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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

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包括燃烧器外二次风套筒

外围由预燃室壳体围成的预燃室，预燃室壳体外

侧套有三次风套筒，预燃室壳体末端外缘沿预燃

室出口轴线周向对称开设有三次风喷口。本发明

作为燃气燃烧器投用时，从燃气预混喷口喷出的

燃气围绕燃气套筒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

混通道内和燃气助燃空气快速混合，有效降低

NOx生成量。当作为煤粉燃烧器投用时，一次风粉

混合物在预燃室快速释放挥发分，预燃室壳体末

端外缘开设的三次风喷口使三次风形成高速射

流，并围绕预燃室出口轴线形成旋转射流，从射

流边界卷吸大量高温烟气回流，进入炉膛的气粉

混合物在MILD燃烧条件下进行燃烧，NOx生成量

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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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预燃室(11)，预燃室(11)由预燃室壳体(10)围成，并连接在外二次风套筒(7)的外围；

预燃室(11)入口处由内至外依次套装有燃气套筒(22)、空气分流套筒(15)、燃气助燃空气

套筒(2)、一次风套筒(4)、耐火水泥隔离带(5)、内二次风套筒(21)和外二次风套筒(7)；

预燃室壳体(10)，预燃室壳体(10)的外侧套有三次风套筒(9)，末端外缘沿预燃室(11)

出口轴线周向对称开设有若干三次风喷口(12)；

燃气套筒(22)，燃气套筒(22)设置有若干燃气预混喷口(16)和若干燃气非预混喷口

(13)；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嵌于空气分流套筒(15)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形成的环形

通道内；燃气预混喷口(16)至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出口之间的环形通道为燃气预混通道

(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内

二次风套筒(21)出口处设置有内二次风扩口(18)；外二次风套筒(7)出口处设置有外二次

风轴向旋流叶片(19)。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

燃气套筒(22)沿其轴线周向设置有8个燃气预混喷口(16)，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相对于

燃气套筒(22)的周向定位角为η，30°≤η≤60°，使喷出的燃气围绕燃气套筒(22)轴线形成

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14)内和燃气助燃空气混合。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

空气分流套筒(15)将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内的空气流分流为内外侧两股；内侧空气通流

截面与燃气助燃空气通流截面当量直径之比为0.3～0.5，内侧空气流在燃气套筒(22)与空

气分流套筒(1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以直流形式流动；空气分流套筒(15)与燃气助燃空气套

筒(2)之间形成与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相交替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24)；外侧

空气流在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24)内流动，围绕燃气套筒(22)轴线形成旋转射流，

在燃气预混通道(14)内和燃气混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

燃气套筒(22)沿其轴线周向设置有8个燃气非预混喷口(13)，燃气非预混喷口(13)位于燃

气套筒(22)头部倾斜端面，燃气呈扩散状从燃气非预混喷口(13)喷出，扩散角为30°～45°，

在预燃室(11)内和助燃空气进行非预混燃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预

燃室壳体(10)末端外缘沿预燃室(11)出口轴线周向对称开设有8个三次风喷口(12)，三次

风喷口(12)的周向定位角为30°～45°，使喷出的三次风围绕预燃室(11)出口轴线形成高速

旋转射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一

次风套筒(4)出口处设置有一次风扩口(1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一

次风套筒(4)侧面开设有一次风入口(3)；内二次风套筒(21)侧面开设有内二次风入口(6)；

外二次风套筒(7)侧面开设有外二次风入口(20)；三次风套筒(9)侧面开设有三次风入口

(8)。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其特征在于，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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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套筒(22)侧面开设有燃气入口(23)；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侧面开设有燃气助燃空气入

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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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热能与动力工程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旋流燃烧器，具体涉及一种空气

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用于增强燃烧器对燃料种类的适应性、提高燃料燃

烧的稳定性和降低燃料燃烧过程中NOx生成。

【背景技术】

[0002] 当下，化石能源是能源的主体消费形式，化石能源在未来很长时期内依然是最主

要的能源消费形式，同时，天然气消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稳步提高。

[0003] 化石燃料燃烧是氮氧化物(NOx)的主要来源，NOx是光化学烟雾产生的主要成因，同

时也是形成酸雨的主要因素，严重危害大气环境与人体健康。并且，研究结果显示NOx也是

大气PM2.5颗粒的重要来源，是造成雾霾天气的主要元凶之一。

[0004] MILD(Moderate  or  Intense  Low  Oxygen  Dillution)燃烧技术可以有效控制NOx

生成，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发展。MILD燃烧技术的燃料适应性强，能广泛应用于固、液、气态

燃料；该种燃烧方式形成的火焰呈弥散状，燃烧区域大，峰值温度低，热流分布均匀，靠近燃

烧器区域的氧气浓度显著低于传统燃烧方式，在抑制NOx生成的同时，可以保证较高的燃烧

效率。通过燃烧器的合理组织，将MILD燃烧技术应用到天然气和煤粉的燃烧中，降低NOx原

始排放。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增强燃烧器对

燃料种类的适应性、提高燃料燃烧稳定性和降低燃料燃烧过程中NOx生成的空气分流自旋

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该燃烧器可根据燃用燃料的种类来切换燃烧组织方式，以分

别适应天然气和煤粉的燃烧条件，实现燃烧器燃料种类适应性强的要求。同时，通过燃烧器

的合理组织，将MILD燃烧技术应用到天然气和煤粉的燃烧中，降低NOx原始排放。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包括：

[0008] 预燃室，预燃室由预燃室壳体围成，并连接在外二次风套筒的外围；预燃室入口处

由内至外依次套装有燃气套筒、空气分流套筒、燃气助燃空气套筒、一次风套筒、耐火水泥

隔离带、内二次风套筒和外二次风套筒；

[0009] 预燃室壳体，预燃室壳体的外侧套有三次风套筒，末端外缘沿预燃室出口轴线周

向对称开设有若干三次风喷口；

[0010] 燃气套筒，燃气套筒设置有若干燃气预混喷口和若干燃气非预混喷口；燃气预混

喷口管道嵌于空气分流套筒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形成的环形通道内；燃气预混喷口至燃气

助燃空气套筒出口之间的环形通道为燃气预混通道。

[0011] 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在于：

[0012] 内二次风套筒出口处设置有内二次风扩口；外二次风套筒出口处设置有外二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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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向旋流叶片。

[0013] 燃气套筒沿其轴线周向设置有8个燃气预混喷口，燃气预混喷口管道相对于燃气

套筒的周向定位角为η，30°≤η≤60°，使喷出的燃气围绕燃气套筒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

气预混通道内和燃气助燃空气混合。

[0014] 空气分流套筒将燃气助燃空气套筒内的空气流分流为内外侧两股；内侧空气通流

截面与燃气助燃空气通流截面当量直径之比为0.3～0.5，内侧空气流在燃气套筒与空气分

流套筒之间的环形通道内以直流形式流动；空气分流套筒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之间形成与

燃气预混喷口管道相交替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外侧空气流在燃气助燃空气轴向

旋流通道内流动，围绕燃气套筒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内和燃气混合。

[0015] 燃气套筒沿其轴线周向设置有8个燃气非预混喷口，燃气非预混喷口位于燃气套

筒头部倾斜端面，燃气呈扩散状从燃气非预混喷口喷出，扩散角为30°～45°，在预燃室内和

助燃空气进行非预混燃烧。

[0016] 预燃室壳体末端外缘沿预燃室出口轴线周向对称开设有8个三次风喷口，三次风

喷口的周向定位角为30°～45°，使喷出的三次风围绕预燃室出口轴线形成高速旋转射流。

[0017] 一次风套筒出口处设置有一次风扩口。

[0018] 一次风套筒侧面开设有一次风入口；内二次风套筒侧面开设有内二次风入口；外

二次风套筒侧面开设有外二次风入口；三次风套筒侧面开设有三次风入口。

[0019] 燃气套筒侧面开设有燃气入口；燃气助燃空气套筒侧面开设有燃气助燃空气入

口。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当作为燃气燃烧器投用时，关闭一次风通道和三次风通道；燃气预混喷口

使喷出的燃气围绕燃气套筒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内和燃气助燃空气快速混

合；从燃气非预混喷口喷出的燃气在预燃室内和助燃空气进行非预混燃烧；内二次风为高

速直流射流(65～100m/s)，外二次风为高速旋转射流(65～100m/s)，内、外二次风从射流边

界卷吸大量高温烟气回流，使预燃室和主燃区呈现还原性气氛，燃气受到强烈的扰动与空

气以及烟气在炉膛内弥散混合，在MILD燃烧条件下进行燃烧，有效降低NOx生成量。当作为

煤粉燃烧器投用时，关闭燃气通道和燃气助燃空气通道；一次风粉混合物通过蜗壳导流以

旋转射流方式进入预燃室快速释放挥发分，内二次风适当补充氧气使挥发分部分燃烧提高

煤粉着火稳定性，随后进入炉膛的煤粉颗粒在自身旋转射流连同外二次风以及三次风的旋

转射流带动下，在炉膛内部弥散分布；同时，预燃室壳体末端外缘开设的三次风喷口使三次

风形成高速射流(65～100m/s)，并围绕预燃室出口轴线形成旋转射流，从射流边界卷吸大

量高温烟气回流，使得煤粉主燃区呈现还原性气氛，进入炉膛的气粉混合物在MILD燃烧条

件下进行燃烧，NOx生成量显著降低。

[0022] 进一步的，本发明空气分流套筒将燃气助燃空气套筒内的空气流分流为内外侧两

股；内侧空气通流截面与燃气助燃空气通流截面当量直径之比为0.3～0.5，内侧空气流在

燃气套筒与空气分流套筒之间的环形通道内以直流形式流动；由于燃气预混喷口管道嵌于

空气分流套筒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形成的环形通道内，且燃气预混喷口管道相对于燃气套

筒的周向定位角η的作用，从而在空气分流套筒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之间形成与燃气预混

喷口管道相交替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外侧空气流在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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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流动，围绕燃气套筒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内和燃气快速混合进行预混燃

烧，进一步降低NOx生成。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A-A方向的剖视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右视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燃气套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燃气预混喷口管道的局部剖视图。

[0028] 其中，1-燃气助燃空气入口；2-燃气助燃空气套筒；3-一次风入口；4-一次风套筒；

5-耐火水泥隔离带；6-内二次风入口；7-外二次风套筒；8-三次风入口；9-三次风套筒；10-

预燃室壳体；11-预燃室；12-三次风喷口；13-燃气非预混喷口；14-燃气预混通道；15-空气

分流套筒；16-燃气预混喷口；17-一次风扩口；18-内二次风扩口；19-外二次风轴向旋流叶

片；20-外二次风入口；21-内二次风套筒；22-燃气套筒；23-燃气入口；24-燃气助燃空气轴

向旋流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参见图1-5，本发明空气分流自旋部分预混双燃料低NOx燃烧器，包括燃烧器的外

二次风套筒7，外二次风套筒7的外围连接的由预燃室壳体10围成的预燃室11，预燃室11入

口处由内至外依次套装有燃气套筒22、空气分流套筒15、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一次风套筒

4、耐火水泥隔离带5、内二次风套筒21和外二次风套筒7。预燃室壳体10外侧套有三次风套

筒9，三次风套筒9侧面开设有三次风入口8；预燃室壳体10末端外缘沿预燃室11出口轴线周

向对称开设有8个三次风喷口12。

[0031] 燃气套筒22侧面开设有燃气入口23；燃气套筒22沿其轴线周向设置有8个燃气预

混喷口16，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相对于燃气套筒22的周向定位角为η，30°≤η≤60°；燃气预

混喷口16管道嵌于空气分流套筒15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形成的环形通道内；燃气预混喷

口16至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出口之间的环形通道为燃气预混通道14；同时，燃气套筒22沿其

轴线周向设置有8个燃气非预混喷口13，燃气非预混喷口13位于燃气套筒22头部倾斜端面，

燃气呈扩散状从燃气非预混喷口13喷出，扩散角为30°～45°。

[0032] 空气分流套筒15将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内的空气流分流为内外侧两股；内侧空气

通流截面与燃气助燃空气通流截面当量直径之比为0.3～0.5，内侧空气流在燃气套筒22与

空气分流套筒1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以直流形式流动；由于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嵌于空气分

流套筒15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形成的环形通道内，且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相对于燃气套

筒22的周向定位角η的作用，从而在空气分流套筒15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形成与燃气

预混喷口16管道相交替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24；外侧空气流在燃气助燃空气轴向

旋流通道24内流动，围绕燃气套筒22轴线形成旋转射流。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侧面开设有燃

气助燃空气入口1。

[0033] 一次风套筒4侧面开设有一次风入口3；一次风入口3将通过蜗壳形成旋流的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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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气的混合物送入一次风套筒4；煤粉和空气的混合物在一次风套筒4和燃气助燃空气套

筒2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在一次风套筒4出口形成旋转射流；一次风套筒4出口处设置有

一次风扩口17。

[0034] 内二次风套筒21与一次风套筒4之间设置有耐火水泥隔离带5，内二次风套筒21侧

面开设有内二次风入口6；内二次风套筒21出口处设置有内二次风扩口18。外二次风套筒7

侧面开设有外二次风入口20；外二次风套筒7出口处设置有外二次风轴向旋流叶片19。

[0035] 天然气在燃气套筒22内流动，由燃气预混喷口16和燃气非预混喷口13喷出；内侧

燃气助燃空气在燃气套筒22和空气分流套筒1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侧燃气助燃空气

在空气分流套筒15和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24内流动；煤

粉和空气的混合物由一次风入口3送入，并在一次风套筒4和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的环

形通道内流动；内二次风在内二次风套筒21和耐火水泥隔离带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

二次风在外二次风套筒7和内二次风套筒21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三次风在三次风套筒9

和预燃室壳体10外表面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

[0036] 本发明的原理：

[0037] 当作为燃气燃烧器投用时，本发明燃气预混喷口使喷出的燃气围绕燃气套筒轴线

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内和燃气助燃空气快速混合；从燃气非预混喷口喷出的燃

气在预燃室内和助燃空气进行非预混燃烧。空气分流套筒将燃气助燃空气套筒内的空气流

分流为内外侧两股；内侧空气通流截面与燃气助燃空气通流截面当量直径之比为0.3～

0.5，内侧空气流在燃气套筒与空气分流套筒之间的环形通道内以直流形式流动；由于燃气

预混喷口管道嵌于空气分流套筒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形成的环形通道内，且燃气预混喷口

管道相对于燃气套筒的周向定位角η的作用，从而在空气分流套筒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之

间形成与燃气预混喷口管道相交替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外侧空气流在燃气助燃

空气轴向旋流通道内流动，围绕燃气套筒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内和燃气快

速混合进行预混燃烧，降低NOx生成量。内二次风为高速直流射流(65～100m/s)，外二次风

为高速旋转射流(65～100m/s)，内、外二次风从射流边界卷吸大量高温烟气回流，使预燃室

和主燃区呈现还原性气氛，燃气受到强烈的扰动与空气以及烟气在炉膛内弥散混合，在

MILD燃烧条件下进行燃烧，有效降低NOx生成量。

[0038] 当作为煤粉燃烧器投用时，本发明利用一次风和外二次风的旋转射流在预燃室内

形成回流区，卷吸高温烟气回流对预燃室内的煤粉进行加热，煤粉在预燃室内受热快速分

解释放大量挥发分，挥发分部分燃烧，为预燃室提供热量。在过量空气系数小于1的还原性

气氛下，挥发分中的含氮化合物在预燃室内经过一系列反应被还原成N2，使得NOx生成量下

降。同时，回流进预燃室的高温烟气中氧气含量比较低，进一步降低了预燃室内的氧浓度，

抑制NOx生成。

[0039] 为了保证预燃室内的低氧环境，要求：

[0040] (一次风量(煤粉)+内二次风量+外二次风量)/煤粉燃烧所需理论计算总风量＜

0.6。

[0041] 也就是说预燃室内总的过量空气系数要小于0.6。

[0042] 本发明预燃室壳体末端外缘开设的三次风喷口使三次风形成高速射流(65～

100m/s)，并围绕预燃室出口轴线形成旋转射流，从射流边界卷吸大量高温烟气回流，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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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粉主燃区呈现还原性气氛；进入炉膛的煤粉颗粒在自身旋转射流连同外二次风以及三次

风的旋转射流带动下，在炉膛内部呈弥散分布，炉膛内的气粉混合物在MILD燃烧条件下进

行燃烧，NOx生成量显著降低。

[004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

[0044] 当作为燃气燃烧器投用时，关闭一次风通道和三次风通道。将燃气助燃空气、内二

次风和外二次风通过燃气助燃空气入口1、内二次风入口6和外二次风入口20送入，内侧燃

气助燃空气在燃气套筒22和空气分流套筒1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侧燃气助燃空气在

空气分流套筒15和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24内流动，内二

次风在内二次风套筒21和耐火水泥隔离带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二次风在外二次风

套筒7和内二次风套筒21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燃气助燃空气、内二次风和外二次风进入

预燃室11内，对预燃室11进行1分钟以上的吹扫。

[0045] 通过点火推进器将高能点火器和油枪或燃气枪送入到指定点火位置进行点火。将

燃气助燃空气、内二次风和外二次风通过燃气助燃空气入口1、内二次风入口6和外二次风

入口20送入，内侧燃气助燃空气在燃气套筒22和空气分流套筒1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

外侧燃气助燃空气在空气分流套筒15和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的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

通道24内流动，内二次风在内二次风套筒21和耐火水泥隔离带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

二次风在外二次风套筒7和内二次风套筒21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燃气助燃空气、内二次

风和外二次风进入预燃室11内。外二次风套筒7出口处设置有外二次风轴向旋流叶片19，外

二次风以旋转射流方式进入预燃室11。

[0046] 由燃气入口23送入天然气，天然气通过燃气套筒22由燃气预混喷口16和燃气非预

混喷口13喷出。燃气预混喷口16使喷出的燃气围绕燃气套筒22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

预混通道14内和燃气助燃空气快速混合；从燃气非预混喷口13喷出的燃气在预燃室11内和

助燃空气进行非预混燃烧。空气分流套筒15将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内的空气流分流为内外

侧两股；内侧空气流在燃气套筒22与空气分流套筒1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以直流形式流动；

由于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嵌于空气分流套筒15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形成的环形通道内，

且燃气预混喷口16管道相对于燃气套筒22的周向定位角η的作用，从而在空气分流套筒15

与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形成燃气助燃空气轴向旋流通道24；外侧空气流在燃气助燃空

气轴向旋流通道24内流动，围绕燃气套筒22轴线形成旋转射流，在燃气预混通道14内和燃

气快速混合进行预混燃烧，降低NOx生成量。在进入预燃室11后，燃气被油枪或燃气枪出口

产生的火焰点燃。内二次风为高速直流射流(65～100m/s)，外二次风为高速旋转射流(65～

100m/s)，内、外二次风从射流边界卷吸大量高温烟气回流，使预燃室11和主燃区呈现还原

性气氛，燃气受到强烈的扰动与空气以及烟气在炉膛内弥散混合，在MILD燃烧条件下进行

燃烧，有效降低NOx生成量。

[0047] 待预燃室11内燃气燃烧稳定后，通过点火推进器将高能点火器和油枪或燃气枪撤

回。同时红外火焰监测装置通过窥火装置实时监测燃烧火焰状态，当发生灭火时，发出警

报，并及时停止燃气的输入，重新执行吹扫和点火操作。

[0048] 当作为煤粉燃烧器投用时，关闭燃气通道和燃气助燃空气通道。将内二次风和外

二次风通过内二次风入口6和外二次风入口20送入，内二次风在内二次风套筒21和耐火水

泥隔离带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二次风在外二次风套筒7和内二次风套筒21之间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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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通道内流动，内、外二次风进入预燃室11内，对预燃室11进行1分钟以上的吹扫。

[0049] 通过点火推进器将高能点火器和油枪或燃气枪送入到指定点火位置进行点火。将

内二次风和外二次风通过内二次风入口6和外二次风入口20送入，内二次风在内二次风套

筒21和耐火水泥隔离带5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外二次风在外二次风套筒7和内二次风套

筒21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内、外二次风进入预燃室11内。外二次风套筒7出口处设置有

外二次风轴向旋流叶片19，外二次风以旋转射流方式进入预燃室11。

[0050] 由一次风入口3将通过蜗壳形成旋流的煤粉和空气的混合物送入一次风套筒4，煤

粉和空气的混合物在一次风套筒4和燃气助燃空气套筒2之间的环形通道内流动，在一次风

套筒4出口形成旋转射流。在进入预燃室11后，煤粉发生热解释放出挥发分，并被油枪或燃

气枪出口产生的火焰点燃。在一次风和二次风携带的氧气含量不充足的情况下，预燃室11

内呈现还原性气氛，煤粉热解产生的含氮化合物经过一系列反应被还原成N2，使得NOx生成

量有效降低。未燃烧的挥发分、高温烟气和煤粉颗粒形成的混合物在预燃室11后半段均匀

混合后进入炉膛燃烧。

[0051] 三次风通过三次风入口8送入，三次风在三次风套筒9和预燃室壳体10外表面之间

的环形通道内流动。预燃室壳体10末端外缘沿预燃室11出口轴线周向对称开设有8个三次

风喷口12，使三次风形成高速射流(65～100m/s)，并围绕预燃室11出口轴线形成旋转射流，

从射流边界卷吸大量高温烟气回流，使得煤粉主燃区呈现还原性气氛；进入炉膛的煤粉颗

粒在自身旋转射流连同外二次风以及三次风的旋转射流带动下，在炉膛内部呈弥散分布，

炉膛内的气粉混合物在MILD燃烧条件下进行燃烧，NOx生成量显著降低。

[0052] 待预燃室11内煤粉着火稳定后，通过点火推进器将高能点火器和油枪或燃气枪撤

回。同时红外火焰监测装置通过窥火装置实时监测燃烧火焰状态，当发生灭火时，发出警

报，并及时停止煤粉的输入，重新执行吹扫和点火操作。

[0053] 以上内容仅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思想，不能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是按

照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思想，在技术方案基础上所做的任何改动，均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

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10848692 A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0

CN 110848692 A

10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1

CN 110848692 A

11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2

CN 110848692 A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