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122661269.2

(22)申请日 2021.11.02

(73)专利权人 徐州燃烧控制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221000 江苏省徐州市经济开发区宝

莲寺路16号

(72)发明人 刘远平　刘苏锐　张进　李惠　

朱红胜　郭连法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普睿益思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2475

代理人 张丽丽

(51)Int.Cl.

F23D 1/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

燃烧器，包括燃烧器本体，所述燃烧器本体上设

有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所述燃烧器本

体包括煤粉弯头和煤粉燃烧器外筒，所述煤粉弯

头的出口端与煤粉燃烧器外筒固定，所述煤粉弯

头远离煤粉燃烧器外筒的一端设有煤粉燃烧器

喷口，所述燃烧器外筒的内部设有一级筒和二级

筒，所述一级筒的一端插设在二级筒内且一级筒

插入二级筒的深度L2＝0～50mm，所述二级筒远

离一级筒的一端靠近煤粉燃烧器喷口设置。本实

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其结构简

单、易于实现，解决了目前少油点火燃烧器功率

适应范围窄、成本高的问题，起到了功率调节、高

效稳定燃烧的作用，确保了电站锅炉的安全启动

运行。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216307769 U

2022.04.15

CN
 2
16
30
77
69
 U



1.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包括燃烧器本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器本体上设

有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所述燃烧器本体包括煤粉弯头(2)和煤粉燃烧器

外筒(3)，所述煤粉弯头(2)的出口端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固定，所述煤粉弯头(2)远离煤

粉燃烧器外筒(3)的一端设有煤粉燃烧器喷口(6)，所述煤粉燃烧器外筒(3)的内部设有一

级筒(4)和二级筒(5)，所述一级筒(4)的一端插设在二级筒(5)内且一级筒(4)插入二级筒

(5)的深度L2＝0～50mm，所述二级筒(5)远离一级筒(4)的一端靠近煤粉燃烧器喷口(6)设

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火燃烧器

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均包括点火筒，所述点火筒的外端设有火检探头(7)、油枪(8)和

高能点火装置(9)，所述点火筒的外侧壁设有进风口(1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火燃烧器

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的功率为0.3～3.5MW。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火燃烧器

一(1)设置在煤粉燃烧器外筒(3)上且点火燃烧器一(1)的一端延伸至二级筒(5)内，所述点

火燃烧器一(1)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之间的夹角α＝5～3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火燃烧器

二(11)沿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插设在煤粉弯头(2)上且点火燃烧器二(11)插入一级筒

(4)的深度L1＝0～50mm。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火燃烧器

二(11)倾斜插入至煤粉燃烧器外筒(3)内且点火燃烧器二(11)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

之间的夹角β＝5～30°。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点火燃烧器

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均倾斜插入至煤粉燃烧器外筒(3)内且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

燃烧器二(11)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之间的夹角均为β＝5～3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筒(4)、

二级筒(5)为圆形或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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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煤粉燃烧器技术领域，具体是指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

背景技术

[0002] 电站锅炉传统的大油枪点火方式耗油量巨大，点火成本很高。尤其是对于挥发分

低的贫煤和无烟煤，点火过程更困难，耗油量更大。

[0003] 目前，大多数电厂采用等离子或少油点火进行锅炉点火和稳燃。点火用煤的煤质

越来越差，导致现有少油点火效果欠佳，不能有效地点燃煤粉，炉内燃烧未达到最佳效果。

[0004] 而且，现有少油点火系统，点火燃烧器的功率调节范围较窄，在锅炉燃用煤质差于

设计煤质时，锅炉煤粉燃烧器点火困难，燃烧不完全等等，锅炉点火启动已经遇到了困难；

在燃用无烟煤、贫煤等劣质煤机组负荷降低至40％及以下时，锅炉的安全稳定燃烧已经阻

碍了锅炉的安全运行，主要表现为：煤粉火检不稳定、炉底大渣含碳量高、炉膛负压波动大、

主蒸汽参数较大波动等。目前，劣质煤点火、稳燃问题已经影响了燃煤锅炉的安全运行。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的技术缺陷，提供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

粉燃烧器。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

烧器，包括燃烧器本体，所述燃烧器本体上设有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所述燃烧器

本体包括煤粉弯头和煤粉燃烧器外筒，所述煤粉弯头的出口端与煤粉燃烧器外筒固定，所

述煤粉弯头远离煤粉燃烧器外筒的一端设有煤粉燃烧器喷口，所述煤粉燃烧器外筒的内部

设有一级筒和二级筒，所述一级筒的一端插设在二级筒内且一级筒插入二级筒的深度L2＝

0～50mm，所述二级筒远离一级筒的一端靠近煤粉燃烧器喷口设置。

[0007] 作为改进，所述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均包括点火筒，所述点火筒的外端

设有火检探头、油枪和高能点火装置，所述点火筒的外侧壁设有进风口。

[0008] 作为改进，所述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的功率为0.3～3.5MW。

[0009] 作为改进，所述点火燃烧器一设置在煤粉燃烧器外筒上且点火燃烧器一的一端延

伸至二级筒内，所述点火燃烧器一与煤粉燃烧器外筒轴线之间的夹角α＝5～30°。

[0010] 作为改进，所述点火燃烧器二沿煤粉燃烧器外筒轴线插设在煤粉弯头上且点火燃

烧器二插入一级筒的深度L1＝0～50mm。

[0011] 作为改进，所述点火燃烧器二倾斜插入至煤粉燃烧器外筒内且点火燃烧器二与煤

粉燃烧器外筒轴线之间的夹角β＝5～30°。

[0012] 作为改进，所述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均倾斜插入至煤粉燃烧器外筒内且

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与煤粉燃烧器外筒轴线之间的夹角均为β＝5～30°。

[0013] 作为改进，所述一级筒、二级筒为圆形或方形。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在于：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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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器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解决了燃用无烟煤、贫煤等劣质煤点火、稳燃的诸多困难，

并优化燃烧器结构，增加燃烧器本体的功率调节范围，相同运行工况下可以大大提高双枪

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的点火、稳燃能力。通过点火燃烧器一、点火燃烧器二和燃烧器本体合

理的结构设计，可以使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喷出的火焰和煤粉气流充分、合理的

混合，完美地点燃煤粉；此结构的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是一种结构简单、易于实现、燃

烧充分、燃烧性能稳定、具有锅炉点火、低负荷稳燃能力的煤粉燃烧器。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3的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图1Ⅰ处横向的局部放大结构图。

[0019] 如图所示：1、点火燃烧器一，2、煤粉弯头，3、煤粉燃烧器外筒，4、一级筒，5、二级

筒，6、煤粉燃烧器喷口，7、火检探头，8、油枪，9、高能点火装置，10、进风口，11、点火燃烧器

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1] 下面结合附图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

同的附图标记表示。

[0022]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

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23]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内容更容易被清楚地理解，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

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结合附图1，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包括燃烧器本体，所述燃烧器本体上

设有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所述燃烧器本体包括煤粉弯头2和煤粉燃烧器外筒

3，所述煤粉弯头2的出口端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固定，所述煤粉弯头2远离煤粉燃烧器外筒3

的一端设有煤粉燃烧器喷口6，所述煤粉燃烧器外筒3的内部设有一级筒4和二级筒5，所述

一级筒4的一端插设在二级筒5内且一级筒4插入二级筒5的深度L2＝0～50mm，所述二级筒5

远离一级筒4的一端靠近煤粉燃烧器喷口6设置。

[0026]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均包括点火筒，所述点火筒的外端设有火

检探头7、油枪8和高能点火装置9，所述点火筒的外侧壁设有进风口10。

[0027]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的功率为0.3～3.5MW。

[0028]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设置在煤粉燃烧器外筒3上且点火燃烧器一1的一端延伸至二

级筒5内，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之间的夹角α＝5～30°。

[0029] 所述点火燃烧器二11沿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插设在煤粉弯头2上且点火燃烧器

二11插入一级筒4的深度L1＝0～50mm。

[0030] 所述一级筒4、二级筒5为圆形或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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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实施例2

[0032] 结合附图2，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包括燃烧器本体，所述燃烧器本体上

设有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所述燃烧器本体包括煤粉弯头2和煤粉燃烧器外筒

3，所述煤粉弯头2的出口端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固定，所述煤粉弯头2远离煤粉燃烧器外筒3

的一端设有煤粉燃烧器喷口6，所述煤粉燃烧器外筒3的内部设有一级筒4和二级筒5，所述

一级筒4的一端插设在二级筒5内且一级筒4插入二级筒5的深度L2＝0～50mm，所述二级筒5

远离一级筒4的一端靠近煤粉燃烧器喷口6设置。

[0033]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均包括点火筒，所述点火筒的外端设有火

检探头7、油枪8和高能点火装置9，所述点火筒的外侧壁设有进风口10。

[0034]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的功率为0.3～3.5MW。

[0035]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设置在煤粉燃烧器外筒3上且点火燃烧器一1的一端延伸至二

级筒5内，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之间的夹角α＝5～30°。

[0036] 所述点火燃烧器二11倾斜插入至煤粉燃烧器外筒3内且点火燃烧器二11与煤粉燃

烧器外筒3轴线之间的夹角β＝5～30°。

[0037] 所述一级筒4、二级筒5为圆形或方形。

[0038] 实施例3

[0039] 一种双枪少油点火煤粉燃烧器，包括燃烧器本体，所述燃烧器本体上设有点火燃

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所述燃烧器本体包括煤粉弯头2和煤粉燃烧器外筒3，所述煤粉

弯头2的出口端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固定，所述煤粉弯头2远离煤粉燃烧器外筒3的一端设有

煤粉燃烧器喷口6，所述煤粉燃烧器外筒3的内部设有一级筒4和二级筒5，所述一级筒4的一

端插设在二级筒5内且一级筒4插入二级筒5的深度L2＝0～50mm，所述二级筒5远离一级筒4

的一端靠近煤粉燃烧器喷口6设置。

[0040]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均包括点火筒，所述点火筒的外端设有火

检探头7、油枪8和高能点火装置9，所述点火筒的外侧壁设有进风口10。

[0041]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的功率为0.3～3.5MW。

[0042] 所述点火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均倾斜插入至煤粉燃烧器外筒3内且点火

燃烧器一1和点火燃烧器二11与煤粉燃烧器外筒3轴线之间的夹角均为β＝5～30°。

[0043] 本实用新型在具体实施时，如图1‑3所示，油枪可以替换成气枪，在锅炉燃用较好

煤质时，单独的点火燃烧器二足以点燃经过燃烧器本体的煤粉气流，可以直接投用点火燃

烧器二，点火燃烧器一停用。

[0044] 在锅炉燃用无烟煤、贫煤等劣质煤时，单独的点火燃烧器二不足以点燃经过燃烧

器本体的煤粉气流，为了可靠点燃煤粉，可以同时点燃点火燃烧器一和点火燃烧器二共同

使用。

[0045] 以上对本实用新型及其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没有限制性，附图中所示

的也只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之一，实际的结构并不局限于此。总而言之如果本领域的

普通技术人员受其启示，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创造宗旨的情况下，不经创造性的设计出与

该技术方案相似的结构方式及实施例，均应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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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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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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