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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

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多个燃煤电厂的烟道，及与

烟道连接的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所述远程碳

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安装有总控台的总控制室，

及与总控台通过远程通讯模块连接的多个碳排

放量监测子系统；所述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包括

用于采集烟道内烟气的采样单元，及用于将采样

单元采集的烟气进行混合并进行预处理的预处

理单元，及用于对预处理后的烟气进行气体浓度

测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单元所述数据分析处理单

元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与总控台通讯连接；实用新

型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采用远程

通讯模式，将多个烟道的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进

行集中管理，便于操作人员对整个燃煤电厂的碳

排放的统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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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多个燃煤电厂的烟道，及与烟道连接的

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安装有总控台的总

控制室，及与总控台通过远程通讯模块连接的多个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每一所述烟道分

别与一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连接；所述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包括用于采集烟道内烟气的采

样单元，及用于将采样单元采集的烟气进行混合并进行预处理的预处理单元，及用于对预

处理后的烟气进行气体浓度测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单元，及用于定期对采样单元进行吹扫的

反吹单元；所述采样单元通过抽气泵经预处理单元与数据分析处理单元电控连接；所述采

样单元伸入至烟道内部；所述反吹单元伸入至烟道内部，且与采样单元连接；所述数据分析

处理单元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与总控台通讯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总控台为

工控计算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通讯

模块包括以太网通讯模块、GPRS通讯模块或无线数传电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单元

包括至少2个采样探头，及与采样探头连接的采样探管；所述采样探管其与采样探头连接端

伸入至烟道中，其另一端穿过烟道，且与烟道外壁通过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采样探管其背

离采样探头一端通过采样管线与预处理单元连接；所述采样探头其外围固定有孔径为3-

6um的过滤网。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采样探头

为电伴热式采样探头；所述采样探管、采样管线和混合总管均为电伴热式管路。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每一所述采样

管线上均固定有电磁开关阀；所述电磁开关阀通过电磁阀控制模块与主控器电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处理单

元包括混合总管，及依次与混合总管连接的除湿机构、除尘机构和降温机构；所述降温机构

通过抽气泵经烟气传输管线与数据分析处理单元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数据分析

处理单元包括带有显示屏的主控器，及与主控器电连接的数据存储模块、数据校对模块、抽

气泵控制模块、光电报警模块、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和流量监测模块；所述主控器通过远程通

讯模块与总控台通讯连接；所述抽气泵控制模块与抽气泵电控连接；所述抽气泵其出气端

通过烟气传输支管分别与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和流量监测模块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器由

PLC控制器及其最小控制单元组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吹单

元包括压缩空气存储罐，及与压缩空气存储罐连接的反吹管；所述反吹管其与背离压缩空

气存储罐一端通过三通阀分别与采样探管和采样管线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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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碳排放远程监测系统，具体涉及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

监测系统，属于碳排放远程监测系统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排放量约占世界总排放量的1/4；温室气体

(二氧化碳为主)的大量排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粮食

减产和物种灭绝等。煤电是能源消耗、气体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大户，而二氧化碳减

排依赖于准确的碳排放监测体系，但现有的碳排放监测体系一般采用独立系统控制，而针

对设有多个烟道的燃煤电厂，与多个烟道连接的碳排放监测系统常常相互独立，无法进行

统一操控；且现有的碳排放监测系统只能对单点进行监测，无法实现测量值的获取准确。因

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亟待设计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采用

远程通讯模式，将多个烟道的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便于操作人员对整个燃

煤电厂的碳排放的统筹控制。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多个燃煤电厂的烟道，及与

烟道连接的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所述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安装有总控台的总控

制室，及与总控台通过远程通讯模块连接的多个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每一所述烟道分别

与一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连接；所述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包括用于采集烟道内烟气的采样

单元，及用于将采样单元采集的烟气进行混合并进行预处理的预处理单元，及用于对预处

理后的烟气进行气体浓度测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单元，及用于定期对采样单元进行吹扫的反

吹单元；所述采样单元通过抽气泵经预处理单元与数据分析处理单元电控连接；所述采样

单元伸入至烟道内部；所述反吹单元伸入至烟道内部，且与采样单元连接；所述数据分析处

理单元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与总控台通讯连接，由采样单元的多个采样探头分别采集烟道中

多个点的烟气，并通过抽气泵经采样探管和采样管线输送至预处理单元进行预处理；由采

样管线输送来的采样烟气先在预处理单元的混合总管中汇集并混合，再依次通过预处理单

元的除湿机构、除尘机构和降温机构对采样烟气进行除湿、除尘及降温处理，以达到采样检

测要求；接着，利用抽气泵将经过预处理的烟气通过烟气传输管线分别输送至连接有不同

传感器监测模块的烟气传输支管中；之后，由各个烟气传输支管上连接的传感器监测模块

对烟气传输支管中的采样烟气进行参数检测，并将检测值传输至数据分析处理单元的主控

器，由主控器对采集的检测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将检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通过主控

器的显示屏进行数值显示；同时，各个远程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的数据分析处理单元的主

控器将数据存储模块中存储的检测值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传输至总控台（工控计算机），并由

总控制室内的操控人员进行统一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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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进一步地，所述总控台为工控计算机。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远程通讯模块包括以太网通讯模块、GPRS通讯模块或无线数传电

台，其中，以太网通讯模块、GPRS通讯模块或无线数传电台为现有的用于无线通讯的设备，

在此不再详述其具体的电路结构及其工作原理。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采样单元包括至少2个采样探头，及与采样探头连接的采样探管；

所述采样探管其与采样探头连接端伸入至烟道中，其另一端穿过烟道，且与烟道外壁通过

固定座固定连接；所述采样探管其背离采样探头一端通过采样管线与预处理单元连接，在

烟道中至少安装2个采样探头，而为了能够有效提高截面上二氧化碳体积浓度的测量准确

度，在烟道的同截面上至少分布2个采样点；所述采样探头其外围固定有孔径为3-6um的过

滤网，在采样探头外侧安装过滤网，可初步过滤烟气中的大颗粒粉尘，避免大颗粒粉尘粘附

在采样探头表面而堵塞探头，影响烟气采集。

[0008]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案，所述采样探头为电伴热式采样探头；所述采样探管、采样管

线和混合总管均为电伴热式管路，采样电伴热形式的采样探头、采样探管、采样管线和混合

总管，将采样到的烟气温度稳定至120-160℃，防止烟气中的水蒸气遇冷发生冷凝，而腐蚀

采样探头、采样探管、采样管线和混合总管；且可有效避免因水蒸气冷凝产生的冷凝水溶解

烟气中的二氧化碳而影响测量结果。

[0009]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案，每一所述采样管线上均固定有电磁开关阀；所述电磁开关

阀通过电磁阀控制模块与主控器电连接，通过电磁开关阀的启停，可对单个采样管线连接

的采样探头所采样的烟气进行单独检测，即可对单个测点的碳排放进行监测分析；其中，电

磁阀控制模块采用现有的可实现多个电磁开关阀的单独驱动的电磁阀驱动模块，在此不再

详述其具体电路结构及其电路原理。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预处理单元包括混合总管，及依次与混合总管连接的除湿机构、除

尘机构和降温机构；所述降温机构通过抽气泵经烟气传输管线与数据分析处理单元连接，

由采样管线输送来的采样烟气先在预处理单元的混合总管中汇集并混合，用于平均烟道内

同截面不同测点的烟气含量；再通过除湿机构对混合烟气进行干燥，利用除尘机构除去干

燥后混合烟气的粉尘杂质，由降温机构对除尘后的混合烟气进行降温冷却，以满足烟气测

量要求；之后，采样混合烟气在抽气泵的吸力作用下，经烟气传输管线传输至与数据分析处

理单元连接的多个烟气传输支管中；其中，除湿机构为现有的用于吸收烟气中水分的除湿

器，具有可以是循环除湿器，其内部的干燥剂能够在联通循环除湿器上下两段的多个锥形

漏洞中流动，烟气中的水分在在循环除湿器上段被吸收，湿干燥剂被高温烟气干燥得到干

干燥剂，用提斗把干干燥剂送至循环除湿器上段；除尘机构为现有的能够把粉尘从烟气中

分离出来的除尘设备；降温机构为现有的能够将高温烟气冷却降温至设定温度范围内的烟

气降温设备，具体可以是带有夹套式换热器；因此，在此不再详述除湿机构、除尘机构和降

温机构的具体结构及其工作原理，可根据实际操作需要选择相应设备。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数据分析处理单元包括带有显示屏的主控器，及与主控器电连接

的数据存储模块、数据校对模块、抽气泵控制模块、光电报警模块、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和流

量监测模块；所述主控器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与总控台通讯连接；所述抽气泵控制模块与抽

气泵电控连接；所述抽气泵其出气端通过烟气传输支管分别与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和流量监

测模块连接，主控器通过抽气泵控制模块驱动抽气泵工作，实现采样烟气的抽取；由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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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监测模块和流量监测模块对烟气传输支管中的采样烟气进行参数检测，并将检测信号结

果传输至主控器进行分析和处理，由主控器对采集的检测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将检测信

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存储至数据存储模块中，并与数据校对模块中设置的预设值进行对比，

若超出预设值，则由主控器控制光电报警模块发出警报；同时，各个远程碳排放量监测子系

统的数据分析处理单元的主控器将数据存储模块中存储的检测值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传输

至总控台（工控计算机）；还可用过主控器的显示屏对检测值进行数值显示；其中，可分别利

用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和流量监测模块的二氧化碳传感器和流量计对烟气进行二氧化碳浓

度及流量监测，二氧化碳监测模块和流量监测模块均为现有的传感器监测模块，在此不再

详述其具体电路结构及其工作原理。

[0012] 再进一步地，所述主控器由PLC控制器及其最小控制单元组成。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反吹单元包括压缩空气存储罐，及与压缩空气存储罐连接的反吹

管；所述反吹管其与背离压缩空气存储罐一端通过三通阀分别与采样探管和采样管线联

通，清洁的压缩空气通过反吹管输送至反吹头后由反吹头吹出，将粘附于过滤网表面的粉

尘吹扫至烟道内，避免因粉尘过度堆积而堵塞过滤网和采样探头，影响采样探头的烟气采

样。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

采用远程通讯模式，将多个烟道的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进行集中管理，便于操作人员对整

个燃煤电厂的碳排放的统筹控制；在烟道的同截面上至少分布2个采样点，以提高截面上二

氧化碳体积浓度的测量准确度；在单个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中采样后的烟气依次经混合、

除湿、除尘和降温等预处理后进行分析检测，将不同采样点的烟气进行混合，平均了烟道内

同截面不同测点的烟气含量，还可避免因烟气中夹带的水蒸气和粉尘等杂质对碳排放的监

测产生影响，提高了检测精确度；设置反吹单元，清洁的压缩空气通过反吹管输送至反吹头

后由反吹头吹出，将粘附于过滤网表面的粉尘吹扫至烟道内，避免因粉尘过度堆积而堵塞

过滤网和采样探头，影响采样探头的烟气采样，还可延长采样探头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1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1的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1的采样单元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2的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中各部件标注为：A-总控制室，A1-总控台，B-远程通讯模块，C-碳排放量监测

子系统，1-烟道，2-采样单元，21-采样探头，22-采样探管，23-采样管线，3-预处理单元，31-

混合总管，32-除湿机构，33-除尘机构，34-降温机构，4-数据分析处理单元，41-主控器，42-

数据存储模块，43-数据校对模块，44-抽气泵控制模块，45-声光报警模块，46-显示屏，47-

二氧化碳监测模块，48-流量监测模块，49-电磁阀控制模块，5-反吹单元，51-压缩空气存储

罐，52-反吹管，6-抽气泵，7-固定座，8-烟气传输管线，9-烟气传输支管，10-三通阀，11-过

滤网，12-电磁开关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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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0021] 如图1至图3所示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多个燃煤电厂的烟道1，

及与烟道1连接的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所述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包括安装有总控台

A1的总控制室A，及与总控台A1通过远程通讯模块B连接的多个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C；每一

所述烟道1分别与一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C连接；所述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C包括用于采集

烟道1内烟气的采样单元2，及用于将采样单元2采集的烟气进行混合并进行预处理的预处

理单元3，及用于对预处理后的烟气进行气体浓度测量的数据分析处理单元4，及用于定期

对采样单元进行吹扫的反吹单元5；所述采样单元2通过抽气泵6经预处理单元3与数据分析

处理单元4电控连接；所述采样单元2伸入至烟道1内部；所述反吹单元伸入5至烟道1内部，

且与采样单元2连接；所述数据分析处理单元4通过远程通讯模块B与总控台A1通讯连接。

[0022] 所述总控台A1为工控计算机。

[0023] 所述远程通讯模块B包括以太网通讯模块、GPRS通讯模块或无线数传电台。

[0024] 所述采样单元包括2个采样探头21，及与采样探头21连接的采样探管22；所述采样

探管22其与采样探头21连接端伸入至烟道1中，其另一端穿过烟道1，且与烟道1外壁通过固

定座7固定连接；所述采样探管22其背离采样探头21一端通过采样管线23与预处理单元3连

接；所述采样探头21其外围固定有孔径为3-6um的过滤网11。

[0025] 所述采样探头21为电伴热式采样探头；所述采样探管22、采样管线23和混合总管

31均为电伴热式管路。

[0026] 所述预处理单元3包括混合总管31，及依次与混合总管31连接的除湿机构32、除尘

机构33和降温机构34；所述降温机构34通过抽气泵6经烟气传输管线8与数据分析处理单元

4连接。

[0027] 所述数据分析处理单元4包括带有显示屏46的主控器41，及与主控器41电连接的

数据存储模块42、数据校对模块43、抽气泵控制模块44、光电报警模块45、二氧化碳监测模

块47和流量监测模块48；所述主控器41通过远程通讯模块B与总控台A1通讯连接；所述抽气

泵控制模块44与抽气泵6电控连接；所述抽气泵6其出气端分别通过烟气传输支管9与二氧

化碳监测模块47和流量监测模块48连接。

[0028] 所述主控器41由PLC控制器及其最小控制单元组成。

[0029] 所述反吹单元5包括压缩空气存储罐51，及与压缩空气存储罐51连接的反吹管52；

所述反吹管52其与背离压缩空气存储罐51一端通过三通阀10分别与采样探管22和采样管

线23联通。

[0030] 实施例2：

[0031] 如图4所示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其结构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其中，

每一所述采样管线23上均固定有电磁开关阀12；所述电磁开关阀12通过电磁阀控制模块49

与主控器41电连接。

[0032] 本实用新型的燃煤电厂远程碳排放量监测系统，由采样单元的多个采样探头分别

采集烟道中多个点的烟气，并通过抽气泵经采样探管和采样管线输送至预处理单元进行预

处理；由采样管线输送来的采样烟气先在预处理单元的混合总管中汇集并混合，再依次通

过预处理单元的除湿机构、除尘机构和降温机构对采样烟气进行除湿、除尘及降温处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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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采样检测要求；接着，利用抽气泵将经过预处理的烟气通过烟气传输管线分别输送至

连接有不同传感器监测模块的烟气传输支管中；之后，由各个烟气传输支管上连接的传感

器监测模块对烟气传输支管中的采样烟气进行参数检测，并将检测值传输至数据分析处理

单元的主控器，由主控器对采集的检测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将检测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再通过主控器的显示屏进行数值显示；同时，各个远程碳排放量监测子系统的数据分析处

理单元的主控器将数据存储模块中存储的检测值通过远程通讯模块传输至总控台（工控计

算机），并由总控制室内的操控人员进行统一操控。

[0033] 上述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

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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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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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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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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