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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

燃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燃料自下而上依次经

过第一欠氧燃烧区、第二还原燃烧区、第三燃尽

区进行燃烧；所述第一欠氧燃烧区的炉膛下部设

置有一次风入口，第二还原燃烧区的炉膛下部、

中部和上部分别设置有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

入口和上二次风入口，第三燃尽区的炉膛下部设

置有三次风入口。通过本发明可有效改善还原燃

烧区的还原氛围，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从而有

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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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燃料自下而上依

次经过第一欠氧燃烧区、第二还原燃烧区、第三燃尽区进行燃烧  ；

所述第一欠氧燃烧区的炉膛下部设置有一次风入口，第二还原燃烧区的炉膛下部、中

部和上部分别设置有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和上二次风入口，第三燃尽区的炉膛下

部设置有三次风入口；

在所述第一欠氧燃烧区，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0.75~  0.80，在所述第二还原燃烧区，

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0.90~  1.00，在所述第三燃尽区，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1.15~  1.20；

所述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和上二次风入口的风量比为10~20：10~20：30~40；

所述炉膛下部呈上大下小的圆台形，中部和上部为圆柱形，所述中二次风入口设在圆

台形炉膛和圆柱形炉膛的连接处；所述中二次风入口沿炉膛径向均匀设置有四组，每组中

二次风入口中穿设有射流喷嘴，所述射流喷嘴与气流主管的内侧相连，所述气流主管呈环

形围绕在炉膛外围，气流主管的外侧连接有气流导入管，所述气流导入管中段的内径小于

前段和后段的内径；所述射流喷嘴与炉膛切线呈30~45°的夹角；

所述上二次风入口向下倾斜设置，与水平面呈5~10°的夹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流导入

管前端与中二次风入风管相连，所述中二次风入风管穿过省煤器，所述中二次风入风管的

前端与风机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射流喷嘴

前端设置有射流帽盖，所述射流帽盖呈前大后小的圆台形，射流帽盖上设置有3个以上的出

气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二次风

入口鼓入的二次风由空气及烟囱回用的烟气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二次风

入口鼓入的二次风含氧浓度为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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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燃煤电厂锅炉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

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70%以上电量来自于火电厂，其中煤电占比92%，气电占比4%。燃煤电厂以煤炭

作为能源，将煤炭的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再通过透平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0003] 近年来，随着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新兴经济体的工

业化进程开启和加速，全球的资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压力日益突出，在能源需求总体增长的

同时，世界开始向低碳未来转型，能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高效清洁的低碳燃料的增速将超

过碳密集型燃料。特别是随着《巴黎协定》已经对煤炭发出警告，各国的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迫在眉睫。

[0004] 国内现有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由于煤种差异大以及风量配比调节不合理，导致很

多电厂的氮氧化物超出排放限值。有些电厂虽然采用了一二次风分级燃烧的方案，但由于

在还原燃烧区，燃料密集堆积，导致与燃料接触的进风区域仍然不利于氮氧化物的生成抑

制，无法在还原燃烧区形成良好的还原气氛围，这样为降低氮氧化物的含量，就需要另外安

装脱硝系统，导致企业的运行成本增加。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可有效改善还原燃烧区的还

原氛围，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从而有效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燃料自下而上依次经过第

一欠氧燃烧区、第二还原燃烧区、第三燃尽区进行燃烧  ；

[0008] 所述第一欠氧燃烧区的炉膛下部设置有一次风入口，第二还原燃烧区的炉膛下

部、中部和上部分别设置有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和上二次风入口，第三燃尽区的炉

膛下部设置有三次风入口；

[0009] 在所述第一欠氧燃烧区，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0.75~  0.80，在所述第二还原燃烧

区，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0 .90~  1 .00，在所述第三燃尽区，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1 .15~ 

1.20；

[0010] 所述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和上二次风入口的风量比为10~20：10~20：30~
40。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炉膛下部呈上大下小的圆台形，中部和上部为圆柱形，所述中二次

风入口设在圆台形炉膛和圆柱形炉膛的连接处。

[0012] 进一步的，所述上二次风入口向下倾斜设置，与水平面呈5~10°的夹角。

[0013] 进一步的，所述中二次风入口沿炉膛径向均匀设置有四组，每组中二次风入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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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设有射流喷嘴，所述射流喷嘴与气流主管的内侧相连，所述气流主管呈环形围绕在炉膛

外围，气流主管的外侧连接有气流导入管，所述气流导入管中段的内径小于前段和后段的

内径。

[0014] 更进一步的，所述射流喷嘴与炉膛切线呈30~45°的夹角。

[0015] 更进一步的，所述气流导入管前端与中二次风入风管相连，所述中二次风入风管

穿过省煤器，所述中二次风入风管的前端与风机相连。

[0016] 更进一步的，所述射流喷嘴前端设置有射流帽盖，所述射流帽盖呈前大后小的圆

台形，射流帽盖上设置有3个以上的出气孔。

[0017] 进一步的，所述中二次风入口鼓入的二次风由空气及烟囱回用的烟气组成。

[0018] 更进一步的，所述中二次风入口鼓入的二次风含氧浓度为3~10%。

[0019] 以上所述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将锅炉炉膛分为欠氧燃烧区、还原

燃烧区、第三燃尽区，在欠氧燃烧区，由于过量空气系数较低，燃烧温度较低，燃煤中析出的

N少量转化为NOx，在还原燃烧区，通过分开设置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和上二次风入

口，能在还原燃烧区形成旋流分层，控制还原燃烧区的燃料、NOx和温度分布的均匀性，扰动

燃料加速N2的生成，在燃尽区，通过提高过量空气系数，在三次风的作用下，使上位完成燃

烧的焦炭和挥发份充分燃烧，完成了燃煤的整个燃烧过程。

[0020] 通过本发明，在欠氧燃烧区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在还原燃烧区调整还原氛围，促

进N2的生成，降低氮氧化物的含量，整个燃烧过程与普通的一二次风分级燃烧相比，能使氮

氧化物降低28~35%，同时能减少安装脱硝系统的投入，减少锅炉内的结渣现象，具有较好的

推广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二次风入口处的截面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第一欠氧燃烧区1，第二还原燃烧区2，上二次风入口3，三次风入口4，第三燃

尽区5，中二次风入口6，下二次风入口7，一次风入口8，气流主管9，气流导入管10，射流喷嘴

11，射流帽盖12。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以下

实施例。

[0025] 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低氮燃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燃料自下而上依次经过第

一欠氧燃烧区1、第二还原燃烧区2、第三燃尽区5进行燃烧  。如图1所示，第一欠氧燃烧区1

的炉膛下部设置有一次风入口8，第二还原燃烧区2的炉膛下部、中部和上部分别设置有下

二次风入口7、中二次风入口6和上二次风入口3，第三燃尽区5的炉膛下部设置有三次风入

口4。在第一欠氧燃烧区1，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0.75~  0.80，在第二还原燃烧区2，过量空

气系数控制为  0.90~  1.00，在第三燃尽区5，过量空气系数控制为  1.15~  1.20。在第一欠

氧燃烧区1，由于过量空气系数较低，燃烧温度较低，燃煤中析出的N少量转化为NOx，即在第

一欠氧燃烧区1，通过氧气含量的控制抑制热力型NOx的生成；在第二还原燃烧区2，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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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置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和上二次风入口，由于下二次风入口、中二次风入口通

入的氧气较少，因此，燃料仍然在深度欠氧的氛围中进行不完全燃烧，且整个燃烧过程中，

通过一次风和二次风的作用，还能在还原燃烧区形成旋流分层，控制还原燃烧区的燃料、

NOx和温度分布的均匀性，扰动燃料使NOx被还原生成为N2，即在第二还原燃烧区2，通过改

善还原氛围促进NOx生成N2；在燃尽区，通过提高过量空气系数，在三次风的作用下，使上位

完成燃烧的焦炭和挥发份充分燃烧，完成了燃煤的整个燃烧过程。为防止在第二还原燃烧

区2出现底部缺氧的情况，下二次风入口7、中二次风入口6和上二次风入口3的风量比设置

为10~20：10~20：30~40。

[0026] 进一步的，燃煤锅炉的炉膛一般是下部呈上大下小的圆台形，中部和上部为圆柱

形，为更好的形成旋流，中二次风入口设在圆台形炉膛和圆柱形炉膛的连接处，如此一来，

旋流能更好形成环绕炉膛内壁的圆台状，减少锅炉内壁结焦的情况。

[0027] 为更好的在第二还原燃烧区2和第三燃尽区5之间形成分级，防止旋流抛出部分燃

烧颗粒至第三燃尽区5，上二次风入口3向下倾斜设置，与水平面呈5~10°的夹角。

[0028] 为促进旋流的形成，结合图2所示，中二次风入口6沿炉膛径向均匀设置有四组，每

组中二次风入口6可以根据情况设置1~3个中二次风入口6，沿炉膛高度方向排列；每组中二

次风入口6中穿设有射流喷嘴11，射流喷嘴11与气流主管9的内侧相连，气流主管9呈环形围

绕在炉膛外围，气流主管9的外侧连接有气流导入管10，气流导入管10中段的内径小于前段

和后段的内径，中二次风在气流导入管10的中段收缩，进而产生压力差，然后由炉膛内部产

生吸力，使中二次风从射流喷嘴11中喷出，以形成第二还原燃烧区2中部的射流，提高还原

燃烧区的燃料、NOx和温度分布的均匀性，形成良好的还原氛围。一般来说，射流喷嘴11与炉

膛切线呈30~45°的夹角，更容易形成环形旋流。当然，中二次风也经过加热再进入到锅炉

中，气流导入管10前端与中二次风入风管相连，中二次风入风管穿过省煤器，中二次风入风

管的前端与风机相连。

[0029] 为对各个方向的燃料形成冲击，射流喷嘴11前端设置有射流帽盖12，射流帽盖12

呈前大后小的圆台形，射流帽盖12上设置有3个以上的出气孔。

[0030] 为控制第二还原燃烧区2的含氧量，同时降低成本，中二次风入口6鼓入的二次风

由空气及烟囱回用的烟气组成。控制中二次风入口6鼓入的二次风含氧浓度为3~10%。

[0031] 通过本实施例的低氮燃烧方法，整个燃烧过程与普通的一二次风分级燃烧相比，

能使氮氧化物降低28~35%，同时能减少安装脱硝系统的投入，减少锅炉内的结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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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08413385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