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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ew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comprising a boiler, a steam turbine generator, an exhaust fan, and a heat-collectmg
water tank. The steam generated by the boiler i s delivered via a pipeline to the steam turbine generator and drives said generator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The tail gas discharged by the steam turbine generator and the flue gas discharged by the boiler are 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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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t fan i s fully mixed with the water in the heat-collecting water tank. The water in the heat-collecting water tank absorbs the re -
sidual heat in the mixed gas. The sulfur dioxide and nitrogen dioxide in the mixed gas react with the water to form sulfuric acid and
nitric acid, and then the reactions with calcium carbonate stones form innocuous calcium carbonate, calcium nitrate, and carbon di -
oxide. A t the same time the impure matters such as the smoke in the mixed gas are cleaned. The system can fully utilize residual heat
with a thermal efficiency of 90% and above, and has good purifica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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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 ，包括锅炉 、汽轮发 电机 、排风机和集热水箱 ；锅炉产生 的水蒸汽经管道输送给汽轮发 电
机并驱动其发 电，汽轮发 电机排 出的尾气及锅炉排 出的烟气分别经管道输送到排风机 ，并通过排风机及管道
送入集热水箱 ，在集热水箱 内装满 以碳酸弼为主要成分的石子 ，由排风机送入 的混合气与集热水箱 的水充分
混合 、集热水箱 的水吸收混合气 中的余热 ，混合气 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与水反应成硫酸和硝酸等 ，再与
碳酸钙石子反应成无害的碳酸钙 ，硝酸钙和二氧化碳等，并 同时清洁混合 气 中的烟尘等杂质 ，该系统能充分
利用余 热，热效率可达 90% 以上 ，净化效果好 。



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环保发 电系统。

背景技术

火力发 电中锅炉产生的烟气经烟 囱进入大气中，污染环境，影响人民身体健康 ；发 电中
产生的余气 ，某些单位用它把水加热 以供洗澡或取暖，虽然利用 了一部分余热 ，但余热仍未
被充分利用 。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发电系统 。该系统充分利用余热 ，实现环保 、发 电成本低
和高效益 。

本发得的 目的是通过 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包括锅炉、汽轮发 电机 、排风机和集热水箱；锅炉产生的水蒸气经
管道输送给汽轮机并驱动其发 电，汽轮发 电机排 出的尾汽及锅炉排 出的烟气分别经管道输送
到排风机 ，并通过排风机及管道送入集热水箱 ，在集热水箱上 内装满 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
石子，由排风机送入的混合气与热水箱 内的水充分混合，集热水箱 中的水吸收混合气 中的余
热 ，混合气 中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与水反应成硫酸和硝酸等 ，再与碳酸钙石子反应成无
害的硫酸钙、硝酸钙和二氧化碳等，并同时清洁混合气中的烟尘等杂质，经清洁后 的气体从
集热水箱排 出；也可将集热水箱设置成热交换器 ，即混合气经若干细管与集热水箱 中的水热
交换；再经过一次石子和另外加的工业碳酸钠或石灰水排入到空气中，可 以实现零排放 ；锅
炉 由集热水箱补水热效率可 以达到 90%以上，补水 中含有少量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又可
以给锅炉除垢，集热水箱上设置加水 口。

进一步，所述锅炉炉膛上方的换热水箱底壁为 向上拱的弧形 曲面，换热水箱顶壁为向下
凹的弧形 曲面，锅炉侧壁上设置有换热水箱排水阀门，锅炉 内与炉膛连通的换热管道穿过换
热水箱顶壁 ，与锅炉排烟管道相连，换热水箱顶壁与其周围的锅炉外壳构成一个锅炉补水预
存水箱 ，该锅炉补水预存水箱带有与所述集热水箱相连的补水 口设置预存水水位控制阀，锅
炉补水预存水箱 内的锅炉换热水箱顶壁上设置有补水阀门，补水 阀门设置成 由弹簧控制 ；双
端 内凹设计适合于多种高压储罐，节省材料，焊结要求低 。

进一步，所述集热水箱位于所述锅炉补水箱的上方，集热水箱利用重力给锅炉补水箱注
水 。

进一步，所述集热水箱与所述排风机相连的混合气输入 口位于集热水箱下部，并与集热
水箱 内靠近其底部设置的布气管相连 ，混合气通过布气管上均布的若干气体排 出口呈弥散状
输入到集热水箱 内的水 中，集热水箱 内在布气管上方还设置有 网状气泡细化层 。

本发明通过将锅炉烟气与汽轮发电机的尾汽进行混合并输入专 门设置的集热水箱后，既
利用 了混合气 中的余热 ，又回收了尾汽中的水分，同时除云了污染空气的酸性气体，净化 了
烟气 ，作到了清洁排放，因此本发明发 电系统具有高效、环保的优点。

附图说明

图 1 为本发明发电系统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锅炉顶补水阀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如说 明书附图所示，本发明是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包括锅炉 1、汽轮发 电机 24、排风机
15 和集热水箱 27 ; 锅炉炉膛 2 上方的换热水箱 5 的底壁 3 为向上拱的弧形面，换热水箱 5 的
顶壁 6 为向下凹的弧形 曲面，锅炉侧壁上设置有换热水箱排水 阀门 26 ，锅炉 内与炉膛连通的
换热管道 4 穿过换热水箱顶壁 6，与锅炉排烟管道 10 相连，换热水箱顶壁 6 与其周围的锅炉
外壳构成一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的补水 口 1 1 通过管道与集热水箱 2 7

中的加有二次净化的碳酸钙石子等的补水箱 17 输 出水 口 2 9 相连，补水箱 17 中的水是经过上
端设有虑尘活性炭等的隔板 18 从集热水箱 2 7 中渗入，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内设置有预存水
水位控制阀 9，该控制阀 9 采用现有的浮球式水位控制阀，与集热水箱 2 7 的补水控制阀相似 ，
集热水箱 2 7 中加满 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石子，由排风机 15 排入集热水箱 2 7 的混合气经石
子和水吸热反应净化 以后从排气管 3 1 和二次净化器上的输入管 28 经气泡细化层 34 排入装有
水碳酸钙石子和工业碳酸钠或石灰水的二次净化箱 3 2 二次净化从排气 口 3 3 排 出，锅炉补水
预存水箱 7 内的锅炉换热水箱顶壁 6 上设置有补水阀门 8。

锅炉换热水箱 5 上的蒸气输 出口 12 经管道与汽轮发 电机 24 的输入 口 2 5 相连 ，汽轮发 电
机 24 的尾气排 出口 2 3 经管道与排风机 15 的一个输入 口 13 相连 ，锅炉排烟管道 10 出口经管
道与排风机 15 的另一个输入 口 14 相连 ，排风机 15 的输 出口 16 经管道与集热水箱 2 7 上的混
合气输入 口 2 2 相连 。

集热水箱 27 上的混合气输入 口 2 2 位集热水箱下部，并与集热水箱 27 内靠近其底部设置
的布气管道 2 1 相连，布气管道 2 1 可 以是单根 ，也可 以由排列成 网状的若干根构成 ，布气管
道 2 1 上均布的若干气体排 出口 20 , 集热水箱 27 内在布气管道 2 1 上方还设置有 由丝网构成
的气泡细化层 19，集热水箱 27 上部设置有加水 口 30 和气体排放 口 3 1。

集热水箱 2 7 位于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的上方，集热水箱 27 利用重力为锅炉补水预存水
箱 7 注水 。

工作时，锅炉换热水箱 5 产生的水蒸汽经管道输送给汽轮发 电机 24 并驱动其发 电，汽轮
发 电机 24 排出的尾汽及锅炉 1 排 出的烟气分别经管道输送到排风机 15，锅炉烟气和尾汽在
排风机 15 内混合并经管道被送入集热水箱 17，在集热水箱 17 内，混合气从布气管道 2 1 上
的气体排 出口 20 呈弥散状排入集热水箱 17 内的水中，弥散排 出的混合气气泡在上浮过程中，
经气泡细化层 19 进一步细化成更加细小的气泡，并最终浮 出水面后从排放 口 29 排放 。在集
热水箱 27 内，混合气从输入到上浮到最终排放过程 中，其所携带的水气补回收、余热被吸收、
混合气被净化，并最后被清洁排放 。

在锅炉工作过程中，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内始终储存有定量的水 ，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内的水位 由控制阀 9 控制。当锅炉换热水箱 5 内缺水时，停机并使换热水箱 5 卸压后，通过
补水 阀门 8 将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内储存的定量的水注入换热水箱 5，锅炉顶补水 阀由弹簧
3 5，阀门 36 和限位设置 3 7， 6 是锅炉顶剖面图。

当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 排空后 ，集热水箱 17 中的水利用重力 自动注入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7。而当集热水箱 2 7 中缺水时，则通过加水 口 30 为其加水 。

本发明发电系统将锅炉换热水箱 5 的上、下壁设计为均 向水箱 内凹陷的弧形 曲面结构后 ，
可提高锅炉换热水箱的耐压能力。本发明中所用锅炉双端 内凹设计，具有节省材料 ，焊接要
求低 ，制造成本低的特点，适合于多种高压储罐；将汽轮机的余气与锅炉烟气混合后送入集
热水箱，可收到回收水分、吸收余热和净化烟气的综合效果 。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充分利用余热 ，实现环保、高效益，本实用新
型的 目的是通过 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包括锅炉、汽轮发 电机 、排风机和集热水箱；锅炉产
生的水蒸汽经管道输送给汽轮发电机并驱动其发电，汽轮发 电机排 出的尾汽及锅炉排 出的烟
气分别经管道输送到排风机 ，并通过排风机及管道送入集热水箱，在集热水箱 内装满 以碳酸
钙为主要成分的石子，由排风机送入的混合气与集热水箱 内的水充分混合 ，集热水箱 中的水
吸收混合气 中的余热 ，混合器 中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氧等与水反应成硫酸和硝酸等，再与碳酸
钙石子反应成无害的硫酸钙 ，硝酸钙和二气化碳等，并同时清洁混合气中的烟尘等杂质 ，经
清洁后 的气体从集热水箱排 出，再经过一次石子和另外加的工业碳酸纳或石灰水净化排放到
空气中，可 以实现零排放；锅炉由集热水箱补水热效率可 以达到 90%以上，初水中含有少量
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又可 以给锅炉除垢，集热水箱上设置加水 口；所述锅炉炉膛上方的
换热水箱底壁为 向上拱的弧形 曲面，换热水箱顶壁为向下凹的弧形 曲面，锅炉侧壁上设置有
换热水箱排水 阀门，锅炉 内与炉膛连通的换热管道穿过换热水箱顶壁 ，与锅炉排烟管道相连 ，
换热水箱顶壁与其周围的锅炉外壳构成一锅炉补水预存水箱，该锅炉补水预存水箱带有 与所
述集热水箱相连 的补水 口及能控制预存水位的水位控制阀，锅炉补水预存水箱 内的锅炉换热
水箱顶壁上设置有补水 阀门。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其特征是锅炉主体是双端弧形 内凹，此造
型抗压能力高，节省材料 ，焊接要求低，适合于多种高压储罐 。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其特征是用 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石子和
水将酸性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污染成分转化成无害物 ，以达到治理污染的 目的，此方法适
合于多种污染治理项 目。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新型发 电系统，其特征是设置有二次将化排放器 ，实现零
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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