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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

火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煤锅炉技术领域，具体为

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

置。本实用新型包括一级油枪，一次风通道，依次

设置在一次风通道外的内二次风通道与外二次

风通道，以及依次设置在一次风通道内的双级煤

粉浓淡分离装置和多级燃烧室；多级燃烧室包括

沿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依次设置的一级燃烧室、

二级燃烧室和三级燃烧室，以及分别与一级燃烧

室和二级燃烧室连通设置的一级氧枪和二级氧

枪；一级油枪平行于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设置，

且其喷口端穿过一次风通道并伸入一级燃烧室

内。本实用新型能有效提高锅炉低负荷调峰能

力，燃烧器设计合理，结构简单，燃烧率较高，节

油量显著，设备可靠，适用于燃用贫煤的对冲燃

烧方式燃煤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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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一级油枪(5)，

一次风通道(1)，依次设置在一次风通道(1)外的内二次风通道(10)与外二次风通道(11)，

以及依次设置在一次风通道(1)内的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和多级燃烧室；

所述的多级燃烧室包括沿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依次设置的一级燃烧室(4)、二级燃烧

室(7)和三级燃烧室(9)，以及分级氧枪；所述的分级氧枪包括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

其分别与一级燃烧室(4)和二级燃烧室(7)连通设置；

所述的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包括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和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

置(3)；所述的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设置在一次风通道(1)的内壁上；所述的二级煤粉

浓淡分离装置(3)设置在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与一级燃烧室(4)入口之间；

所述的一级油枪(5)平行于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设置，且其喷口端穿过一次风通道(1)

并伸入一级燃烧室(4)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分级氧枪还包括三级氧枪(12)，其位于内二次风通道(10)出口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的射入方向均垂直于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均多点入射一次风煤粉气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内二次风通道(10)与外二次风通道(11)的出风口处分别设置有调风装置，用于

风量及旋流强度的调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3)平行于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其直径小于一级

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的最小直径且大于一级燃烧室(4)的最小直径。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3)呈环形设置，外圈通过径向的固定筋固定在一次风道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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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煤锅炉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

油点火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电站锅炉，少油点火技术及等离子点火技术应用较为广泛，这两种技术

多应用于燃用褐煤和烟煤的锅炉，在燃用难以点燃及燃尽的低挥发分煤时效果不是很好，

尤其在燃用贫煤的对冲燃烧方式燃煤锅炉中存在着燃烧稳定性差及初始煤粉燃尽率低等

问题。锅炉点火过程中，大量的未燃尽煤粉颗粒会沾污在尾部烟道上，当温度升高时可能发

生煤粉颗粒二次燃烧从而损坏设备，运行中安全隐患较大。由于低挥发分贫煤和无烟煤等

低挥发分煤储量较为丰富，占电力行业煤炭消耗总量的25％以上，针对低挥发分煤种在对

冲燃烧方式燃煤锅炉上开发点火燃烧器的节油点火技术非常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

微油点火装置，能有效提高锅炉低负荷调峰能力，燃烧器设计合理，结构简单，燃烧率较高，

节油量显著，设备可靠，适用于燃用贫煤的对冲燃烧方式燃煤锅炉。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5] 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包括一级油枪，一次风通道，依

次设置在一次风通道外的内二次风通道与外二次风通道，以及依次设置在一次风通道内的

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和多级燃烧室；

[0006] 所述的多级燃烧室包括沿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依次设置的一级燃烧室、二级燃烧

室和三级燃烧室，以及分级氧枪；所述的分级氧枪包括一级氧枪和二级氧枪，其分别与一级

燃烧室和二级燃烧室连通设置；

[0007] 所述的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包括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和二级煤粉浓淡分离

装置；所述的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设置在一次风通道的内壁上；所述的二级煤粉浓淡分

离装置设置在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与一级燃烧室入口之间；

[0008] 所述的一级油枪平行于一次风煤粉气流方向设置，且其喷口端穿过一次风通道并

伸入一级燃烧室内。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分级氧枪还包括三级氧枪，其位于内二次风通道出口处。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一级氧枪和二级氧枪的射入方向均垂直于一次风煤粉气流方

向。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一级氧枪和二级氧枪均多点入射一次风煤粉气流。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内二次风通道与外二次风通道的出风口处分别设置有调风装

置，用于风量及旋流强度的调节。

[0013] 进一步的，所述的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平行于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其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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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的最小直径且大于一级燃烧室的最小直径。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的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呈环形设置，外圈通过径向的固定筋固

定在一次风道内。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6] 本实用新型采用在一次风煤粉气流由入口弯头进入双调风旋流燃烧器，通过设置

多级燃烧室和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同时配合分级氧枪，使被分离的浓相一次风煤粉于

一级燃烧室内在燃油及富氧的作用下被迅速点燃释放热量，形成高温烟气进入二级燃烧室

和三级燃烧室并点燃流经的稀相煤粉气流，利用分级氧枪提供的富氧强化煤粉燃烧，大大

提高了一次风煤粉燃烧速率和燃尽率，提高了燃烧器点火性能及燃烧稳定性，煤种适应性

较强，可有效点燃低挥发分煤种；同时，在锅炉低负荷运行阶段时，能利用内二次风道内的

三级氧枪注入的氧气提供富氧气氛，使得一次风煤粉气流快速点燃并燃尽，释放热量加热

烟气，提高炉膛内温度，可提高锅炉在极低负荷下的稳燃能力、同时也增强锅炉低负荷下的

调峰能力。

[0017] 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三级氧枪，使三级氧枪喷入的氧气可在一次风喷口出口附近

形成富氧气氛，煤粉在富氧气氛中着火温度降低，燃尽率和燃烧速率提高，并确保喷入炉膛

的煤粉气流可以被点燃并快速燃尽，有效释放热量加热烟气，从而提高炉膛内的温度，提高

锅炉在极低负荷下的稳燃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脱硝入口烟气温度，有效提高锅炉调峰的灵

活性。

[0018] 本实用新型在内二次风通道与外二次风通道的出风口处分别设置可调节的调风

装置，通过这种双调风装置能够实现内外二次风的单独调节，大大的拓宽了锅炉的煤种适

应性。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一次风通道1、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3、一级燃烧

室4、一级油枪5、一级氧枪6、二级燃烧室7、二级氧枪8、三级燃烧室9、内二次风通道10、外二

次风通道11、三级氧枪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所述是对本实用新型

的解释而不是限定。

[0022]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及其功能，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

新型提出具体实施方式、结构、特征及其功能，详细说明如后。

[0023] 本实用新型一种基于双调风旋流燃烧器的富氧微油点火装置，结构如图1所示，能

够应用于对冲燃烧方式燃煤锅炉燃用低挥发分煤的情况，实现富氧微油点火和稳燃，提高

锅炉低负荷调峰能力；

[0024] 其结构包括一次风通道1(包含双级煤粉浓缩分离装置、一级燃烧室4、二级燃烧室

7、三级燃烧室9)、内二次风通道10及外二次风通道11；

[0025] 具体的，包括一次风通道1，布置于一次风通道1内的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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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3，布置于一次风通道内1的一级燃烧室4，布置于一级燃烧室4内一级

油枪5，布置于一级燃烧室4内的一级氧枪6，布置于一次风通道1内的二级燃烧室7，布置于

二级燃烧室7内的二级氧枪8，布置于一次风通道1内的三级燃烧室9，依次布置于一次风道1

外的内二次风通道10和外二次风通道11，布置于内二次风通道10内的三级氧枪12；

[0026] 一次风煤粉经过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及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3双级浓缩分

离装置后，中间的浓相煤粉气流进入一级燃烧室4点燃，四周的稀相煤粉气流经一级燃烧室

4外部后进入二级燃烧室7及三级燃烧室9点燃；

[0027] 一级燃烧室4内分别设置有一级油枪5和一级氧枪6，其中一级油枪5沿煤粉气流方

向进行布置，一级氧枪6多点入射与煤粉气流混合；

[0028] 二级燃烧室7内设置有二级氧枪8，二级氧枪8多点入射与煤粉气流混合；

[0029] 内二次风通道10与外二次风通道11的出风口出分别设置有能调节风量开度及旋

流强度的调风装置。

[003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1] 一次风煤粉气流流经一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2和二级煤粉浓淡分离装置3，形成中

间浓四周淡的气流形态，浓相煤粉直接进入一级燃烧室4，稀相煤粉不流经一级燃烧室4而

直接进入二级燃烧室7及三级燃烧室9，提高一次风中煤粉浓度可降低煤粉着火温度。本实

用新型所使用富氧微油型双调风点火燃烧器布置一级油枪5，一级油枪5喷入的燃油燃烧可

以加热一级燃烧室4内的烟气，流经一级燃烧室4的浓相煤粉被点燃进入二级燃烧室7，为稀

相煤粉提供点火热源，从而实现热量的逐级放大。当煤粉较易点燃及燃尽时，仅需启用一级

油枪5即可。

[0032] 煤粉初始燃烧阶段是煤粉燃烧的关键阶段，此时提高助燃气体的氧气浓度可以降

低煤粉着火温度，提高煤粉的燃尽率和燃烧速率。在锅炉点火阶段，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

分别向浓度煤粉和稀相煤粉的初始燃烧阶段注入纯氧，确保绝大多数煤粉可以被点燃并迅

速燃烧释放热量。在锅炉低负荷运行阶段，一级油枪5、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均退出运行，

煤粉的初始燃烧阶段位于一次风喷口附近，此时三级氧枪12注入的氧气可为煤粉燃烧提供

所需的富氧气氛。

[0033]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本实用新型进行点火的步骤包括如下：

[0034] 在锅炉点火时，燃油经一级油枪5喷入一级燃烧室4，并被电子点火枪产生的电弧

引燃，释放热量，为煤粉的点燃提供高温烟气；纯氧经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喷入一级燃烧

室4和二级燃烧室7；

[0035] 一次风煤粉气流经一次风管道1内的双级浓缩分离装置，一次风煤粉气流形成中

心浓度高的浓相煤粉气流及四周浓度较低的稀相煤粉气流；浓度高的浓相煤粉气流流经一

级燃烧室4，被一级油枪5喷入燃油燃烧形成的高温烟气点燃，完成煤粉燃烧的初始阶段；一

级氧枪6喷入的纯氧能降低浓相煤粉的着火温度并提高煤粉的燃尽率和燃烧速率，大量浓

相煤粉被迅速点燃释放出热量，形成一级高温烟气进入二级燃烧室7并加热点燃流经二级

燃烧室7的浓度较低的稀相煤粉气流，二级氧枪8喷入的氧气强化稀相煤粉气流的燃烧，降

低稀相煤粉着火温度并提高煤粉燃尽率和燃烧速率，形成二级高温烟气进入三级燃烧室9

加热点燃流经三级燃烧室9的稀相煤粉气流并进一步形成高温烟气，经过一次风喷口进入

炉膛，与内外二次风卷吸的高温烟气混合后加热炉膛，完成锅炉的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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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其稳燃步骤包括如下：

[0037] 当锅炉煤火检信号减弱至设定阈值时，由三级氧枪12喷入的氧气在一次风喷口附

近形成富氧气氛，煤粉在富氧气氛中着火温度降低，燃尽率和燃烧速率提高，使得喷入炉膛

的煤粉气流能够被点燃并燃尽，释放热量加热烟气，提高炉膛内的温度，提高锅炉在极低负

荷下的稳燃能力。

[0038] 当在锅炉低负荷运行阶段，由于炉膛温度较低，煤粉气流进入炉膛以后无法被有

效点燃，当锅炉煤火检信号减弱至设定阈值时，一级油枪5、一级氧枪6和二级氧枪8均退出

运行，煤粉的初始燃烧阶段位于一次风喷口附近，三级氧枪12注入的氧气为煤粉燃烧提供

所需的富氧气氛；此时由三级氧枪12喷入的氧气可在一次风喷口附近形成富氧气氛，煤粉

在富氧气氛中着火温度降低，燃尽率和燃烧速率提高，确保喷入炉膛的煤粉气流可以被点

燃并快速燃尽，释放热量加热烟气，提高炉膛内的温度，提高锅炉在极低负荷下的稳燃能力

的同时也提高了脱硝入口烟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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