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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用太阳能的锅炉给煤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太阳能利用系统、锅炉给煤输送
系统和管路控制系统；
其中，
太阳能利用系统包括太阳能反应装置（4）、
甲烷输送管（1）、
二氧化碳输送管（2）、
辅汽输送管（3）、
电辅助加热器（6）和反应气体输出管（8）；
甲烷输送管（1）、
二氧化碳输送管
（2）、辅汽输送管（3）连接至太阳能反应装置（4）的三个输入口，
水蒸气、
甲烷和二氧化碳在
太阳能反应装置（4）内发生重置反应产生一氧化碳和氢气，
反应产生的气体通过太阳能反
应装置（4）的反应气体输出管（8）输出，
在反应气体输出管（8）前设置有水蒸气滤膜（5），
过
滤气体中未参与反应的水蒸气，
过滤下来的水蒸气通过太阳能反应装置（4）底部的回流管
（7）返回至辅汽输送管（3），
在回流管（7）上设置有电辅助加热器（6），
防止冷凝水出现；
锅炉给煤输送系统包括煤仓（19）、皮带给煤机（18）、料斗（17）、刮板输送机（12）、煤粉
输送管（22）、
点火装置（20）和锅炉（21）；
煤仓（19）内的煤粉通过皮带给煤机（18）送入料斗
（17），
料斗（17）内的煤粉通过落煤管（16）进入刮板输送机（12），
刮板输送机（12）通过煤粉
输送管（22）进入锅炉（21）的点火装置（20），
刮板输送机（12）内设置有料位传感器（13）、
温
度传感器（14）和干度传感器（15）；
管路控制系统包括反应气体输送管（9）、
反应气体输送旁通管（10）、第一调节阀和第二
调节阀，
第一调节阀位于反应气体输送管（9）上，
第二调节阀位于反应气体输送旁通管（10）
上，
反应气体输送管（9）连接反应气体输出管（8）和刮板输送机（12）上的喷孔（11），
反应气
体输送旁通管（10）连接反应气体输出管（8）和锅炉（21）的点火装置（22）。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太阳能的锅炉给煤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刮板输送机为封
闭壳体结构，
所述喷孔（11）布置在刮板输送机（12）的上壳体。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利用太阳能的锅炉给煤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喷孔（11）至少为
3个，
所述封闭壳体的断面为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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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太阳能的锅炉给煤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大体上涉及锅炉给煤系统，
更具体而言，
涉及利用太阳能对甲烷重置，
获取
目标气体对锅炉給煤系统中煤粉进行干燥和助燃。
背景技术
[0002] 单元机组能量的输入是靠燃料的及时供应和炉膛的良好燃烧来保证的。
目前国内
电站锅炉使用的煤种变化大，
水分含量高，
杂质较多，
导致给煤量控制的精度不高，
尤其水
分含量高的煤粉，
在进入回料器和外置床返料管给煤点的落煤管时容易出现堵塞和卡死的
现象，
因此，
提高煤粉的干度尤其重要。
[0003] 其次，
太阳能作为一种自然环保且便于利用的能源，
其热能的利用越来越广泛，
比
如用太阳能制热水、制冷；
太阳能热动力发电 ；
太阳能淡化海水等，
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仪
器将太阳能收集起来，
通过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热能。如果将太阳能利用与煤粉供应结合起
来必然能够获得更好的利用效率。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锅炉給煤结合太阳能热利用，
在太阳能丰富地区，
利用太阳能进行甲烷
重置反应，
将甲烷、二氧化碳和水蒸气转化为所需要的目标产物，
同时储存太阳能，
重置反
应产生的气体一方面可以对锅炉給煤进行干燥，
另一方面可以具有良好的点火辅助作用。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一种利用太阳能的锅炉给煤系统，
包括太阳能利用系统、锅炉
给煤输送系统和管路控制系统。
[0006] 其中，
太阳能利用系统包括太阳能反应装置、
甲烷输送管、二氧化碳输送管、辅汽
输送管、
电辅助加热器和反应气体输出管；
甲烷输送管、二氧化碳输送管、辅汽输送管连接
至太阳能反应装置的三个输入口，
水蒸气、
甲烷和二氧化碳在太阳能反应装置内进行重置
反应，
反应获得的气体通过连接太阳能反应装置的反应气体输出管输出，
在反应气体输出
管前设置有水蒸气滤膜，
过滤气体中未参与反应的水蒸气，
并通过回流管返回至辅汽输送
管，
在回流管上设置有电辅助加热器，
防止管道中出现冷凝水。
[0007] 锅炉给煤输送系统包括煤仓、
皮带给煤机、
料斗、刮板输送机、
煤粉输送管；
煤仓的
煤粉通过皮带给煤机送入料斗，
料斗内的煤粉通过落煤管进入刮板输送机，
刮板输送机通
过煤粉输送管进入锅炉，
刮板输送机内设置有料位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和干度传感器，
用于
监测料位和煤粉湿度。
[0008] 管路控制系统包括反应气体输送管、
反应气体输送旁通管、第一调节阀和第二调
节阀，
第一调节阀用于控制反应气体输送管的流量，
第二调节阀用于控制反应气体输送旁
通管的流量，
反应气体输送管连接反应气体输出管和刮板输送机上的喷孔，
反应气体输送
旁通管连接反应气体输出管和锅炉点火装置。
[0009] 所述刮板输送机为封闭壳体结构，
其断面为矩形，
所述喷孔布置在刮板输送机的
上壳体，
所述喷孔至少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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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1] 通过太阳能甲烷重置反应获取目标气体一氧化碳和氢气，
一方面利用反应气体蕴
含的热能对煤粉进行干燥，
去除水分，
另一方面利用一氧化碳和氢气辅助煤粉点火。
[0012] 本发明在刮板输送机上设置有温度传感器和干度传感器，
当检测到壳体内温度过
高具有引燃煤粉的危险时，
关闭第一调节阀，
打开第二调节阀从而保证了刮板输送机的安
全。
[0013] 附图说明书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中：
1为甲烷输送管；
2为二氧化碳输送管；
3为辅汽输送管；
4为太阳能反应装置；
5为水蒸气滤膜；
6为电辅助加热器；
7为回流管；
8为反应气体输出管；
9为反应气体输送管；
10为反应气体输送旁通管；
11为喷孔；
12为刮板输送机；
13料位传感器；
14为温度传感器；
15
为干度传感器；
16为落煤管；
17为料斗；
18为皮带给煤机；
19为煤仓；
20为点火装置；
21为锅
炉；
22为煤粉输送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如图1所示，
本发明的太阳能的锅炉给煤系统，
包括太阳能利用系统、锅炉给煤输
送系统和管路控制系统。
[0017] 其中，
太阳能利用系统包括太阳能反应装置（4）、
甲烷输送管（1）、
二氧化碳输送管
（2）、
辅汽输送管（3）、
电辅助加热器（6）和反应气体输出管（8）；
甲烷输送管（1）、
二氧化碳输
送管（2）、
辅汽输送管（3）连接至太阳能反应装置（4）的三个输入口。
[0018]
利用水蒸气、
甲烷和二氧化碳在太阳能反应装置（4）内发生重置反应，
获取目标气
体一氧化碳和氢气，
并通过反应气体输出管（8）输出。为了防止水蒸气进入后续的锅炉给煤
输送系统，
在反应装置输出管（8）前设置有水蒸气滤膜（5），
对未参与反应的水蒸气进行过
滤，
并通过回流管（7）返回至辅汽输送管（3）。在回流管（7）上设置有电辅助加热器（6），
防止
冷凝水出现。
[0019] 锅炉给煤输送系统包括煤仓（19）、
皮带给煤机（18）、
料斗（17）、刮板输送机（12）、
煤粉输送管（22）；
煤仓（19）的煤粉通过皮带给煤机（18）送入料斗（17），
料斗（17）内的煤粉
通过落煤管（16）进入刮板输送机（12），
刮板输送机（12）通过煤粉输送管（22）进入锅炉（21）
的点火装置（20）。
[0020]
刮板输送机（12）为封闭壳体结构，
其断面为矩形，
在上部壳体设置有料位传感器
（13）、
温度传感器（14）和干度传感器（15），
分别对料位、
温度和煤粉的干度进行检测。
同时
在壳体的上部设置有多个喷孔（11），用于将反应目标气体喷入刮板输送机（12），
利用高温
反应气体干燥煤粉。
[0021] 管路控制系统包括反应气体输送管（9）、
反应气体输送旁通管（10）、第一调节阀和
第二调节阀，
第一调节阀用于控制反应气体输送管（9）的流量，
第二调节阀用于控制反应气
体输送旁通管（10）的流量，
反应气体输送管（9）连接反应气体输出管（8）和刮板输送机（12）
上的喷孔（11），
反应气体输送旁通管（10）连接反应气体输出管（8）和锅炉点火装置（20）。
[0022] 通过刮板输送机（12）上的温度传感器（14）和干度传感器（15）监测到的参数，
对第
一调节阀和第二调节阀的导通进行调整，
从而保证了刮板输送机（12）的安全。当第一调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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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开启，
第二调节阀关闭时利用高温反应气体干燥煤粉，
去除水分；
反之利用一氧化碳和氢
气的助燃作用辅助煤粉点火。
[0023] 应理解，
上述近视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
并且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或范围的
情况下可以存在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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