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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

燃煤发电系统及运行方法，本发明采用内热源式

SCR脱硝催化单元，同时耦合高温储罐、低温储罐

构成的储热系统，使机组在全工况范围内SCR催

化剂工作温度可保持在300℃到400℃之间，确保

了SCR催化剂在全工况范围内具有高活性，提高

SCR脱硝效率。同时，高温储罐、低温储罐与汽轮

机回热系统高压加热器组耦合，可以在燃煤发电

系统需提升变负荷速率时，将储热能量迅速转化

为功率输出，提高机组爬坡速率。另外，高温储

罐、低温储罐内储存的热量部分来自于内热源式

SCR脱硝催化单元、部分来自于锅炉内置储热介

质加热器，通过燃煤锅炉各个负荷下热能的“削

峰填谷”可有效提高机组的运行灵活性，同时提

高机组的全工况运行锅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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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烟气流向依次布置

在锅炉(1)尾部烟道中的储热介质加热器(2)、省煤器(3)和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

所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冷储热介质下部端口通过二号储热介质泵(52)、一

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与低温储罐(42)一号接口相连，还通过三号储热介质泵(53)、二号

储热介质调节阀(62)与低温储罐(42)一号接口相连；所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热

储热介质上部端口与高温储罐(41)一号接口相连；

储热介质加热器(2)冷储热介质入口通过一号储热介质泵(51)与低温储罐(42)二号接

口相连，储热介质加热器(2)热储热介质出口与高温储罐(41)二号接口相连；

所述高温储罐(41)三号接口与储热给水加热器(43)储热介质入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

器(43)储热介质出口与低温储罐(42)三号接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给水入口通过二

号给水调节阀(72)与给水泵(9)出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给水出口与省煤器(3)给水

入口相连；省煤器(3)给水入口还通过一号给水调节阀(71)依次与汽轮机回热系统高压加

热器组(8)和给水泵(9)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内

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由相连接的催化加热单元(401)和催化单元(402)构成，所述催

化加热单元(401)由换热管束(403)与换热管束表面的催化剂涂层(404)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号储热介质泵(51)至四号储热介质泵(54)均为变频泵。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

统中的储热介质为导热油。

5.如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的运行方

法，其特征在于：通过调节二号储热介质泵(52)、三号储热介质泵(53)、一号储热介质调节

阀(61)和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工作温度，具体调

节方法为，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入口烟气温度：

1)若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入口烟气温度高于其最高工作温度，打开一号

储热介质调节阀(61)、关闭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关闭三号储热介质泵(53)、打开二号

储热介质泵(52)，调节二号储热介质泵(52)转速，利用低温储罐(42)中的冷储热介质冷却

烟气,并将加热后的热储热介质存储于高温储罐(41)中,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

(4)内部烟气温度至其工作温度区间；

2)若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入口烟气温度低于其最高工作温度，关闭一号

储热介质调节阀(61)，打开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打开三号储热介质泵(53)、关闭二号

储热介质泵(52)，调节三号储热介质泵(53)转速，利用高温储罐(41)中的热储热介质加热

烟气,并将冷却后的冷储热介质存储于低温储罐(42)中,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

(4)内部烟气温度至其工作温度区间；

计算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的储热容量，若储热容量不足，开启一号储热介质

泵(51)，在储热介质加热器(2)中加热储热介质；

当燃煤发电系统需要快速升负荷时，打开二号给水调节阀(72)，减小一号给水调节阀

(71)的开度，同时打开四号储热介质泵(54)，通过调节四号储热介质泵(54)转速及二号给

水调节阀(72)开度，调节燃煤发电系统功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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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的运行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工作温度区间为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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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及运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燃煤发电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及

运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来，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发展壮大，燃煤机组的发电和装机占比逐渐降低，

机组长期在低负荷工况运行已成为常态。此外，为充分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同时减小可再

生能源发电负荷波动对电网的冲击，燃煤机组频繁参与调峰变负荷任务。

[0003] SCR脱硝催化剂在300℃到400℃范围内有较高的活性、脱硝效率高。为使机组在全

工况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脱硝效率，需要确保SCR催化层温度与催化剂高效温度区具有相一

致性。锅炉尾部烟道出口烟气温度随负荷的降低而降低，当机组在低负荷运行时，烟气温度

逐渐接近SCR催化剂高活性范围内的边缘。为了使机组在低负荷时锅炉尾部烟道烟气温度，

可通过改变机组内部工质流向、减小受热面等措施；如采用省煤器旁路、增加0号加热器等

具体方法。除机组内部受热面重构的方法，调整机组各部分受热分布。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了一种高效清洁高变

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及运行方法，该系统可以在机组运行于不同区间时发挥内热源式

SCR脱硝催化单元的温度调节最优，从而维持SCR催化剂运行与脱硝催化剂活性最优运行区

间。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包括沿烟气流向依次布置在锅炉1尾

部烟道中的储热介质加热器2、省煤器3和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所述内热源式SCR脱

硝催化单元4冷储热介质下部端口通过二号储热介质泵52、一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与低温

储罐42一号接口相连，还通过三号储热介质泵53、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与低温储罐42一

号接口相连；所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热储热介质上部端口与高温储罐41一号接口

相连；储热介质加热器2冷储热介质入口通过一号储热介质泵51与低温储罐42二号接口相

连，储热介质加热器2热储热介质出口与高温储罐41二号接口相连；所述高温储罐41三号接

口与储热给水加热器43储热介质入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储热介质出口与低温储罐42

三号接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给水入口通过二号给水调节阀72与给水泵9出口相连；储

热给水加热器43给水出口与省煤器3给水入口相连；省煤器3给水入口还通过一号给水调节

阀71依次与汽轮机回热系统高压加热器组8和给水泵9相连。

[0007] 所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由相连接的催化加热单元401和催化单元402构

成，所述催化加热单元401由换热管束403与换热管束表面的催化剂涂层404构成。

[0008] 所述一号储热介质泵51至四号储热介质泵54均为变频泵。

[0009] 所述系统中的储热介质为导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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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的运行方法，通过调节二号储热

介质泵52、三号储热介质泵53、一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和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调节内热

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工作温度，具体调节方法为，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

入口烟气温度：

[0011] 1)若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入口烟气温度高于其最高工作温度，打开一

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关闭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关闭三号储热介质泵53、打开二号储热

介质泵52，调节二号储热介质泵52转速，利用低温储罐42中的冷储热介质冷却烟气,并将加

热后的热储热介质存储于高温储罐41中,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内部烟气温度至

其工作温度区间；

[0012] 2)若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入口烟气温度低于其最高工作温度，关闭一

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打开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打开三号储热介质泵53、关闭二号储热

介质泵52，调节三号储热介质泵53转速，利用高温储罐41中的热储热介质加热烟气,并将冷

却后的冷储热介质存储于低温储罐42中,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内部烟气温度至

其工作温度区间；

[0013] 计算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的储热容量，若储热容量不足，开启一号储热介质

泵51，在储热介质加热器2中加热储热介质；

[0014] 当燃煤发电系统需要快速升负荷时，打开二号给水调节阀72，减小一号给水调节

阀71的开度，同时打开四号储热介质泵54，通过调节四号储热介质泵54转速及二号给水调

节阀72开度，调节燃煤发电系统功率输出。

[0015] 所述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工作温度区间为300～400℃。

[0016] 和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具备如下优点：

[0017] (1)本发明可扩大SCR系统脱硝运行区间，可以实现全工况高效脱硝；

[0018] (2)本发明可以提高燃煤发电机组的爬坡速率至2.5％额定负荷/分钟以上；

[0019] (3)本发明可提高燃煤锅炉的全工况运行效率，提高锅炉效率0.3％左右。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系统构成示意图。

[0021] 图2为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构成示意图。

[0022] 图3为催化加热单元示意图。

[0023] 图4为案例燃煤发电机组采用本发明SCR出口烟气温度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包括沿烟气流向依

次布置在锅炉1尾部烟道中的储热介质加热器2、省煤器3和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所

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冷储热介质下部端口通过二号储热介质泵52、一号储热介质

调节阀61与低温储罐42一号接口相连，还通过三号储热介质泵53、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

与低温储罐42一号接口相连；所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热储热介质上部端口与高温

储罐41一号接口相连；储热介质加热器2冷储热介质入口通过一号储热介质泵51与低温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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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42二号接口相连，储热介质加热器2热储热介质出口与高温储罐41二号接口相连；所述高

温储罐41三号接口与储热给水加热器43储热介质入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储热介质出

口与低温储罐42三号接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给水入口通过二号给水调节阀72与给水

泵9出口相连；储热给水加热器43给水出口与省煤器3给水入口相连；省煤器3给水入口还通

过一号给水调节阀71依次与汽轮机回热系统高压加热器组8和给水泵9相连。

[0026] 如图2和图3所示，作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

由相连接的催化加热单元401和催化单元402构成，所述催化加热单元401由换热管束403与

换热管束表面的催化剂涂层404构成。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一号储热介质泵51至四号储热介质泵54均为变

频泵，这样可以提高系统参数调节的准确性,保持系统运行于最优参数。

[0028]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系统中的储热介质为导热油，这样成本较低,同

时可以与各能量利用环节进行较好的温区匹配。

[0029]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高效清洁高变负荷速率燃煤发电系统的运行方法，通过调节二

号储热介质泵52、三号储热介质泵53、一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和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调

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工作温度，具体调节方法为，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

元4的入口烟气温度：

[0030] 1)若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入口烟气温度高于其最高工作温度，打开一

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关闭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关闭三号储热介质泵53、打开二号储热

介质泵52，调节二号储热介质泵52转速，利用低温储罐42中的冷储热介质冷却烟气,并将加

热后的热储热介质存储于高温储罐41中,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内部烟气温度至

其工作温度区间；

[0031] 2)若测量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入口烟气温度低于其最高工作温度，关闭一

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1，打开二号储热介质调节阀62，打开三号储热介质泵53、关闭二号储热

介质泵52，调节三号储热介质泵53转速，利用高温储罐41中的热储热介质加热烟气,并将冷

却后的冷储热介质存储于低温储罐42中,调节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内部烟气温度至

其工作温度区间；

[0032] 测量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的高温储热介质与低温储热介质的体积,通过高温

储罐41与低温储罐42的储热温差，计算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的储热容量，若储热容量

不足，开启一号储热介质泵51，在储热介质加热器2中加热储热介质；

[0033] 当燃煤发电系统需要快速升负荷时，打开二号给水调节阀72，减小一号给水调节

阀71的开度，同时打开四号储热介质泵54，通过调节四号储热介质泵54转速及二号给水调

节阀72开度，调节燃煤发电系统功率输出。

[0034] 所述SCR脱硝催化单元4的工作温度区间为300～400℃。

[0035] 本发明提出了通过集成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通过燃煤锅炉热量的“削峰填

谷”确保SCR催化层的温度在催化剂高活性范围内。采用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4)，同

时耦合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使机组在全工况范围内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催化

剂工作温度可保持在300℃到400℃之间，确保了SCR催化剂在全工况范围内具有高活性，提

高SCR脱硝效率。同时，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与汽轮机回热系统高压加热器组8耦合，可

以在机组需提升变负荷速率时，将储热能量迅速转化为功率输出，提高机组爬坡速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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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温储罐41和低温储罐42内储存的热量部分来自于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部分来

自于锅炉内置储热介质加热器，通过燃煤锅炉各个负荷下热能的“削峰填谷”可有效提高机

组的运行灵活性，同时提高机组的全工况运行锅炉效率。

[0036] 本发明系统可以在机组运行于不同区间时发挥内热源式SCR脱硝催化单元的温度

调节最优，从而维持SCR催化剂运行与脱硝催化剂活性最优运行区间。如图4所示，采用本发

明的系统及运行方法，在燃煤发电系统负荷率在0.5以下时，维持SCR出口烟气温度在31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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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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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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