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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

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包括具有轴向空气进口、径

向燃气进口和轴向出口的燃烧筒，燃烧筒内同轴

设有与径向燃气进口相连的燃气管，轴向出口处

设有点火装置和稳焰板。所述燃烧筒包括沿气体

轴向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第一、第二筒体，第二

筒体上开设有多个回流孔，燃烧筒内对应设有用

于调节回流孔大小的烟气回流量调节结构；燃气

管上靠近回流孔位置上同轴套装有导风盘，导风

盘朝气体轴向输出方向延伸出开口逐渐增大的

中空状圆台周壁，其与第二筒体间形成导风通

道，导风通道呈沿气体轴向输送方向截面尺寸渐

缩。本结构通过负压差达到烟气自循环、二次燃

烧的目的，实现低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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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包括燃烧筒，所述燃烧筒具有轴向空

气进口、径向燃气进口和轴向出口，燃烧筒内同轴设有与径向燃气进口相连的燃气管，所述

轴向出口处设有点火装置和稳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筒包括沿气体轴向输送方向依

次连接的第一筒体和第二筒体，所述第二筒体的圆周壁上开设有多个内外贯通的回流孔，

所述燃烧筒内还对应设有用于调节回流孔大小的烟气回流量调节结构；所述燃气管上靠近

回流孔位置上同轴套装有一个导风盘，所述导风盘朝气体轴向输出方向延伸出一个开口逐

渐增大的中空状圆台周壁，圆台周壁与第二筒体内壁之间形成导风通道，且该导风通道沿

气体轴向输送方向截面尺寸渐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烟

气回流量调节结构包括轴向贯通的遮挡筒，所述遮挡筒的一端环圆周缘设有多个轴向延伸

的调节杆，所述第一筒体上对应设有轴向延伸的滑移槽，所述调节杆与滑移槽相配合与之

滑移连接并可通过螺钉固定，遮挡筒的另一端呈向内缩进状，由此遮挡筒可轴向滑移地遮

挡住回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回

流孔均匀分布在第二筒体圆周壁的同一个分度圆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回

流孔呈两端半圆形的长条状。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回流孔距离点火装置的轴向距离为20-8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圆

台周壁的母线相对导风盘中心轴线的倾斜角度为22-25º。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

述圆台周壁的轴向长度为60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导

风盘上开设有多个供空气通过的空气补充孔。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空

气补充孔为圆形，其孔径为28-38mm，数量为6-12个。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燃气管环绕圆周壁均匀延伸出多个横置L型的分流管，每个分流管上均设有径向朝内的燃

气内出口和径向朝外的燃气外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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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燃烧器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

燃气燃烧器。

背景技术

[0002] 环境问题，特别是工业锅炉NOx排放导致的空气污染，已经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和

健康。NOx排放导致酸雨形成、空气中雾霾的产生，已经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在工

业锅炉领域、以及电站锅炉领域，国家已经出台了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法规。现有燃烧器的

NOx排放量一般都为低氮级（80mg/m³以下），目前的技术能够达到超低氮级（30mg/m³以下）

的甚少。即使应用FGR技术，在日常运行中亦不稳定，主要原因是三气配比难以控制。

[0003] 常用的低氮燃烧技术主要包括分级燃烧、预混燃烧技术、烟气再循环等。其中，分

级燃烧技术要求炉内温度均布，避免出现局部高温，从而降低NOx生成，但如何实现良好的

空气/燃气分级是一个难点。预混燃烧技术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控制两种气体混合效果，效果

不佳，容易出现爆燃所产生窜振的安全隐患，较少采用。烟气再循环技术将锅炉烟气抽取出

一部分与新鲜空气混合后送入燃烧炉与燃气混合燃烧，降低空气中的氧浓度，减少空气中

的氮与氧结合的概率，在实际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传统的烟气再循环需要借助回流风机

将烟气抽出送回到燃烧器，即需要重新布设循环烟气管路及控制系统，占地空间大、投资

高，且功率损耗20-30%。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上述问题，而提出了一种炉内烟气可调

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在锅炉炉膛与燃烧筒之间形成烟气自动循环通道，在燃烧过程

中实现烟气二次分解燃烧，有效降低氮氧化物排放。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一种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包括燃烧筒，所述

燃烧筒具有轴向空气进口、径向燃气进口和轴向出口，燃烧筒内同轴设有与径向燃气进口

相连的燃气管，所述轴向出口处设有点火装置和稳焰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筒包括沿气

体轴向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第一筒体和第二筒体，所述第二筒体的圆周壁上开设有多个内

外贯通的回流孔，所述燃烧筒内还对应设有用于调节回流孔大小的烟气回流量调节结构；

所述燃气管上靠近回流孔位置上同轴套装有一个导风盘，所述导风盘朝气体轴向输出方向

延伸出一个开口逐渐增大的中空状圆台周壁，圆台周壁与第二筒体内壁之间形成导风通

道，且该导风通道沿气体轴向输送方向截面尺寸渐缩。

[0007] 藉由上述结构，本实用新型以空气动力学原理，通过导风盘的中空圆台周壁设计，

使得导风通道逐步收缩，提高压强，燃烧筒轴向出口处燃烧形成的烟气受到内外压差作用

自成地卷吸进入回流孔，从而与助燃空气一并进入导风通道进行二次燃烧。

[0008]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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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回流量调节结构包括轴向贯通的遮挡筒，所述遮挡筒的一端环圆周缘设有多个轴向延伸

的调节杆，所述第一筒体上对应设有轴向延伸的滑移槽，所述调节杆与滑移槽相配合与之

滑移连接并可通过螺钉固定，遮挡筒的另一端呈向内缩进状，由此遮挡筒可轴向滑移地遮

挡住回流孔。本结构可根据实际燃烧火焰情况轴向滑移推动调节杆实现对回流孔大小进行

可变调节，从而优化烟气回流量，确保二次燃烧效果。且遮挡筒向内缩进，在导风通道渐缩

的基础上使回流孔与遮挡筒之间的空隙呈渐扩状，进一步加速流速，有利于其与回流孔之

间的负压区域的形成，有效保证回流效果。

[0009]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回

流孔均匀分布在第二筒体圆周壁的同一个分度圆上，保证烟气得以各向均匀回流。

[0010]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回

流孔呈两端半圆形的长条状。

[0011]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回

流孔距离点火装置的轴向距离为20-80mm，保证回流距离足够长，回流量足够大。

[0012]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圆

台周壁的母线相对导风盘中心轴线的倾斜角度为22-25º。

[0013]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圆

台周壁的轴向长度为60mm。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

燃烧器中，所述导风盘上开设有多个供空气通过的空气补充孔，为中心火焰部位补充充足

的空气，进一步促进其充分燃烧。

[0014]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空

气补充孔为圆形，其孔径为28-38mm，数量为6-12个。

[0015]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中，所述燃

气管环绕圆周壁均匀延伸出多个横置L型的分流管，每个分流管上均设有径向朝内的燃气

内出口和径向朝外的燃气外出口，由此使燃气得以径向扩散喷射，进一步扩大燃烧范围，降

低火焰集中所产生的NOx。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实用新型依靠导风盘的圆台周壁和回流孔的配合设计形成内外压差，达到烟

气自动再循环目的，无需另外购置循环烟气设备、布设循环管路，在保证充分燃烧的效果下

有效降低设备投资，无功率损耗且体积简单紧凑。

[0018] 2、本实用新型通过将高温燃烧烟气循环通入到助燃空气中，实现对烟气中未充分

燃烧的可燃气体进行二次燃烧，提高燃气利用率，同时充分利用烟气余热显著提高助燃空

气温度，降低火焰高温区的氧浓度，有效降低燃烧区域温度峰值，温度均匀，显著抑制热力

型NOx的生成量，具有燃烧稳定、燃烧完全程度高。本实用新型在炉膛内进行的二次烟气燃

烧，无需FGR外循环消耗电机功率，从而达到节能目的。

[0019] 3、本实用新型设计烟气回流量调节结构实现对回流孔的可变调节，从而改变烟气

回流量，尽可能确保在不同工况下均达到最佳燃烧状态，适配性更广。调节方式简单灵活，

仅需推动调节杆轴向滑移，便能实现。

[0020] 4、本结构增设导风盘空气补充孔，可在燃气燃烧时为中心区域补充大量空气，使

得燃气燃烧更完全，保证了火焰燃烧更稳定，提高燃烧效率，实现低氮燃烧。且加工简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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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为空气补充孔的设置而使整体结构变复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剖视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遮挡筒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参照图1和图2，本实施例所述的一种炉内烟气可调节自循环低氮燃气燃烧器，包

括燃烧筒1，所述燃烧筒1具有轴向空气进口、径向燃气进口和轴向出口，燃烧筒1内同轴设

有与径向燃气进口相连的燃气管2，所述轴向出口处设有点火装置（图中未示出）和稳焰板

3。所述燃气管2环绕圆周壁均匀延伸出多个横置L型的分流管13，每个分流管13上均设有径

向朝内的燃气内出口和径向朝外的燃气外出口。燃气在燃气管2中轴向输送，在中段区域被

径向向外引导进入到各个分流管13内而被均匀分散成多股燃气气流，其后继续沿轴向输

送，并通过燃气内出口、燃气外出口向内、向外扩散，形成较大的弥散区域，从而扩大燃烧区

域，达到温度均布的目的，降低NOx的排放。

[0026] 所述燃烧筒1包括沿气体轴向输送方向依次连接的第一筒体4和第二筒体5，两者

间可通过螺钉可拆卸连接。所述第二筒体5的圆周壁上开设有多个内外贯通的回流孔6，所

述回流孔6均匀分布在第二筒体5圆周壁的同一个分度圆上。具体的，所述回流孔6呈两端半

圆形的长条状，其距离点火装置的轴向距离为20-80mm，以提供足够长的回流距离，进一步

保证回流量。

[0027] 所述燃烧筒1内还对应设有用于调节回流孔6大小的烟气回流量调节结构。具体

地，结合图3所示，所述烟气回流量调节结构包括轴向贯通的遮挡筒9，所述遮挡筒9的一端

环圆周缘设有多个轴向延伸的调节杆10，所述第一筒体4上对应设有轴向延伸的滑移槽11，

所述调节杆10与滑移槽11相配合与之滑移连接并可通过螺钉固定，遮挡筒9的另一端呈向

内缩进状，由此遮挡筒9可轴向滑移地遮挡住回流孔6。

[0028] 所述燃气管2上靠近回流孔6位置上同轴套装有一个导风盘7，所述导风盘7朝气体

轴向输出方向延伸出一个开口逐渐增大的中空状圆台周壁8，圆台周壁8与第二筒体5内壁

之间形成导风通道，且该导风通道沿气体轴向输送方向截面尺寸渐缩。导风盘7与第二筒体

5同轴设置，可保证各向上压强一致，烟气沿各向均衡稳定进入。需要说明的是，本实施例所

述圆台周壁8的母线相对导风盘7中心轴线的倾斜角度为22-25º，其轴向长度60mm，上述倾

斜角度和轴向距离为经过试验后得出的最佳数值范围，有效保证烟气回流量足够大。所述

导风盘7上还开设有多个供空气通过的空气补充孔12。所述空气补充孔12为圆形，根据功率

设定其孔径为28-38mm，数量为6-12个。

[0029] 当燃烧器与锅炉的炉膛安装连接后，燃气在燃气管2内形成直流的燃气气流，并通

过环形布设的分流管13径向向外扩散喷射到轴向出口处；空气在燃烧筒1与燃气管2之间形

成直流的空气气流向前喷射，并经过截面渐缩的导风通道使得压强增大，气流在回流孔6与

遮挡筒9向内缩进的一端附近区域形成负压区，由此在内外压差作用下，前侧轴向出口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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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形成的高温烟气被反向卷吸，经回流孔6自动循环到燃烧筒1内，并与空气混合，继续沿导

风通道输送到燃烧区域进行二次燃烧。于此同时，空气还从导风盘7上的空气补充孔12轴向

喷射到轴向出口处，为燃烧中心区域更好地补充燃烧所需的空气，优化空燃比，促使燃烧更

加充分，提高燃烧效率，并不损耗助燃风机功率，达到节能目的。

[0030] 本结构基于烟气炉内再循环，通过在助燃空气中混合入适量的高温烟气达到充分

低氮燃烧的目的，其作用机理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0031] 第一、是将燃烧过程产生的烟气中残留的未充分燃烧的燃气和可燃气体（CO、NOx）

再送入燃烧区进行二次燃烧，实现了对可燃气体的充分利用，节约了能源，降低了设备的生

产成本，提高了设备的实用性。

[0032] 第二、借助高温烟气的热量对空气进行预热，使得后续的燃烧反应更为充分，充分

发挥热量利用率，热量进行进一步的利用，降低了热量的损耗，更加节能降耗。

[0033] 第三、烟气冲入助燃空气中可冲淡稀释其中的氮、氧浓度，有效降低火焰区域的温

度峰值，控制热力型NOx的形成，达到低氮燃烧的目的。本结构相较于传统结构，无需另外购

置循环烟气设备、布设循环管路，在保证充分燃烧的效果下还有效降低设备成本。

[0034] 经过燃烧测试使用，本实施例在1480kW条件下燃烧，火焰蓝色均布，燃烧状态在含

氧量2.1%、负荷30-100%的工况下十分稳定，排放烟气中CO为到0ppm，NOx为13ppm，达到低氮

标准。

[0035]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例示性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及其功效，而非用于

限制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此技术的人士皆可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

述实施例进行修饰或改变。因此，但凡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在未脱离本实用新

型所揭示的精神与技术思想下所完成的一切等效修饰或改变，仍应由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

求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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