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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

系统，其中第一燃料仓布置在炉膛上部，通过渐

扩管道输送至炉膛密相区与稀相区交界位置；旋

风分离器的入口与炉膛出口连接，旋风分离器的

出口与灰斗入口连接，气化飞灰仓的出口与灰斗

连接，鼓风机与灰斗连接，灰斗出口连接至炉膛

底侧密相区；石灰石仓连接至炉膛中部，第二燃

料仓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底侧布风板布置在

炉膛底侧倾斜面，底部布风板布置在炉膛底部；

空气膜分离器布置在炉膛外下侧，入口与空气压

缩机出口相连，出口分别与燃尽风管道、底部布

风板和底侧布风板连接。本发明可以实现气化飞

灰在循环流化床锅炉内高效燃烧，在有效利用气

化飞灰的同时降低循环流化床锅炉的燃料消耗

量和NOx排放量。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110260302 B

2020.05.22

CN
 1
10
26
03
02
 B



1.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包括炉膛(2)、旋风分离器(3)、灰斗(7)、鼓风机

(8)和底部布风板(9)，旋风分离器(3)的入口与炉膛(2)出口连接，旋风分离器(3)的出口与

灰斗(7)入口连接，鼓风机(8)与灰斗(7)连接，灰斗(7)出口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旋风分

离器(3)的顶部设有烟气出口(D)，底部布风板(9)布置在炉膛底部，炉膛(2)的底部设置有

灰渣出口(E)；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一燃料仓(1)、气化飞灰仓(4)、石灰石仓(5)、第二燃料

仓(6)、底侧布风板(10)、空气压缩机(12)和空气膜分离器(13)；其中，

第一燃料仓(1)布置在炉膛(2)上部，通过渐扩管道输送至炉膛密相区与稀相区交界位

置，二次风进口(B)设置在炉膛中部侧面，并与渐扩管道直径开始变大的位置连通，气化飞

灰仓(4)的出口与灰斗(7)连接；

石灰石仓(5)连接至炉膛中部，第二燃料仓(6)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底侧布风板

(10)布置在炉膛底侧倾斜面；空气膜分离器(13)布置在炉膛外下侧，入口与空气压缩机

(12)出口相连，出口分别与燃尽风管道、底部布风板(9)和底侧布风板(10)连接，空气压缩

机(12)入口为一次风进口(A)，燃尽风管道出口与炉膛(2)上部连接处为燃尽风进口(C)。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其特征在于，空气膜分离器

(13)出口分别与燃尽风管道、底部布风板(9)和底侧布风板(10)连接的管道上均设置有流

量阀(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其特征在于，底部布风板

(9)采用四角切圆布风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四个进风口(101)，其垂直于炉膛纵轴向炉膛

吹入含氧浓度较低的气流，通过四侧切圆吹风使炉膛密相区燃料绕锅炉纵轴旋转，聚集细

颗粒燃料于炉膛中央，同时使大颗粒燃料绕外圈旋转延长其在锅炉内的滞留时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设置有

三路给粉，第一路给粉是气化飞灰通过燃料仓直接进入循环流化床锅炉旋风分离器(3)的

灰斗(7)中，通过作用于灰斗(7)的鼓风机(8)直接进入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密相区，第二路给

粉由第二燃料仓(6)连接至炉膛密相区外围，第三路给粉由第一燃料仓(1)连接至炉膛中

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其特征在于，通过空气膜分

离器(13)形成低氧浓度气流和高氧浓度气流，其中，低氧浓度气流从锅炉底侧布置的底侧

布风板(10)吹入炉膛(2)，使锅炉密相区燃料绕锅炉纵轴旋转，高氧浓度气流分开通入锅炉

底部布风板(9)的中央部位和锅炉上部的燃尽风通道，分别促进密相区中部聚集的细颗粒

燃料的高温燃烧和保证炉膛上部燃料的进一步燃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其特征在于，送至炉膛密相

区外围的给粉与送至炉膛中央的给粉的燃料相同或者不同，送至炉膛中央的给粉量小于送

至炉膛密相区外围的给粉量，且在燃料不同时，送至炉膛中央的给粉采用低氮含量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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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火力发电中的节能减排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

统，用于对煤炭气化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灰渣进行回收利用。

背景技术

[0002] 煤气化工艺是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目前在煤炭利用方面占有很大市场，

但受限于工艺原理使煤气化过程产生了大量未燃尽的气化飞灰，解决气化飞灰难以利用的

问题对煤气化工艺的发展有很大意义。

[0003] 气化飞灰相比原煤具有更细的粒径、较高的灰分含量和着火温度，在一般循环流

化床锅炉进行燃烧时虽然灰分影响不大但是燃烧温度无法满足导致其难以燃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通过改变循环流化床锅炉的

布风板布置方式、进气、进料方式等措施对气化飞灰进行预热、聚集、局部高温燃烧、燃尽区

高效燃烧，达到气化飞灰在流化床锅炉高效燃烧和使流化床锅炉节能减排的效果。

[0005]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包括第一燃料仓、炉膛、旋风分离器、气化飞灰

仓、石灰石仓、第二燃料仓、灰斗、鼓风机、底部布风板、底侧布风板、空气压缩机和空气膜分

离器；其中，第一燃料仓布置在炉膛上部，通过渐扩管道输送至炉膛密相区与稀相区交界位

置，二次风进口设置在炉膛中部侧面，并与渐扩管道直径开始变大的位置连通；旋风分离器

的入口与炉膛出口连接，旋风分离器的出口与灰斗入口连接，气化飞灰仓的出口与灰斗连

接，鼓风机与灰斗连接，灰斗出口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旋风分离器的顶部设有烟气出

口；

[0007] 石灰石仓连接至炉膛中部，第二燃料仓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底侧布风板布置

在炉膛底侧倾斜面，底部布风板布置在炉膛底部；空气膜分离器布置在炉膛外下侧，入口与

空气压缩机出口相连，出口分别与燃尽风管道、底部布风板和底侧布风板连接，空气压缩机

入口为一次风进口，燃尽风管道出口与炉膛上部连接处为燃尽风进口，炉膛的底部还设置

有灰渣出口。

[0008]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空气膜分离器出口分别与燃尽风管道、底部布风板和

底侧布风板连接的管道上均设置有流量阀。

[0009]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底部布风板采用四角切圆布风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

四个进风口，其垂直于炉膛纵轴向炉膛吹入含氧浓度较低的气流，通过四侧切圆吹风使炉

膛密相区燃料绕锅炉纵轴旋转，聚集细颗粒燃料于炉膛中央，同时使大颗粒燃料绕外圈旋

转延长其在锅炉内的滞留时间。

[0010]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该系统设置有三路给粉，第一路给粉是气化飞灰通过

燃料仓直接进入循环流化床锅炉旋风分离器的灰斗中，通过作用于灰斗的鼓风机直接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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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密相区，第二路给粉由第二燃料仓连接至炉膛密相区外围，第三路给粉

由第一燃料仓连接至炉膛中央。

[001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通过空气膜分离器形成低氧浓度气流和高氧浓度气

流，其中，低氧浓度气流从锅炉底侧布置的底侧布风板吹入炉膛，使锅炉密相区燃料绕锅炉

纵轴旋转，高氧浓度气流分开通入锅炉底部布风板的中央部位和锅炉上部的燃尽风通道，

分别促进密相区中部聚集的细颗粒燃料的高温燃烧和保证炉膛上部燃料的进一步燃烧。

[0012]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送至炉膛密相区外围的给粉与送至炉膛中央的给粉的

燃料相同或者不同，送至炉膛中央的给粉量小于送至炉膛密相区外围的给粉量，且在燃料

不同时，送至炉膛中央的给粉采用低氮含量的燃料。

[001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采用对气化飞灰进行预热的方式

为在循环流化床锅炉旋风分离器的灰斗处供给气化飞灰，并通过鼓风机使气化飞灰与高温

循环灰混合进行预热并被输送到炉膛的密相区。在炉膛底侧布置底侧布风板，通入含氧浓

度稍低的气流，给炉内粉粒一个垂直于炉膛纵轴的切向速度，使锅炉内密相区燃料在悬浮

燃烧的同时绕锅炉纵轴旋转，利用离心力的作用使大颗粒燃料在炉膛外围旋转，包含气化

飞灰的小颗粒燃料被聚集在炉膛中轴区，延长了大颗粒燃料在锅炉内的停留时间，降低了

炉膛外围燃料的NOx释放量，也有利于灰渣在炉膛底侧出渣；对气化飞灰进行局部高温燃烧

的方式为提高锅炉底部布风板中央部位一次风的含氧量，通过在炉膛中央通入高氧浓度一

次风使细颗粒燃料在高温下燃烧，气化飞灰在高温下能有效燃烧，同时，在炉膛中央设置由

上至下的给粉管道，在管道直径开始扩大部位通入切向空气使燃料旋转向下，与包含气化

飞灰在内的小颗粒燃料形成对流，然后扩散至炉膛截面，加强炉内扰动，增进燃烧效果，最

后通过炉膛上部的高氧浓度燃尽风使锅炉内燃料进一步燃烧。

[0015] 进一步，对气化飞灰进行聚集的方式为在炉膛底侧布置四角切圆布风板，给炉膛

密相区燃料颗粒一个切向速度，使其绕炉膛纵轴旋转，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大颗粒燃料在炉

膛外围旋转延长了其在锅炉内滞留时间，小颗粒燃料被聚集在炉膛中轴区域，气化飞灰由

于粒径较细也被聚集在炉膛中轴区。

[0016] 进一步，空气膜分离器可以将进入仪器的空气分成含氧浓度较高和较低的两股气

流，其中含氧浓度较高的气流通入炉膛底部布风板的中央部位和炉膛上部的燃尽风管道，

含氧浓度较低的气流通入炉膛底侧的布风板，这样聚集在炉膛外围的大颗粒燃料在还原气

氛下燃烧产生的NOx较低，聚集在炉膛中轴区的小颗粒燃料在高氧浓度下燃烧保证了燃烧

温度，混合燃料在高氧浓度燃尽风的作用下也可以进一步燃烧。此外，空气膜分离器可以保

证炉膛内部总体进气含氧量不变。

[0017] 进一步，流量阀可以调节进气流量，保证锅炉内燃料的流化状态和密相区燃料颗

粒的旋转状态，同时控制燃尽风量保证混合燃料的燃烧效果。

[0018] 进一步，第一燃料仓和第二燃料仓的燃料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由于炉膛密相区

外围的还原气氛会抑制第二燃料仓送至燃料的氮氧化物的生成，故第一燃料仓送至炉膛中

央的给粉量应该较小且在燃料不同时优先采用低氮含量的燃料，此时循环流化床锅炉整体

燃料的NOx较一般流化床锅炉较低。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通过改变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布风板布置方式、一次风含氧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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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尽风含氧量及进料方式，可以针对气化飞灰提高锅炉局部燃烧温度，使气化飞灰在循环

流化床锅炉能高效燃烧，不仅可以解决气化飞灰的利用问题，同时可以降低循环流化床锅

炉的燃料消耗量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底侧布风板示意图。

[0022] 附图标记说明：

[0023] 1-第一燃料仓；2-炉膛；3-旋风分离器；4-气化飞灰仓；5-石灰石仓；6-第二燃料

仓；7-灰斗；8-鼓风机；9-底部布风板；10-底侧布风板；11-流量阀；12-空气压缩机；13-空气

膜分离器；101-进风口；

[0024] A-一次风进口；B-二次风进口；C-燃尽风进口；D-烟气出口；E-灰渣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包括第一燃料

仓1、炉膛2、旋风分离器3、气化飞灰仓4、石灰石仓5、第二燃料仓6、灰斗7、鼓风机8、底部布

风板9、底侧布风板10、流量阀11、空气压缩机12和空气膜分离器13。

[0027] 其中，第一燃料仓1布置在炉膛2上部，通过渐扩管道输送至炉膛密相区与稀相区

交界位置，二次风进口B设置在炉膛中部侧面，并与渐扩管道直径开始变大的位置连通；旋

风分离器3的入口与炉膛2出口连接，旋风分离器3的出口与灰斗7入口连接，气化飞灰仓4的

出口与灰斗7连接，鼓风机8与灰斗7连接，灰斗7出口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旋风分离器3

的顶部设有烟气出口D；石灰石仓5连接至炉膛中部，第二燃料仓6连接至炉膛底侧密相区，

底侧布风板10布置在炉膛底侧倾斜面，底部布风板9布置在炉膛底部；空气膜分离器13布置

在炉膛外下侧，入口与空气压缩机12出口相连，出口分别与燃尽风管道、底部布风板9和底

侧布风板10连接，空气压缩机12入口为一次风进口A，燃尽风管道出口与炉膛2上部连接处

为燃尽风进口C，炉膛2的底部还设置有灰渣出口E。此外，底部布风板9采用四角切圆布风

板，其周向均匀开设有四个进风口101。

[0028] 结合图1可以看出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的实施过程是：

[0029] 将气化飞灰仓4连接锅炉旋风分离器3的灰斗7，通过灰斗7配置的鼓风机(8)吹风

送入炉膛密相区；在锅炉底侧布置对称四块布风板，协同底部布风板9使炉膛密相区燃料颗

粒保持流化状态的同时绕炉膛纵轴旋转，分离大颗粒于炉膛外围和小颗粒于炉膛中轴区；

在炉膛中部设置由上至下的渐扩给粉管路，在管道直径开始变大的位置通入切向空气使燃

料在管道中内旋向下；在锅炉外安装空气膜分离器13将一次风分为含氧浓度不同的两股气

流，含氧浓度高的气流通入通入炉膛底部布风板9的中央部位和炉膛上部的燃尽风管道，含

氧浓度较低的气流通入炉膛底侧的底侧布风板10。

[0030] 本发明提出的流化床气化飞灰的燃用系统的运行过程是：

[0031] 气化飞灰在旋风分离器3的灰斗7中与循环灰混合，通过鼓风机8进入炉膛密相区

与炉膛内燃料混合，混合燃料在炉膛底侧布风板10和底部布风板9进风的作用下绕炉膛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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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上升，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离大颗粒燃料在炉膛外围燃烧，聚集包含气化飞灰的小颗粒

燃料在炉膛中轴区燃烧，通过底部中央的底部布风板9和燃尽风管道的进风氧浓度变化的

调整使混合燃料高效燃烧，通过炉膛中央向下给粉使上升燃料与下降的燃料对流，加强扰

动，增进燃烧效果，最后通过旋风分离器3分离出尾部烟气中的循环灰进入炉膛循环，而烟

气则进入炉膛尾部的换热区。

[0032] 本发明所述实施方案，其核心思想是针对气化飞灰细粒径和难燃的特点，通过采

取合理的措施使其能在循环流化床锅炉高效燃烧，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将气化飞灰通入旋

风分离器3的灰斗7对其进行预热；通过锅炉底部布风板9和底侧布风板10的作用使炉膛密

相区燃料颗粒旋转，聚集包含气化飞灰在内的细颗粒燃料于炉膛中央；通过提高炉膛底部

布风板9中央部位进气含氧量使气化飞灰在高温下剧烈燃烧；通过炉膛中央给粉管道内向

下旋转燃料流的反向对流，加强混合燃料扰动，增进燃烧效果，通过通入高含氧量的燃尽风

使混合燃料进一步燃烧。

[0033] 所述实施方案，可通过调整空气膜分离器13和调节流量阀11来控制炉膛内燃料颗

粒的旋转和流化速度、炉膛中轴区细颗粒的燃烧温度、炉膛上部混合燃料的燃尽程度，使气

化飞灰能在循环流化床锅炉内高效燃烧。

[0034] 所述实施方案，可在第二燃料仓6中燃烧包含半焦在内的高氮氧化物排放的燃料，

由于该燃料通入位置为低氧浓度的炉膛密相区外围区域，可在还原气氛下减少其氮氧化物

的排放。

[0035] 所述实施方案，在空气膜分离器13前添加空气压缩机12，以保证空气膜分离器13

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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