DTG results for the temperature programmed reduction experiments by TGA

2．3本征反应动力学测试及分析

2．3．1转化率与转化速率计算

批次流化床实验中，在线监测反应器出口气体的流量和组分的体积分数。考虑到在实验的氧化阶段并

没有观察到含碳气体的存在，因此可以认为在还原过程中并不存在积碳的现象。氧载体的转化率随时问的

变化可表示如下：
一

I F。；Jc02dt

X=—二——一， (4)
fttotal

’ 、

J F。。YC02dt
J

tO

其中，F。。表示检测到的尾气体积流量；yC02表示尾气中co：的体积分数。

U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时间／s

图5 典型工况下批次流化床尾气体积分数监测曲线

Fig．5 Typical profile for the volume fraction of the product gas

图5展示了一个典型工况下气体分析仪所监测到的批次流化床尾气气体浓度变化曲线。从图中可以

看出，对于此反应，CO是足量的，因此不存在反应被通气速率限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虽然本工况下所用还

原气体体积分数为15％，但是，由于还原性气体通过床层时，部分气体被消耗，所以出口CO浓度并不能达到

15％。为此我们根据对数平均的原则使用平均值表征床内还原气浓度以便于之后的分析。对数平均浓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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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为： cco，。=笼， (5)

其中，Cco,in表示c0的人口浓度，Coo,out表示c0的出口浓度。事实上在我们的分析中出口浓度与人口浓度

相差不大，其平均值与人口值亦相差不大，在之后的分析中我们也会直接使用入口值进行比较。

图6典型工况下计算所得转化率与转化速率曲线

Fig．6 Typical profile for the conversion and conversion rate as a function of time

图6所示为典型工况下氧载体的转化率与转化速率随时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看出，反应速率在最开始

会有一个最大值，从反应刚开始到最大值存在一个上升阶段是由于反应器内气体掺混和颗粒表面气体初始

扩散的共同影响所致。我们选择曲线上的最大值表征样品在此反应工况下的反应速率，可以认为此最大值

是还原气体完全接触氧载体颗粒外表面后所表现出来的反应速率。对于整个曲线的描述可以根据阿伦尼乌

斯形式的表观动力学关系式表示为：
，|y

iLit。x=k’·exp(一E／RT)·八石)·g(yco)， (6)
U￡

其中，x表示氧载体的转化率；南’为表观指前因子；E为表观活化能；R表示气体常数；T表示反应温度；Yc。表

示还原气中CO的体积分数。函数厂表示反应速率随反应进行的变化情况，本质上，描述了图6中转化率曲

线的形状，根据反应发生的不同尺度，又可分为描述颗粒演化的函数和描述晶粒演化的函数。函数g表示反

应速率随气体组分摩尔分数的变化关系，如果所研究的问题是固体表面上的气固反应，那么气体浓度的影响

主要是分子尺度的吸附一反应一脱附过程。

2．3．2外扩散因素分析

为了分析外扩散的影响，我们将实验得到的反应速率与完全受外扩散控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速率

进行了对比，如图7所示。以平均粒径为例，CO的传质速率r。。。(mol／(g·s))可以由下式计算：

r。。。=ksS。(C。一C。)， (7)

其中，c。表示颗粒所处环境下CO的浓度；C。表示颗粒外表面上CO所达到的浓度，为了计算得到最大传质速

率，在此假定c。为0；S。表示单位质量(g)样品所具有的外表面积，在此假定本实验中的样品颗粒为标准的

球型；后。为外传质系数，可以通过传质关联式的方式进行计算，如下所示：

Sh=2e。+0．69Relp／2Sc“’， (8)

其中，5^为舍伍德数，其定义为Sh=ksd。／D。，d，为氧载体颗粒的直径，Dc为c0在Ⅳ：中的分子扩散系数；占。

为床层的空隙率；Re，为颗粒的雷诺数，由Re。=Ud。尼。秽计算，其中u为表观气速，秽表示气体的运动粘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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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数Jsc由Sc=v／D。纠’辫

图7外扩散完全控制下氧载体颗粒所能达到的最大反

应速率与实验测得的氧载体反应速率的对比

Fig．7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ximum rate which could be reached under the gas diffusion

control and the experimental measured reaction rate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低温下，实验得到的反应速率与完全受外扩散控制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速率差别

较大，并且实际反应速率小于传质限制的最大反应速率。可以认为在此还原气氛下(体积分数15．02％)，当

温度T<500℃时，反应基本不受气体外扩散的影响；而在高温段即CLC实际应用的900℃范围内，第一阶段

还原反应完全受气体的外扩散控制。

2．3．3 内扩散因素分析及本征动力学拟合

从上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温度较低时外扩散对表观反应过程没有影响。因此在之后的分析中，低温下可以

直接忽略外扩散的效应。为了保持分析的一致性，在研究内扩散有效因子时，高温下的实验结果也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了处理，在此需要指出，分析本征动力学时仅使用了低温下的实验数据。总包反应速率常数k⋯枷表示为：

koverall=叼南。， (9)

其中，k，为本征速率常数，而卵为内扩散有效因子，表示有孔扩散阻力的反应速率与无扩散阻力的反应速率

的比值，当叼一1时表示气固反应速率相对于气体在颗粒内孑L隙扩散速率慢的多，以至于可以认为颗粒孔隙

中充满了与颗粒外环境相同浓度的还原气体，因此气固反应发生在颗粒可见的所有表面上，可能表现出类似

于均相反应的特征，也可能由于内部晶粒结构变化的原因而出现不同的反应机理函数；而当叼一O时，表示气

固反应速率较快或颗粒孔隙结构不利于气体向固体颗粒孔隙的内部扩散，因此气固反应发生在颗粒外表层

并依次向内推进，出现类似于缩核模型的反应特征。

内扩散有效因子田可以从公式9及以下两个公式中循环迭代得出：

r／=(1／西2)(3@coth 3多一1)， (10)

多=(d。／6)√南。m。／D。Ⅱ， (11)

其中，m。表示单位空间体积内所含氧载体颗粒的质量；D。。为颗粒孔隙内有效扩散因子，由D。。=

02可刁F高计算得到；Dx为孔隙内的Knudsen扩散的扩散系数，￡为氧载体颗粒的孔隙率并且在2．1节
中已经分析得到。经计算，得到了实验条件下的内扩散有效因子，其中当体积分数15％CO气氛下内扩散

有效因子随温度的变化列于表1。

表l 内扩散有效因子随温度的变化(体积分数15％CO)

Table 1 Relations of r／with the experimental temperature(volume fraction 1 5％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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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的实验组别下，内扩散有效因子数值都很小，说明此种氧载体实际反应发生

在颗粒表层，符合缩核模型的描述。另一方面随着温度的提高，内扩散有效因子数值变小，说明反应层变薄，

正是这种反应层变薄的效应(气固接触表面积减小)部分地抵消由于温度提高而带来的气固反应速率的提

高，导致表观活化能比本征活化能小。以上的计算过程中也会同时得到本征反应速率常数露，。

用阿伦尼乌斯形式的动力学方程表示计算得到的本征反应速率常数：

k。=k'0exp(一E。／RT)·g(Ko)。 (12)

考虑用理想固体表面的Langmuir-Hinshelwood机理表示g(Yc。)，假定反应物和产物的吸附和脱附速率

都很快，而表面反应速率较慢，整个过程受到表面反应的控制，忽略CO：吸附的影响，并考虑到实验数据均为

常压下得到，g(yc。)可表示为：

Ⅱ”。

g(yco)=丁÷i， (13)
』CO 1．O

其中，o、b均为常数。将式(13)带入到式(12)中，得到本征动力学最终的表达形式：

k。=koexp(一E。／RT)·[yc。／(yc。+b)]， (14)

其中，ko=南’o·o。

将相同温度下不同还原气浓度的实验数据组合，并对其拟合如图8所示。由此得到方程(14)中常数

b=O．040 2。拟合过程中得到的P。(即方程(14)中的koexp(一E。／RT))对温度进行阿伦尼乌斯拟合：

In(P，)～1／T，以同时得到本征活化能和指前因子．如图9昕示，

图8 Langmuir—Hinshelwood机理拟合

Fig．8 Fitting forLangmuir—Hinshelwood mechanism

图9阿伦尼乌斯拟台ln(P，)一1／I’

Fig．9 Arrhenius fitting(In(P1)～l／T)

由拟合结果可知，本征反应活化能为138．55 kJ／tool，考虑到ks与局。的关系最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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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6．8×1。13exp(半)·[i志]。 (15)

此活化能对应DFT计算中的活化能垒为1．44 eV，本方程所显示势能最低点处的谐振动频率16．8×1013
k。T

与低温下经验值÷=1．5×10”相差不大。

以上阿伦尼乌斯拟合中仅有两个温度点，为了证实分析的可靠性，根据2．3．1节所述，依气体进口浓度

为根据，相同气体浓度的实验划分一组，直接对得到的本征反应速率进行阿伦尼乌斯拟合，如图10所示。可

以看到活化能结果与以上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3

2

1

皇”0
一

-1

·2

—3
l 5 O．

r1I(K1、TII(K-I)
a体积分数15％CO b体积分数7．5％CO

图10 f—J浓度气氛F直接5可f仑尼马斯拟合In(P，)～1／T

Fig．1 0 Direct A11henius fitting f()r results x～ithin the same vo]llllle fractioll

2．4样品的表征

对反应前后样品进行了XRD分析，如图1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样品中SiO：的成分非常明显，这是

由于在批次流化床测试实验中样品并非单独放入反应器内，而是与一定量的石英砂混合之后加入到反应器

之中，这样可以使样品损失质量相对于总样品质量较小，保证实验的精确，但是由此导致从反应器取出的无

论是氧化态还是还原态的样品都很难做到与石英砂完全分离。由图中可以看出石英砂的部分峰强发生了变

化，这可能是由于石英砂在整体还原过程中主晶相发生变化导致的。氧化态的样品其主要成分为Fe：O。，而

还原态的样品其主要成分为Fe，O。，说明我们实验中所测得的本征动力学参数确实反映了此赤铁矿氧载体

的第一还原阶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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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反应前后样品的XRD谱图

Fig．1 1 XRD pattern of the samples within oxidation and reduct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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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本工作确认此种赤铁矿氧载体具有较小的孔隙率，在反应过程中表现为还原气体难以渗透进入颗粒内

部；反应温度较低时，氧载体第一还原阶段表现为本征反应动力学控制，因而能够通过实验确认反应本征动

力学参数；在较高温度条件下，反应趋向于外扩散控制。

本文关于氧载体反应性的论述与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是相容的，而且可以对之前的结论进行较为系统

的解释。对于收缩核模型的结论，在本文中可以看出，由于天然铁矿石氧载体表面的致密性，导致即使在较

低温度下还原气体也很难通过表面的孔隙结构扩散到氧载体的内部从而进行反应，更不用说在高温下颗粒

整体处于表面边界层的扩散控制之下，颗粒更加表现为由外到内的分层反应，这样的图景与收缩核模型是一

致的。同样，本文通过对外扩散的分析认为，前人关于赤铁矿氧载体在高温下的第一还原阶段表现为外扩散

控制是合理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外扩散的效应逐渐显现，导致实测表观活化能减小；另一方面，通过内扩散

的分析，我们认为随着颗粒反应温度的升高，颗粒内扩散有效因子减小，意味着气体深入颗粒的深度减小，参

与气固反应的实际固体表面积减小，这种表面积的减小体现在对宏观反应速度的影响上，即为在一定程度上

抵消了因温度升高而导致本征反应活性增加所带来的宏观反应速度的增加，因此即使在分析中排除了外扩

散的影响，也会由于此种原因导致表观活化能实测值较小。

在本文中虽然得到了赤铁矿氧载体与CO反应的本征动力学参数，但是其精细反应机理并不十分清楚，

而且分析的过程中有一些假设依赖于对反应机理的理解。虽然已有一些文献从量子化学密度泛函(D订)计

算角度阐述了Fe20，或Fe：O。／负载与CO反应的机理，但考虑到反应路径的复杂性和DFT计算的固有缺点，

文献中的这些机理并不完备也还没有得到确切的验证。本文通过对内外扩散的分析，已经较为清晰地指明

了此种赤铁矿氧载体的宏观反应特性，下一步的工作应该综合考虑本征反应、反应作用表面因素、内外传质

等因素从而得到更为精确的和适用范围较大的CFD模拟适用的气固反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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