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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
体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
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包括锅炉炉膛，
锅炉炉膛前
墙和后墙上分别沿锅炉炉膛高度方向间隔交替
布设有多个低功率燃烧器组和多个混合燃烧器
组，
前墙和后墙上的燃烧器组关于锅炉炉膛的轴
线对称设置；
锅炉炉膛的左墙和右墙上分别设有
多个与混合燃烧器组一一对应的侧墙贴壁风口，
左墙和右墙上位于同一高度的侧墙贴壁风口对
称设置。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设计合理，
将燃烧
器巧妙的布设在锅炉炉膛内，
使得锅炉炉膛内的
热负荷沿轴向与径向分布均匀，
避免锅炉炉膛受
热面超温，
极大地延长了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保
证了锅炉安全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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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其特征在于：
包括锅炉炉膛(1) ，
所述锅炉炉膛(1)的前墙(2)和后墙(3)上分别沿所述锅炉炉膛(1)高度方向间隔交替布设
有多个低功率燃烧器组(4)和多个混合燃烧器组(5) ，
所述前墙(2)和所述后墙(3)上的的燃
烧器组关于所述锅炉炉膛(1)的轴线对称设置；
所述混合燃烧器组(5)包括多个高功率燃烧
器(6)和多个低功率燃烧器(7)，
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7)沿
水平方向间隔布设在所述前墙(2)或所述后墙(3)上。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前墙(2)或所述后墙(3)上的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
(7)两两间隔交替设置。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前墙(2)或所述后墙(3)上的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
(7)，
每隔一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间隔设有两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7)。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其特征在
于：
所述前墙(2)或所述后墙(3)上的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
(7)，
每隔一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7)间隔设有一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
5 .根据权利要求2或3或4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其
特征在于：
所述锅炉炉膛(1)还包括左墙(8)和右墙(9) ，
靠近所述左墙(8)和右墙(9)的位置
布设的是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其特征在
于：
所述锅炉炉膛(1)的左墙(8)和右墙(9)上分别设有多个与所述混合燃烧器组(5)一一对
应的侧墙贴壁风口(10) ，
所述左墙(8)和所述右墙(9)上位于同一高度的所述侧墙贴壁风口
(10)对称设置。
7 .根据权利要求1至4、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
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功率燃烧器(6)总负荷占所述混合燃烧器组(5)总负荷的60-80％，
所述低功率燃烧器(7)负荷占所述混合燃烧器组(5)总负荷的20-40％。
8 .根据权利要求1至4、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
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功率燃烧器组(4)和所述混合燃烧器组(5)的总数量为3-8组。
9 .根据权利要求1至4、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
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低功率燃烧器组(4)包括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7)，
多个所述低功率
燃烧器(7)位于同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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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燃煤锅炉运行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 CO2对冲
式锅炉炉体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超临界CO2锅炉内工质传热性能较常规蒸汽锅炉低，
以及超临界CO2布雷顿循环吸
热温度较常规蒸汽锅炉高，
因此导致现有锅炉难以布置超临界 CO 2受热面。解决常规炉膛
沿轴向和纵向热负荷分布不均，
能有效解决超临界CO2锅炉受热面超温的难题。现有技术中
的炉膛结构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超临界CO2锅炉炉膛安全性，
然而，
目前面临的工程问题是
需要更灵活解决常规炉膛沿轴向和纵向热负荷分布不均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提出一种更
加先进的均匀超临界CO2锅炉炉膛热负荷的创新性对冲燃烧器布置设计。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
结构，
设计合理，
将燃烧器巧妙的布设在锅炉炉膛内，
使得锅炉炉膛内的热负荷分布均匀，
避免锅炉炉膛受热面超温，
极大地延长了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保证了锅炉安全经济运行。
[000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包括锅炉炉膛，
所述锅炉炉膛
前墙和后墙上分别沿所述锅炉炉膛高度方向间隔交替布设有多个低功率燃烧器组和多个
混合燃烧器组，
所述前墙和所述后墙上的的燃烧器组关于所述锅炉炉膛的轴线对称设置。
[000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锅炉炉膛前墙和后墙的下部分别设有燃烧区，
通过在每个
燃烧区沿锅炉炉膛高度方向间隔交替设置多个低功率燃烧器组和多个混合燃烧器组，
设计
巧妙，
使得锅炉炉膛的燃烧区沿高度方向热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传统锅炉燃烧区
沿其高度方向热负荷逐渐递增和燃烧区同一高度从两边向中心热负荷逐渐递增的问题，
避
免了锅炉炉膛热负荷不均匀造成锅炉侧壁受热超温的现象，
极大地延长了冷却壁的使用寿
命，
保证了锅炉安全经济的运行。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
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08] 进一步，
所述混合燃烧器组包括多个高功率燃烧器和多个低功率燃烧器，
多个所
述高功率燃烧器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沿水平方向间隔布设在所述前墙或所述后墙上。
[0009]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设计巧妙，
确保锅炉炉膛燃烧区同一高度的炉
膛侧壁热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
的问题。
[0010] 进一步，
所述前墙或所述后墙上的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
器两两间隔交替设置。
[0011]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确保锅炉炉膛水平方向的炉膛侧壁热负荷分
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的问题，
延长锅
3

CN 109990268 B

说

明

书

2/5 页

炉侧壁上相应位置的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12] 进一步，
所述前墙或所述后墙上的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
器，
每隔一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间隔设有两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
[0013]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确保锅炉炉膛燃烧区水平方向的炉膛侧壁热
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燃烧区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的
问题，
延长锅炉侧壁上相应位置的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14] 进一步，
所述前墙或所述后墙上的多个所述高功率燃烧器和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
器，
每隔一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间隔设有一个高功率燃烧器。
[0015]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确保锅炉炉膛燃烧区水平方向的炉膛侧壁热
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燃烧区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的
问题，
延长锅炉侧壁上相应位置的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16] 进一步，
所述锅炉炉膛为方形筒体结构，
还包括左墙和右墙，
靠近所述左墙和右墙
的位置布设的是所述高功率燃烧器。
[0017]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确保锅炉炉膛左墙和右墙上的热负荷与锅炉
炉膛中心的热负荷相同。
[0018] 进一步，
所述锅炉炉膛的左墙和右墙上分别设有多个与所述混合燃烧器组一一对
应的侧墙贴壁风口，
所述左墙和所述右墙上位于同一高度的所述侧墙贴壁风口对称设置。
[0019]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通过侧墙贴壁风口向锅炉炉膛内送风，
确保锅
炉炉膛内的热负荷分布均匀。
[0020] 进一步，
所述高功率燃烧器总负荷占所述混合燃烧器组总负荷的 60-80％，
所述
低功率燃烧器负荷占所述混合燃烧器组总负荷的20-40％。
[0021]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确保锅炉炉膛燃烧区沿其高度方向的热负荷
分布均匀，
避免锅炉炉膛的侧壁局部区域超温而影响其上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22] 进一步，
所述低功率燃烧器组和所述混合燃烧器组的总数量为3-8组。
[0023]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根据锅炉炉膛的尺寸进行合理设计，
确保锅炉
炉膛燃烧区沿其高度方向的热负荷分布均匀，
避免锅炉炉膛的侧壁局部区域超温而影响其
上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24] 进一步，
所述低功率燃烧器组包括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器，
多个所述低功率燃烧
器位于同一高度。
[0025] 采用上述进一步方案的有益效果是方便安装，
成本较低。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中锅炉炉膛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中混合燃烧器组第一种布设方式的俯视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中混合燃烧器组第二种布设方式的俯视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中混合燃烧器组第三种布设方式的俯视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中混合燃烧器组的燃烧原理图；
[0031] 图6为本发明中低功率燃烧器组的燃烧原理图。
[0032] 附图中，
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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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锅炉炉膛，
2、
前墙，
3、后墙，
4、低功率燃烧器组，
5、
混合燃烧器组，
6、
高功率燃烧
器，
7、低功率燃烧器，
8、左墙，
9、右墙，
10、侧墙贴壁风口，
11、风机一，
12、风机二，
13、磨煤
机，
14、
风门，
15、
电动阀门。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
所举实例只用于解
释本发明，
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5] 如图1至图6所示，
本发明提供一种热负荷均匀的超临界CO2对冲式锅炉炉体结构，
包括锅炉炉膛1，
锅炉炉膛1前墙2和后墙3上分别沿锅炉炉膛1高度方向间隔交替布设有多
个低功率燃烧器组4和多个混合燃烧器组5，
前墙2和后墙3上的的燃烧器组关于锅炉炉膛1
的轴线对称设置。锅炉炉膛 1前墙2和后墙3的下部设有燃烧区，
燃烧区是指前墙2和后墙3
的下部的平面区域，
多个低功率燃烧器组4和多个混合燃烧器组5沿锅炉炉膛1高度方向间
隔交替安装在锅炉炉膛1的外壁上并与锅炉炉膛1的内部连通。本发明通过在每个燃烧区沿
锅炉炉膛1高度方向间隔交替设置多个低功率燃烧器组4和多个混合燃烧器组5，
设计巧妙，
使得锅炉炉膛1的燃烧区沿高度方向热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传统锅炉燃烧区沿其
高度方向热负荷逐渐递增和燃烧区同一高度从两边向中心热负荷逐渐递增的问题，
避免了
锅炉炉膛1热负荷不均匀造成锅炉侧壁受热超温的现象，
极大地延长了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保证了锅炉安全经济的运行。
[0036] 本发明中，
混合燃烧器组5包括多个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低功率燃烧器7，
燃烧器
优先采用旋流燃烧器或对冲式燃烧器，
多个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低功率燃烧器7沿水平方
向间隔布设在前墙2或后墙3上，
设计巧妙，
确保锅炉炉膛1沿水平方向的炉膛侧壁热负荷分
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1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的问题。另外，
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燃烧器7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能想到的方式安装在锅炉炉
膛1的侧壁上，
例如螺栓安装或焊接。
[0037] 需要说明的是，
本申请中所说的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燃烧器7均采用现有技
术，
百度百科上即可查找；
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燃烧器7分别设置在锅炉炉膛1的外壁上
并与锅炉炉膛1的内部连通，
锅炉炉膛1的侧壁上设有与燃烧器供喷嘴穿过的通孔，
燃烧器
的喷嘴延伸至锅炉炉膛1内。高功率燃烧器6的功率范围为40-60MW，
低功率燃烧器7的功率
范围为 20-40MW，
燃烧器的具体数量和功率需根据实际需求进行设计。
[0038] 实施例1
[0039] 如图2所示，
本实施例中，
前墙2或后墙3上的多个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低功率燃
烧器7两两间隔交替设置。这种设计结构巧妙，
能够确保锅炉炉膛1燃烧区水平方向的炉膛
侧壁热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 1燃烧区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
渐递增的问题，
延长锅炉侧壁上相应位置的冷却壁的使用寿命。另外，
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
功率燃烧器7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能想到的方式安装在锅炉炉膛1的侧壁上，
例如螺
栓安装或焊接。
[0040] 实施例2
[0041] 如图3所示，
本实施例中，
前墙2或后墙3上的多个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低功率燃
烧器7，
每隔一个高功率燃烧器6设有两个低功率燃烧器7；
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燃烧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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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能想到的方式安装在锅炉炉膛1的侧壁上，
例如螺栓安装或焊
接。这种设计结构巧妙，
能够确保锅炉炉膛1燃烧区水平方向的炉膛侧壁热负荷分布均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1燃烧区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的问题，
延长锅
炉侧壁上相应位置的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42] 实施例3
[0043] 如图4所示，
本实施例中，
前墙2或后墙3上的多个高功率燃烧器6和多个低功率燃
烧器7每隔一个低功率燃烧器7间隔设有两个高功率燃烧器6。
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燃烧
器7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能想到的方式安装在锅炉炉膛1的侧壁上，
例如螺栓安装或
焊接。这种设计结构巧妙，
能够确保锅炉炉膛1燃烧区水平方向的炉膛侧壁热负荷分布均
匀，
有效的解决了锅炉炉膛1燃烧区水平方向上从两边向中间热负荷逐渐递增的问题，
延长
锅炉侧壁上相应位置的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44] 本发明中，
锅炉炉膛1为方形筒体结构，
还包括左墙8和右墙9，
靠近锅炉炉膛左墙8
和右墙9的位置布设的是高功率燃烧器6，
确保锅炉炉膛1 左墙8和右墙9上的热负荷与锅炉
炉膛1中心的热负荷相同。
[0045] 本发明中，
锅炉炉膛1的左墙8和右墙9上分别设有多个与混合燃烧器组5一一对应
的侧墙贴壁风口10，
侧墙贴壁风口10与锅炉炉膛1一体成型；
左墙8和右墙9上位于同一高度
的侧墙贴壁风口10对称设置。
实际应用时，
每个侧墙贴壁风口10通过管道与风机二12连通，
为锅炉炉膛1提供足够的空气，
确保燃烧的效率。
[0046] 本发明中，
低功率燃烧器组4包括多个低功率燃烧器7，
多个低功率燃烧器7位于一
高度，
方便安装，
成本较低。另外，
低功率燃烧器7通过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能想到的方式
安装在锅炉炉膛1的侧壁上，
例如螺栓安装或焊接。
[0047] 本发明中，
低功率燃烧器组4和混合燃烧器组5的总数量为3-8组，
高功率燃烧器6
总负荷占混合燃烧器组5总负荷的60-80％，
低功率燃烧器7 负荷占混合燃烧器组5总负荷
的20-40％，
根据锅炉炉膛1尺寸对燃烧器组的数量以及位置进行合理设计，
确保锅炉炉膛1
燃烧区沿其高度方向的热负荷分布均匀，
避免锅炉炉膛1的侧壁局部区域超温而影响其上
冷却壁的使用寿命。
[0048]
另外，
锅炉房内还包括风机一11、
风机二12和磨煤机13，
在低功率燃烧器组4中，
每
一个低功率燃烧器7分别通过管道与磨煤机13连通和风机二12连通，
低功率燃烧器7与风机
二12之间的管道上沿风向依次间隔设有风门14和电动阀门15，
此处的风门14和电动阀门15
分别实现二次风分量的粗略和精准控制；
低功率燃烧器7与磨煤机13之间的管道上沿煤粉
输送方向依次间隔设有风门14和电动阀门15，
风门14和电动阀门15分别实现管道上煤粉量
的粗略和精准控制；
风机一11与低功率燃烧器7和磨煤机13 之间的管道连通，
磨煤机13中
的煤粉随风机一11产生的一次风进入低功率燃烧器7内进行燃烧，
风机二12向低功率燃烧
器7内鼓入二次风，
提高煤粉在低功率燃烧器7内燃烧的效率。
[0049] 在混合燃烧器组5中，
磨煤机13的出煤口通过管道分别与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
燃烧器7连通，
风机一11与磨煤机13的出煤口连通以便将煤粉分别送至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
功率燃烧器7，
风机一11与低功率燃烧器7 以及风机一11与高功率燃烧器6之间的管道上沿
煤粉输送方向依次设有风门14和电动阀门15，
实现煤粉输送量的精准控制。风机二12为二
次风机，
分别与侧墙贴壁风口10、
高功率燃烧器6和低功率燃烧器7连通，
风机二 12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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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燃烧器提供氧气以提高煤粉的燃烧效率，
另一方面往侧墙贴壁风口10内鼓风，
确保锅炉
炉膛左墙8与右墙9的热负荷分布均匀，
以及防止锅炉炉膛1侧墙结焦；
风机二12与锅炉炉膛
1的内部之间、风机二12与高功率燃烧器6之间以及风机二12与低功率燃烧器7之间的管道
上沿风向依次设有风门14和电动阀门15。
[0050] 需要说明的是，
本发明所涉及到的风机(型号Y5-47)、
磨煤机(型号 3R1510)、
电动
阀门(型号Q941F-16P)和风门(型号DN150)均采用现有技术，
并且上述各个部件与控制器
(型号TC-SCR)电连接，
控制器与各个部件之间的控制电路为现有技术。
[005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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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