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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rculating coal inlet (23) is connected to the high temperature
separator (3), the heat exchanger (5) and the low temperature separator
(4) respectively With the designs of two air inlets, two coal feeding

p inlets, two separations of coal and circulations of coal powder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gasification agent conveyed to the furnace (2)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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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循杯煤流化床煤勺友生妒系統 包括依坎達接的煤乞友生妒 (2) 、高溫分萬器 ( 3) 、換熟器 (5) 、低

溫分萬器 (4) 和庚熟偶妒 (6) , 煤乞友生妒 (2) ± 投置有向炯內送入高溫乞化刑的—坎凡口 (21 ) 和至少一介

二吹凡口 (22) 逐投貴有向妒內迭入循杯煤的循杯煤入口 (23 ) , 坎凡口 (21 ) 和二坎凡口 (22 ) 勻換熟器 ( 5)

連接 循杯煤入口 (23) 分別勻高溫分萬器 ( 3 ) 、低溫分萬器 (4) 和換熟器 ( 5 ) 達接。 通迂丙坎迸風、丙扯迸

煤、丙狄分萬且粉煤循杯的系統投汁，使入妒的伺化荊溫度迭 ilj 750"C -850 C , 粉煤勻勺化荊的反位熱量消耗比

現有技木低 20兆 煤勺的可燃成分較現有技木高 20 ，煤耗下降至 0 22Kg/Nm3 , 具有煤耗低、熟值高、生芹效率

高和成本低特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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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煤乞友生妒 系 統，特別是一神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 。

背景技木

現有技木粉煤乞化燥乞友生妒的熱量一般用于生戶蒸汽，再將蒸汽和空

乞作力乞化荊通入妒 內生戶半水煤乞或水煤乞。 由于煤乞熱量很大，使生戶

的蒸汽量大大超迂生戶煤乞反座的 要量。 呈然剩余的蒸汽可以用于其他生

戶供汽，但使生戶煤乞的煤耗增副 煤耗在 ． g / ．呱g / 以上。

另外 ，瑰有技木煤乞友生妒所用乞化刑的溫度一般在 幻 C ~ C ，在

妒 內反座吋，乞化荊溫度需要升到 1 0 C 1 C ，期阿消耗了大量的反座

熱量，迸一步增加了生戶煤乞的煤耗。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神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 統，有效解決現有

煤乞友生妒 系統生戶煤乞中煤耗高等技木缺陷。

力了奕現上述 目的，本友明提供了一科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

包桔依次連接的煤乞友生妒、高溫分萬 器、換熱器、低溫分禹器和廈熱鴿妒 ，

所述煤乞友生妒上波置有向妒 內送入高溫乞化剃的一次凡口和至少一介二次

凡口，迷波置有向妒 內送入循杯煤的循杯煤入口，所迷一次凡口和二次瓜口

占所述換熱器連接，所述循杯煤入口分別均 高溫分禹器 、低溫分萬 器和換熱

器連接 。

所迷煤乞友生妒上改置有煤乞出口、下原煤入口和至少一介上原煤入口，

所述下原煤入口和上原煤入口占送煤札達接，所述煤乞出 口均 高溫分萬 器連



接 。

所述高溫分萬 器和循杯煤入口之間、所述低溫分萬 器和循沐煤入口之同

分別改置有星形給料桃。

所迷換熱器近分別占空乞鼓瓜祕和廈熱鍋妒連接。

其申，

器連接的洗潦塔，所述洗潦塔的下部改置有沉降槽，所述沉降槽的下部改置

出渣札，洗潦塔的冷邦水入口和冷邦水出口河達接有冷邦塔。

迭一步地，在所迷一次風口和二次凡口赴迸入妒 內的乞化荊溫度力

C 幻 。 更迸一步地，在所述一次風口赴迸入妒 內的一次氣化刑量力換熱

器赴患乞化刑量的 ，在所述二次風 口赴迸入妒 內的二次乞化刑量力

挨熱器赴患乞化荊量的 ~ ，在所迷循琢煤入口迸入妒 內的乞化剃量力

換熱器赴患乞化荊量的 珊。

在上迷技木方案基絀上，所述煤色友生妒 包插妒休，妒休的底部連接迸

乞室，妒休和迭乞室之間改置爪帽，所述一次凡口改置在迸乞室，所述下原

煤入口改置在妒休的液相段中。

所述二次風口力 1 介，其中一介二次凡口位于妒休的波相段占稀相段

之阿，其余的二次凡口波置在妒休的稀相段中。

所迷循杯煤入口故置在妒休的波相段中。

所迷上原煤入口設置在妒休的稀相段中。

所迷循杯煤入口赴故置有斜管，所述斜管通迂管道均星形拾料桃連接，

所迷斜管七妒休軸域的夫扇 力 。。

所迷妒休的內部力上大下小錯枸，上部橫晰面私是下部橫斬面私的

倍口。

所迷妒休上部改置有防爆膜 口，妒休下部故置有下渣管 。

所述凡帽上改置有 。介噴孔，所述噴孔直往力 ~ m.
本友明提出了一神丙次迸風、 兩赴迭煤、 兩次分禹且粉煤循杯的循杯煤



流化床煤氣友生妒 系統，入妒的乞化荊均 出妒的煤乞努熱交換，使入妒的乞

化刑溫度迷到 C C，因此粉煤占乞化刑的反座熱量消耗比常溫乞化

刑 ，而且煤乞的可燃成份較常溫乞化荊的混合煤乞高 ~

具休地，本友明將出煤乞妒的 C ~ 11 C煤乞均 C C的乞化利通

迪換熱器迸行換熱，挨熱后的乞化刑溫度上升迷到 C C，溫度下降

至 0 C ~ C的煤乞再迸入戾熱翎妒生戶水蒸汽，八廈熱翎妒 出未后煤乞

溫度降至 1 C左右，迸入文丘里除生器和洗潦塔除生，最后脫硫后送往用

戶 。 通迪煤乞和氣化荊熱交換，煤乞熱量供給乞化荊，乞化荊溫度上升芋致

蒸汽含量增大，均煤的反座速度加快，不攸使煤乞友生妒煤耗低 、 煤乞成份

好，吏主要的是有效回收了煤乞中的熱量，使煤耗下降 。 占使用常

溫氣化刑的現有技木煤乞炘的煤耗 ． g/ N . g/ 相比，本友明混

合煤乞的煤耗下降至 ． g/ . g / 。 此外，本友明通迂沒置下

原煤入口和至少一介上原煤入口以及采用高溫 、 低溫兩次分亂 使煤乞拐帶

的粉煤量大幅度降低，而且分萬 下柬的粉煤叉重新入妒，因此迸一步降低了

煤乞友生妒的煤耗。 本友明煤乞友生妒通迪改置通入高溫乞化剎的一次凡口

和二次凡口、下原煤入口和上原煤入口，以及改置引入循杯煤的循玩煤入口，

使粉煤在妒中始終是循杯流功的，反夏努受燃燒和化孕反座，因此燃燒充分、

熱效率高。 迸一步地，本友明炘休力上大下小的錐形錯枸，上部橫斬面私是

下部橫斷面私的 ~ 倍左右，不伏可以分禹下采大于 ， 的粉煤，而且使

妒休上部煤氣速度低至 ． / . / ，仗力下部遠度的 ，煤乞在妒

申停留吋河 未，氣化吋岡未，迭一步提高了煤乞成份。 本友明近采用 了高溫

分萬和低溫分萬井用的兩圾分萬方茉，使煤氣中攜帶的粉煤量大幅度降低，高

溫分萬效率力 洲，低溫分萬效率在 ，患效率力 ．州，余煤量仗力患量

的 ． 以下，且分萬下柬的粉煤叉重新入妒，形成循杯煤，大幅度降低了煤
3耗 。 本友明由空乞加蒸汽的乞化荊生戶的混合煤乞熱值在 J /

J/ ( 1 kca / kca / N 煤耗低，熱值高，生戶效



率高，成本低。

本友明燥乞妒可大型化，受熱部件采用耐火材料制作，造什低，使用青

命衣，弋灰損失小，煤利用率高迷 ，熱利用率也高迷 ，占用富氧空乞

加水蒸汽作力乞化刑吋可以生戶半水煤乞，占用鈍氧加水蒸汽作力乞化剃忖

則可以生戶水煤乞，煤乞鋒 兩圾干式除生后叉努文丘里除坐器及洗潦塔涅式

除坐井迸行脫硫操作，因此煤乞含坐量小于 嘛g / ，含硫量也低于 g /

下面通迂附因和奕施例，吋本友明的技木方秉做迸一步的祥細描述。

附團說明

圈 1 力本友明錯枸示意軋
圈 力本友明煤乞友生妒的鈷枸示意 圈 。

附囤杯祀說毗
一送煤札 —煤乞友生比 — 高溫分萬 器

—低溫分禹器 換熱器 —度熟倆妒

—文丘里除生器 —洗潦塔 —沉降槽

1 冷邦塔 11 出渣札 1 空乞鼓凡祝

1 —星形給料札 1 — 水泵 汽包
0 炘休 1一一次凡口 二次凡口

循杯煤入口 —下原燥入口 — 原煤入口

煤乞出口 —斜管 下渣管

— 防爆膜 口 一凡帽。

具休宴施方式

困 力本友明結枸示意囤。 如圈 所示，本友明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

妒 系統主休蛙枸包括依次遵接的送煤祖 1、 煤乞友生妒 、 高溫分禹器 、 換

熱器 、低溫分萬 器 、廈熱倆妒 、文丘里除生器 和洗潦塔 幻 原煤由送



煤札 送入煤乞友生妒 反座生成煤乞，核煤乞銓迂在高溫分萬 器 中分禹

煤粉、在換熱器 中加熱乞化刑 、在低溫分萬 器 中再次分萬煤粉、在廈熱

躬妒 中制造蒸汽，最后通迪文丘里除坐器 和洗潦塔 迸行除坐和洗潦后

向用戶瑜送。 煤乞友生妒 上改置有一次凡口 、至少一介二次凡口 和

循杯煤入口 ，向煤乞友生妒 送入高溫乞化刑的一次凡口 1 和二次凡口

通迪管道占換熱器 遵接，將努迪換熱器 加熱至 C ~ C左右的高

溫乞化荊送入煤乞友生妒 ; 向煤乞友生妒 送入循杯煤的循杯煤入口 通

迷管道均 高溫分萬 器 和低溫分禹器 連接，將高溫分禹器 和低溫分萬 器

分禹 出的粒度大于 的粉煤粉煤重新送入煤氣友生妒 ，同吋循杯煤入

口 近通迂管道均換熱器 達接，將 C C左右的高溫乞化荊占循

杯煤一同送入煤乞友生妒 乙

本友明上述技木方菜提供了一科丙次迸凡、 兩次分禹且粉煤循杯的煤乞

友生妒 系統，一方面通迪出妒的煤乞和入妒的乞化剎熱交換，將 出妒的煤乞

熱量供給入妒的氣化刑，將乞化刑的溫度加熱至 C 幻 C左右，使煤色

友生妒燥耗低，煤乞成份好 另一方面通迪采用 高溫 、低溫兩次分亂 使煤

乞捐帶的粉煤量大幅度降低，而且分萬 下采的粉煤叉重新入叭 因此迸一步

降低了煤乞友生妒的煤耗。

圈 力本友明煤乞友生妒的結枸示意 園 。 如圈 所示，煤乞友生妒 包

括妒休 ，妒休 J 改置有一次風口 1、至少一介二次凡口 、循杯煤入

口 、下原煤入口 和至少一介上原煤入口 ，頂部改置有煤乞出 口

一次凡口 1 和二次凡口 用于向妒 內瑜送高溫乞化荊 ，循杯煤入口 用于

向妒 內瑜送鋒分禹的粒度大于 1 的粉煤，下原煤入口 和上原煤入口

占送煤札 1 連接，用于將原煤送入妒 內，煤乞出口用于輸出高溫煤乞。

具休地，妒休 的底部連接迸乞室，妒休和迸乞室之同改置凡帽 ，一次

凡口 1改置在迸乞室，下原煤入口 和循杯煤入口 改置在靠近凡帽

的液相段，部分二次凡口 和上原煤入口 B沒置在液相段上部的稀相段。



一次凡口 C C 的乞化刑送入迸乞室井迸入凡帽 內部，

在瓜帽箱 間乞速迭 m/ ~ / ，通迪凡帽箱 嘖孔嘖 出 的乞化荊 凡速迭

/ ~ / ，因此粒度迷 的粉煤就沸謄起未，形成流化狀怒 。 在禹

凡帽箱 ~ 四間乞化荊 申的氧全部均粉煤燃燒掉，迸一步就是蒸汽、

二氧化碳占煤反座，因力是高溫匹 所以二氧化碳絕大部分奕力一氧化碳，

蒸汽則奕力氨乞及一氧化碳乞休，煤申的捍友物奕成乞休，在高溫下裂解力

甲燒等乞休 。本奕施例申，瓜帽 矽 可以采用 不誘鋼，內有 ~

直往的噴孔 介，凡帽占妒休底盎的瑕接是打入配合，凡帽之同耿接

用混凝土固定 。

妒休 上改置的二次瓜口 可以是 1 介，其中下部的一介二次凡口

改置在妒休的液相段均稀相段之間，其余的二次凡口改置在妒休的稀相段中。

下原煤入口 和循杯煤入口 改置在妒休 的液相段，八下原燥入口

和循杯煤入口 向妒休 內送入粉煤，循杯煤入口 同吋通入乞化荊使循

杯煤燃燒升溫井入妒 中。 上原煤入口 B 改置在妒休的稀相段叱 上原煤入
口 B 和下原煤入口 之同的距 萬 力 ，仇迭的距 禹是

。 在本友明升牟工作吋，粉煤由下原煤入口 送入，些一段吋同返

行正常后，下原煤入口 停止供煤，由上原煤入口 八上部送入粉煤或

拈煤，液相段的煤主要采源于循杯煤入口 送入的循杯煤，由于下部溫度由

循杯煤控制，因此上原煤入口 附近匹域的溫度副 有效提高 了反座效率。

原煤入口 B 送入的煤可以是粉煤，也可以是拈煤，本奕施例仇迭采用枯

煤。 本友明采用上原煤入口 B 送煤的作用休現在 (1 ) 些用不拈煤作原料

吋，妒下部的循杯煤柬控制下部妒溫，循杯煤量可以大到原煤量的 倍，

迷桿將循杯煤用掉可以市省 系 統用煤 ( ) 如果用枯煤伙下原煤入口 入

妒，由于拈煤在調溫忖析出枯錯的液休 ( 煤焦 ) 在妒下舍將煤鈷成坡造成

錯焦，而本友明由上原煤入口 在稀相段送入拈煤，拈煤在稀相段迅速地將

枯錯液分解成乞休而不舍戶生拈錯現豹 ( ) 枯煤捍友份可迭 ，因此煤



乞的成份和熱值大幅度提高 。上原煤入口 B 可以是 1 介，根搪迸煤量碉

定。循杯煤入口 赴連接一斜管 ，斜管 均妒休軸域的央角 伐 力 。

。，使斜管 中粉煤的高度超迪妒 內波相段高度，由此斜管 . 將努高溫

分萬 器和低溫分萬 器分萬 下采的粒度大于 U 的粉煤送入妒扒 井由通入

斜管中的氣化荊送入妒中戶生燃燒。 本奕施例中，斜管 直徑力 ，里

面是不誘翎管，外面是炭鋼管，P 同村隔熱居，入妒下部接乞化荊 乞休，乞

化荊迸凡口直往約 ，使粉煤靠 自重及乞休嘖射入妒 。 上迷技木方案通迪

加入二次高溫乞化荊使煤乞的溫度升高，供水蒸汽占煤乞化吋提供熱量井將

部分細粉煤燃燒掉，冬量威少煤乞拐帶出妒的煤量

本宴施例中，通迪一次凡口 迭入妒 內的乞化荊量約力患色化荊量的

，其余 的乞化刑在二次瓜口 刀 赴入妒，另外 洲左右的乞

化剎在循杯煤入口 赴入妒，患乞化刑量是換熱器空乞出口的乞化荊量 。

妒休 下部改有下渣管 ，將妒中的石渣及煤中的粗粒煤由此卸下。

妒休 上部裝有防爆膜 口 ，防止操作中失樣使妒中煤乞均空乞戶生爆炸，

即使戶生爆炸，爆炸的乞休將伙妒休上部防爆膜 口 嘖出而不舍叭妒中下部

噴軋 避兔燒偵操作人員 。 由于妒休的內部溫度在 「 「，因此妒

休 內改有耐火持居，耐火持占妒休之間改立了隔熟居迸行隔熱，可使妒休

外表溫度在 C 以下。 妒頂是圓拱形，用 圓拱形耐火琦砌上，井有隔熟戾，

此耐火居支撐在妒休上，因此冬管受熱膨脹，膨眼只在隔熱居中迸行。

本友明煤乞友生妒 妒休 內部力上大下，]、的錐形錯枸，妒 內上部的橫

晰面私是下部的橫浙面私的 倍，仇迭力 倍，使煤乞在妒 內上部 四段的

流速低至 ． / ． n/ s，核速度促力下部速度的 方面將大于 ．嘛

的粉煤分禹下柬，在妒 內循杯反座，同吋使粉煤在妒中的停留吋間至 分神

以上，煤乞的成份及粉煤的化孕反座均有保征，另一方面使煤乞在妒中停留的

吋同迷到 秒左右，因此氣化吋同長，煤乞的成份好。

高溫分萬 器 上波置有高溫分禹器燥乞入口、 高溫分萬 器煤乞出口和高



溫分萬 器粉燥出口，高溫分萬 器煤乞入口通迪管道均煤乞友生妒 的煤乞出

口 連接，使煤乞迸入高溫分禹器 。 高溫分禹器粉煤出 口役置有星形給料

桃 1 ，星形給料桃 通迂管道和斜管 均煤乞友生妒 循酥燥入口

連接，通迂控制下煤量將銓高溫分萬 器 分萬 下柬的粉煤送回煤乞友生妒 。

本奕施例 P ，高溫分萬 器 可以采用定量弄形管迸口，也妳之力 E 型旋凡除

坐器，內村耐火隔熱居，預盞上是耐火水泥， 7 管是耐高溫材料 N

翎。星形給料札 1 也是耐高溫結枸，主軸是中空的空 抽，內是水冷邦，外

亮是耐高溫不鎊翎 內村桂酸鋁坪堆板，因此外亮溫度仗 。
C C ，端面密

封近可防止煤乞泄漏 。 高溫分禹器 可將粒度大于 的粉煤全部分禹 出

柬，分萬效率可迭 .
換熱器 上改置有換熟器煤乞入口、換熱器煤乞出口、換熱器空乞入口

和換熱器空乞出口，未 自高溫分禹器 的高溫煤乞和送入煤乞友生妒 的乞

化剃在換熱器 內換熱 。 具休地，換熱器煤乞入口通迂管道占高溫分禹器

的高溫分萬 器煤乞出口連接，使臥高溫分萬 器 出未的高溫煤氣迸入換熱器

換熱 換熱器空乞入口連接有空乞鼓凡札 1 ，換熱 器空乞出口適迂管道占

煤乞友生妒 的一次瓜口 和二次風口 連接，同吋通迷管道均煤乞友生

妒 的循杯煤入口 連接，努迪換熱器 換熱的乞化刑送入煤氧友生妒 的

一次凡口 和二次凡口 以及循杯煤入口 。 努上述熱交換后，煤乞溫度

由 。C C下降至 0 C 。C ，乞化刑溫度由 C ~ C上升迷

到 C ~ 8 C 。 換熱器 可以采用列管式井流或逆流換熱 器，占采用列管

式井流換熱器叱 列管溫度在 C以下，列管材料力 T 鋼，本柔

施例 P ，換熱器 采用列管式逆流換熱器，列管材料力耐 C ~ 1 C 高

溫的滲鋁 N 鋼或 N 鋼。

低溫分萬 器 上改置有低溫分萬 器煤乞入口、低溫分禹器煤乞出 口和低

溫分萬 器粉煤出口，低溫分禹器煤乞入口通迪管道占換熱器 的換熱器煤乞

出口連接，使煤乞迭入低溫分禹器 。 低溫分萬 器粉煤出 口改置有星形鈴料



桃 ，星形給料札 通迪管道占煤乞友生妒 的循杯煤入口 連接，以將

鋒低溫分禹器 分萬 下未的粉煤送回煤乞友生妒 。 本宴施例中，低溫分萬

效率在 ，低溫分萬 器 將煤乞中砲大部分的煤分禹下未，伏剩有部分顆

粒小于 u 的細煤。

本友明上述高溫分高和低溫分萬井用的兩圾分禹方案，使煤乞中擄 帶的

粉煤量大幅度降低，高溫分禹效率力 州，低溫分禹效率在 ，患效率力

．洲，余煤量仗力患量的 ．0 以下，而且分禹下未的粉煤叉重新入妒，形

成循杯燥，大幅度降低了煤耗。 由于迸入換熱器 的煤乞仗含有粒度小于

4 的粉煤，所以吋換熱器 的磨損很小，提高了換熟器 的換熱效率和使

用青命。

戾熱倆妒 通迪管道均低溫分萬 器 的低溫分禹器煤乞出口連接，臥低

溫分萬 器 出柬的煤乞在廈熱倆妒 中將熱量佑給水，使水雯成水蒸汽。 水

蒸汽通迂汽包 將蒸汽送入換熱器空乞入口，勻禾 自空乞鼓凡桃 1 的空乞

混合后被加熱 。 迸入廈熱倆妒 的煤乞溫度在 ~ ，伙廈熱碉炘

流出的煤乞溫度在 1 。C左右，因此具有足移的熱量提供足移量的蒸汽供生

戶煤乞使用 。

丈丘里除坐器 通迪管道占廈熱躬妒 連接，伙廈熱倆妒 出未的煤乞

在文丘里除坐器 中占水接蝕，洗潦煤乞中的粉煤。 1 左右的煤乞迸入文

丘里除生器 后，溫度降至 ~ 「，此吋煤乞中 的粉煤的 M

均被水洗添掉。 洗潦塔 上改置有洗潦塔煤乞入口、洗潦塔煤乞出口、洗潦

液出 口、冷邦水入口和冷邦水出口，洗潦塔煤乞入口通迂管道七丈丘里除坐

器 連接，迭一步洗潦煤乞中的粉煤，銓洗潦的煤乞通迪洗潦塔煤乞出 口送

往用戶使用，此吋煤弋萬升洗潦塔 吋含煤量仗 / N 左右。洗潦液出口改

置有沉降槽 叭 使粉煤沉沒下柬，再迸入迪濾器將波縮的涅粉煤迂濾后通迂

出渣桃 排出，出渣桃可以是具空迪濾桃。冷邦水入口和冷邦水出口岡連接

有冷邦塔 1 ，洗潦塔 內的冷邦水由冷邦水出口迸入冷邦塔 冷邦，冷邦



后由冷邦水入口返回到洗潦塔 內。 本突施例 P ，洗潦塔 采用填料及旋流

形式，按塔的大小未碉定使用方式，洗潦塔下部洗潦液入沉降槽 ，由于斬

面增大，所以水的流速低至 ， m/ ，因此粉煤往下沉，水往上走迸入塔冷

邦 后由水泵 打入洗潦塔 及文丘里除坐器 中迸行洗潦 。 由此可几，

煤乞努丙圾干式除生后叉鋒文丘里及洗潦塔涅式除坐井迸行脫硫操作，使煤

氣含坐量小于 g / '，含硫量低于 1 g / 。

在上述技木方案基拙上，如果入妒的煤含水量大于 O //
，則可在原煤入口

前改置干燥裝置。 另外，迂可改置一些伙表及 自控 系統使本友明宴現 系統

全部 自功碉帝控制，不再贅迷。

最后座說明的是 以上宴施例伏用 以說明本友明的技木方案而非限制，

冬管參照較佳奕施例村本友明迸行了祥細說明，本領域的普通技木人員 座 些

理解，可以吋本友明的技木方秉迸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換，而不脫 禹本友明技

木方案的精神和范園。



枝 利 要 求 半

．一神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 統，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連接的煤

乞友生妒 、 高溫分萬 器 、換熱器、 低溫分萬 器和廈熱倆妒，所述煤乞友生妒

上改置有向妒 內送入高溫氣化刑的一次瓜口和至少一介二次凡口，迷改置有

向炘 內送入循杯煤的循杯煤入口，所述一次凡口和二次凡口巧所迷換熱器連

接，所迷循杯煤入口分別均高溫分萬 器、低溫分萬 器和換熱器連接。

2．如杖利要求 1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所

述煤乞友生妒上改置有煤乞出 口、 下原煤入口和至少一介上原煤入口，所述

下原煤入口和上原煤入口占送煤札達接，所述煤乞出口占高溫分禹器達接 。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

迷高溫分萬 器和循杯煤入口之同、 所迷低溫分禹器和循杯煤入口之同分別改

置有星形拾料札。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循杯燥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所

述換熟器近分別均空乞鼓凡桃和廈熟倆妒連接。

乞 如枚利要求 1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近

塔，所述洗潦塔的下部改置有沉降槽，所述沉降槽的下部改置出渣札，洗潦

塔的冷邦水入口和冷邦水出口問連接有冷郝塔。

包 如杖利要求 1 所迷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一次凡口和二次凡口赴迸入妒 內的乞化刑溫度力 C ~ C

．如枚利要求 1 所迷的循杯燥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一次凡口赴迸入妒 內的一次乞化荊量力換熱器赴患乞化刑量的 ~

汎 在所迷二次凡口赴迸入妒 內的二次乞化剃量力換熱器赴患乞化刑量的

~ 洲，在所迷循杯煤入口迸入妒 內的乞化荊量力換熱器赴恙乞化刑量的

珊。



紀 如杖利要求 中任一枚利要求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

統，其特征在于，所述煤乞友生妒 包括妒休，妒休的底部連接迸乞乳 妒休

和迸乞室之同改置凡帽，所述一次凡口改置在迸乞室，所述下原煤入口改置

在妒休的液相段 。

叭 如枚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所

迷二次凡口力 介，其中一介二次凡口位于炘休的派相段均稀相段之間，

其余的二次凡口改置在妒休的稀相段中。

10．如校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 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循杯煤入口改置在妒休的液相段申。

．如枚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上原煤入口波置在妒休的稀相段中。

1 ．如杖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 統，其特征在于，

所迷循杯煤入口赴改置有斜管，所迷斜管通迪管道占星形鈴料札連接，所迷

斜管占炘休軸域的夫角力 。 。
。

13．如杖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燥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炘休的內部力上大下小錯枸，上部橫斬面私是下部橫斬面私的 倍。

口．如杖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 系統，其特征在于，

所述炘休上部改置有防爆膜 口，妒休下部故置有下渣管。

．如杖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其特征在于，所述

凡帽上沒置有 。介噴孔，所迷噴孔直往力 ~ 。

1 ． 如枚利要求 所述的循杯煤流化床煤乞友生妒，其特征在于，所迷

上原煤入口和下原煤入口之間的距禹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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