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505874.1

(22)申请日 2016.06.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9598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2.07

(73)专利权人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710032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兴庆路

136号

    专利权人 华能集团技术创新中心

(72)发明人 白文刚　李红智　姚明宇　张一帆　

杨玉　王月明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徐文权

(51)Int.Cl.

F22B 31/08(2006.01)

F23J 15/02(2006.01)

F01K 11/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526576 A,2016.04.27,

US 2013033044 A1,2013.02.07,

JP 2000154733 A,2000.06.06,

CN 104728823 A,2015.06.24,

CN 104832229 A,2015.08.12,

CN 105545619 A,2016.05.04,

审查员 姚丽华

 

(54)发明名称

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新型燃煤超临界二氧化

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包括锅炉及超临界二氧

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锅炉包括依次相连通

的炉膛、水平烟道及尾部烟道，炉膛内沿烟气流

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水冷壁、墙式再热器及屏式

过热器，水平烟道内布置有高温再热器，尾部烟

道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低温再热器

及烟气冷却器，尾部烟道内布置有低温过热器，

低温再热器与低温过热器并排布置。本发明能够

有效降低锅炉排烟的温度，并且发电效率较高及

锅炉的热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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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锅炉(6)及超临界

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体，锅炉(6)包括依次相连通的炉膛、水平烟道及尾部烟

道，炉膛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水冷壁(61)、墙式再热器(62)及屏式过热器(63)，

水平烟道内布置有高温再热器(64)，尾部烟道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低温再热器

(65)及烟气冷却器(67)，尾部烟道内布置有低温过热器(66)，低温再热器(65)与低温过热

器(66)并排布置；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体中低温回热器(4)的冷侧出口分为两路，其

中一路与烟气冷却器(67)的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

体中高温回热器(5)的冷侧入口相连通，烟气冷却器(67)的出口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

循环发电系统本体中高温回热器(5)的冷侧出口通过管道并管后与水冷壁(61)的入口相连

通；

水冷壁(61)的出口与低温过热器(66)的入口相连通，低温过热器(66)的出口与屏式过

热器(63)的入口相连通，屏式过热器(63)的出口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

体中的高压透平(7)的入口相连通；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体中高压透平(7)的出口与墙式再热器(62)的

入口相连通，墙式再热器(62)的出口与低温再热器(65)的入口相连通，低温再热器(65)的

出口经高温再热器(64)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体中的低压透平(8)相连

通；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本体包括预冷器(1)、主压缩机(2)、再压缩机

(3)、低温回热器(4)、高温回热器(5)、高压透平(7)、低压透平(8)及发电机(9)；

低温回热器(4)的热侧出口分为两路，其中一路经预冷器(1)与主压缩机(2)的入口相

连通，主压缩机(2)的出口与低温回热器(4)的冷侧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再压缩机(3)的入

口相连通，低压透平(8)的出口与高温回热器(5)的热侧入口相连通，高温回热器(5)的热侧

出口与低温回热器(4)的热侧入口相连通，低压透平(8)的输出轴与发电机(9)的驱动轴相

连接；

尾部烟道内还布置有SCR脱硝装置(68)，烟气冷却器(67)与SCR脱硝装置(68)沿烟气流

通的方向依次分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尾部

烟道内还布置有空气预热器(69)，烟气冷却器(67)与空气预热器(69)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

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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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先进高效火力发电领域，涉及一种新型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

环发电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不断提高发电机组的效率是电力行业研究的永恒主题和目标。对于发电企业而

言，系统的循环效率越高，单位发电量的能耗就越低，对应的能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就

越低。对于传统的以蒸汽朗肯循环为能量转换系统的发电机组，若提高发电效率至50％左

右，则需将主蒸汽参数提高至700℃，这就意味着需要花费高昂的经济代价和时间成本来研

发新型镍基高温合金。为了避开材料方面的技术瓶颈，各国学者纷纷将目光转移到新型动

力循环系统，以期实现发电效率的提升。经过各国学者大量的前期研究和论证，目前普遍认

可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是极具潜力的新概念先进动力系统。这主要是由于超临界

二氧化碳具有能量密度大、传热效率高等特点，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高效发电系统

可以在620℃温度范围内达到常规蒸汽朗肯循环700℃的效率，不需要再开发新型的高温镍

基合金，且设备尺寸小于同参数的蒸汽机组，经济性非常好。

[0003] 我国能源禀赋的特点决定了燃煤发电仍然是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电力结构的主

体，因此，开发大型煤基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高效发电系统非常符合我国的基本国

情，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4] 虽然国际上关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技术已经是公开技术，但是目前

国内外关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大多是针对太阳能等新能源，而针对传统

化石能源，特别是煤基发电的新型系统鲜有涉及。对于煤基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高

效发电系统来讲，由于整个循环系统中包括大量回热系统，锅炉入口超临界二氧化碳工质

温度一般都要超过500℃。对于超临界二氧化碳锅炉来讲，如果仍按照传统蒸汽锅炉的受热

面布置方法，在锅炉尾部布置常规省煤器，则由于省煤器处传热温压小，工质温升通常只有

几摄氏度，使得受热面布置不合理、经济性差。此外，煤基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高效

发电系统由于工质入口温度高，锅炉尾部排烟温度也较高，因此如何降低超临界二氧化碳

锅炉的排烟温度，提高锅炉热效率也是至关重要的技术环节。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提供了一种新型燃煤超临界二氧化

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该系统能够有效的降低锅炉排烟的温度，并且发电效率及锅炉的

热效率较高。

[0006]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述的新型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包

括锅炉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锅炉包括依次相连通的炉膛、水平烟道及

尾部烟道，炉膛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水冷壁、墙式再热器及屏式过热器，水平烟

道内布置有高温再热器，尾部烟道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低温再热器及烟气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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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尾部烟道内布置有低温过热器，低温再热器与低温过热器并排布置；

[0007]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低温回热器的冷侧出口分为两路，其中一

路与烟气冷却器的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高温回热

器的冷侧入口相连通，烟气冷却器的出口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高温回

热器的冷侧出口通过管道并管后与水冷壁的入口相连通；

[0008] 水冷壁的出口与低温过热器的入口相连通，低温过热器的出口与屏式过热器的入

口相连通，屏式过热器的出口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的高压透平的入口

相连通；

[0009]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高压透平的出口与墙式再热器的入口相

连通，墙式再热器的出口与低温再热器的入口相连通，低温再热器的出口经高温再热器与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的低压透平相连通。

[0010] 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包括预冷器、主压缩机、再压缩机、低温回热

器、高温回热器、锅炉、高压透平、低压透平及发电机；

[0011] 低温回热器的热侧出口分为两路，其中一路经预冷器与主压缩机的入口相连通，

主压缩机的出口与低温回热器的冷侧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再压缩机的入口相连通，再压

缩机的出口与低温回热器的冷侧出口通过管道并管后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与高温回热器

的冷侧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烟气冷却器的入口相连通，高温回热器的冷侧出口与烟气冷

却器的出口经管道并管后与水冷壁的入口相连通，水冷壁的出口依次经低温过热器及屏式

过热器与高压透平的入口相连通，高压透平的出口与墙式再热器的入口相连通，墙式再热

器的出口与低温再热器的入口相连通，低温再热器的出口经高温再热器与低压透平的入口

相连通，低压透平的出口与高温回热器的热侧入口相连通，高温回热器的热侧出口与低温

回热器的热侧入口相连通，低压透平的输出轴与发电机的驱动轴相连接。

[0012] 尾部烟道内还布置有SCR脱硝装置，烟气冷却器与SCR脱硝装置沿烟气流通的方向

依次分布。

[0013] 尾部烟道内还布置有空气预热器，烟气冷却器与空气预热器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

次分布。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所述的新型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包括锅炉及超临界

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其中，锅炉包括炉膛、水平烟道及尾部烟道，将墙式再热器

及屏式过热器沿烟气流通的方向布置于炉膛内，将高温再热器布置于水平烟道内，将低温

再热器、低温过热器及烟气冷却器布置于尾部烟道中，从而使锅炉满足超临界二氧化碳布

雷顿循环发电系统的工作要求，同时通过烟气冷却器分流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

系统中低温回热器冷侧输出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工质，分流出来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工质在烟

气冷却器中与尾部烟道中的烟气进行换热升温，从而降低锅炉排烟的温度，升温后的超临

界二氧化碳工质进入到水冷壁中，锅炉的热效率较高，从而有效提高发电系统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其中，1为预冷器、2为主压缩机、3为再压缩机、4为低温回热器、  5为高温回热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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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锅炉、7为高压透平、8为低压透平、9为发电机、  61为水冷壁、62为墙式再热器、63为屏式

过热器、64为高温再热器、  65为低温再热器、66为低温过热器、67为烟气冷却器、68为SCR脱

硝装置、69为空气预热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9] 参考图1，本发明所述的新型燃煤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包括锅炉6

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锅炉6包括依次相连通的炉膛、水平烟道及尾部烟

道，炉膛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水冷壁61、墙式再热器62及屏式过热器63，水平烟

道内布置有高温再热器64，尾部烟道内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布置有低温再热器65  及烟

气冷却器67，尾部烟道内布置有低温过热器66，低温再热器65与低温过热器66并排布置；超

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低温回热器4的冷侧出口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与烟气

冷却器67的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高温回热器5的

冷侧入口相连通，烟气冷却器67的出口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高温回热

器5的冷侧出口通过管道并管后与水冷壁61的入口相连通；水冷壁61的出口与低温过热器

66的入口相连通，低温过热器66的出口与屏式过热器63的入口相连通，屏式过热器63的出

口与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的高压透平7的入口相连通；超临界二氧化碳

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高压透平7的出口与墙式再热器62的入口相连通，墙式再热器62的

出口与低温再热器65的入口相连通，低温再热器  65的出口经高温再热器64与超临界二氧

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中的低压透平8相连通。

[0020] 所述超临界二氧化碳布雷顿循环发电系统包括预冷器1、主压缩机2、再压缩机3、

低温回热器4、高温回热器5、锅炉6、高压透平7、低压透平8及发电机9；低温回热器4的热侧

出口分为两路，其中一路经预冷器1与主压缩机2的入口相连通，主压缩机2的出口与低温回

热器  4的冷侧入口相连通，另一路与再压缩机3的入口相连通，再压缩机3 的出口与低温回

热器4的冷侧出口通过管道并管后分为两路，其中，一路与高温回热器5的冷侧入口相连通，

另一路与烟气冷却器67的入口相连通，高温回热器5的冷侧出口与烟气冷却器67的出口经

管道并管后与水冷壁61的入口相连通，水冷壁61的出口依次经低温过热器66及屏式过热器

63与高压透平7的入口相连通，高压透平7的出口与墙式再热器  62的入口相连通，墙式再热

器62的出口与低温再热器65的入口相连通，低温再热器65的出口经高温再热器64与低压透

平8的入口相连通，低压透平8的出口与高温回热器5的热侧入口相连通，高温回热器5的热

侧出口与低温回热器4的热侧入口相连通，低压透平8的输出轴与发电机9的驱动轴相连接。

[0021] 另外，尾部烟道内还布置有SCR脱硝装置68，烟气冷却器67与SCR  脱硝装置68沿烟

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分布，尾部烟道内还布置有空气预热器69，烟气冷却器67与空气预热器

69沿烟气流通的方向依次分布。

[0022] 本发明的具体工作工程为：

[0023] 低温回热器4热侧出来的乏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通过预冷器1冷却后进入主压缩

机2升压，然后再进入低温回热器4的冷侧进行预热升温，另一部分直接通过再压缩机3升压

后与低温回热器4的冷侧出口工质进行汇流后分为两路，一路进入高温回热器5冷侧进行预

热升温，另一路引入烟气冷却器67中与尾部烟道中的烟气进行换热，两路工质再在水冷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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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的入口汇合，再依次流经水冷壁61、低温过热器66及屏式过热器63；屏式过热器63流出工

质进入高压透平7膨胀做功，做功后的排气依次经墙式再热器62、低温再热器65和高温再热

器64后进入低压透平8做功，低压透平8的乏气依次流经高温回热器5热侧及低温回热器4热

侧，用来加热由压缩机升压后的新工质。

[0024] 为了进一步降低锅炉6排烟温度，提高锅炉6热效率，本发明在尾部烟道内布置有

烟气冷却器67，其中，换热后烟气的烟温降低到SCR  脱硝反应的适宜温度区间，即350℃～

400℃，然后降温后的烟气进入SCR  脱硝装置68进行脱硝处理，脱硝处理后的烟气进入到空

气预热器69中对进入到锅炉6中的空气进行加热，使加热后空气的温度满足炉膛燃烧及传

热要求。

[0025]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

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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