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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

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分别在机

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情况下，进行燃烧器拉杆位

置优化测试，得出机组不同负荷下的最佳燃烧器

拉杆位置；S2、在所述步骤S1的基础上，针对常用

煤种进行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得出管壁温度控

制最佳的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S3、针对目标煤

种的不同掺配比例，进行配煤方式优化测试，得

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配煤方式。本发明的对冲

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为同类型

机组管壁温度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能有效地控

制超温爆管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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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分别在机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情况下，进行燃烧器拉杆位置优化测试，得出机组不

同负荷下的最佳燃烧器拉杆位置；

S2、在所述步骤S2的基础上，针对常用煤种进行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得出管壁温度控

制最佳的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

S3、针对目标煤种的不同掺配比例，进行配煤方式优化测试，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

配煤方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机组

配套设有SIS系统，所述步骤S1燃烧器拉杆优化测试的具体步骤包括：

步骤S11、机组SIS系统采集多处管壁温度；

步骤S12、进行省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测试；

步骤S13、采取旋流燃烧器调试法针对所述步骤S11采集的管壁温度和所述步骤S12省

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最佳的燃烧器拉杆位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S11中SIS系统采集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管壁温度。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13中旋流燃烧器调试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S131、选择燃用煤种，依次对燃烧器内外二次风拉杆进行单个调整，然后进行步骤

S132；

S132、在步骤S131调整单个燃烧器内外二次风拉杆的基础上，绘制出不同燃烧器拉杆

位置的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

成分分布图；

S133、重复进行所述步骤S131和步骤S132，直至所有的燃烧器拉杆位置调整完毕；

S134、分析所述步骤S131至步骤133中所得出的多个燃烧器拉杆位置调整时对应的管

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找出对管壁温度和炉内燃烧影响最大的几只燃烧器，得

出最佳的燃烧器拉杆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2中通过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获得不同磨煤机组合方式下的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

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最终得出管壁温度控制

最佳的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S3中通过配煤方式优化测试获得不同煤种时，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

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最终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配煤方

式。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所述的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燃烧器拉杆位置优化测试包括燃尽风喷口配风优化测试。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9631009 A

2



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锅炉调试领域，特别是一种针对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机组参数的逐步提高，机组在中高负荷下的管壁超温爆管和炉内高温腐蚀问

题尤其突出，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针对受热面爆管的材料分析的研究表明，爆管除了

与管材本身性能和焊接工艺有关外，管壁超温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因此，加强管壁温度的

监测尤为重要，几大锅炉厂均采取了增加在线温度测点的方式全面掌握壁温分布和超温情

况，或改进温度检测方法，如发明申请一种锅炉内温度场分布的检测方法(公开号

CN107389220A)；此外，研发长寿命、抗烟气干扰的壁温测量装置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0003] 与此同时，炉内高温腐蚀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东方锅炉厂有限公司生产的百万等

级的锅炉燃烧方式均为前后墙对冲方式，通过燃烧器配风方式的调整能解决中高负荷下烟

气中CO含量高的问题，进而缓解了炉内高温腐蚀。但管壁超温的问题将更加凸显，尤其是低

负荷运行时。目前，国内针对该类型机组管壁温度的优化调整方法的研究尚属空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了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要解决现有

技术中高负荷下烟气中CO含量高、以及低负荷下容易发生管壁超温的问题，填补目前对该

类机组管壁温度的优化调整方法的空白。

[0005]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分别在机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情况下，进行燃烧器拉杆位置优化测试，得出机

组不同负荷下的最佳燃烧器拉杆位置；

[0008] S2、在所述步骤S2的基础上，针对常用煤种进行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得出管壁温

度控制最佳的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

[0009] S3、针对目标煤种的不同掺配比例，进行配煤方式优化测试，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

佳的配煤方式。

[0010]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机组配套设有SIS系统，所述步骤S1燃烧器拉杆优化测试的具

体步骤包括：

[0011] 步骤S11、机组SIS系统采集多处管壁温度；

[0012] 步骤S12、进行省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测试；

[0013] 步骤S13、采取旋流燃烧器调试法针对所述步骤S11采集的管壁温度和所述步骤

S12省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最佳的燃烧器拉杆位置。

[0014]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步骤S11中SIS系统采集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

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管壁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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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步骤S13中旋流燃烧器调试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6] S131、选择燃用煤种，依次对燃烧器内外二次风拉杆进行单个调整，然后进行步骤

S132；

[0017] S132、在步骤S131调整单个燃烧器内外二次风拉杆的基础上，绘制出不同燃烧器

拉杆位置的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

烟气成分分布图，以确定燃烧器拉杆位置对管壁温度和烟气成分分布的影响；

[0018] S133、重复进行所述步骤S131和步骤S132，直至所有的燃烧器拉杆位置调整完毕；

[0019] S134、分析所述步骤S131至步骤133中所得出的多个燃烧器拉杆位置调整时对应

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找出对管壁温度和炉内燃烧影响最大的几只燃烧

器，得出最佳的燃烧器拉杆位置。

[0020]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步骤S2中通过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获得不同磨煤机组合方式

下的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

分分布图，最终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

[0021]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步骤S3中通过配煤方式优化测试获得不同煤种时，水冷壁、屏

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最终

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配煤方式。

[0022]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燃烧器拉杆位置优化测试包括燃尽风喷口配风优化测

试。

[0023]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针对机组在高、中、

低不同负荷点，通过燃烧器拉杆位置优化测试、常用煤种进行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和配煤

方式优化测试，最终得出各自对管壁温度控制的最佳状态。本发明的管壁温度优化调试方

法解决了机组在高负荷下烟气中CO含量高以及低负荷下容易发生管壁超温的问题，能有效

地控制超温爆管问题的发生，为同类型机组管壁温度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现阐述本发明的选定实施例，本领域技术人员应了解到，本发明实施例的说明仅

是示例性的，并不是为了限制本发明的方案。

[0026] 本发明的核心是提供一种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该方法是通

过高、中、低三个负荷点，采用机组配套的SIS系统采集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

高温再热器等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并辅以省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测试，分析煤种、燃烧

器(燃尽风)拉杆位置以及磨煤机组合方式等主要因素对炉内燃烧和管壁温度的影响,完成

对冲燃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过程。

[0027] 本发明对冲燃煤锅炉机组配套设有SIS系统，参见附图1所示的流程框图，对冲燃

煤锅炉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8] S1、分别在机组高、中、低三个负荷情况下，进行燃烧器拉杆位置优化测试(包括燃

尽风喷口配风优化测试)，得出机组不同负荷下的最佳燃烧器拉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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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S2、在步骤S2的基础上，针对常用煤种进行磨煤机组合优化测试，获得不同磨煤机

组合方式下的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

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最终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

[0030] S3、针对目标煤种的不同掺配比例，进行配煤方式优化测试，获得不同煤种时，水

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和烟气成分分布

图，最终得出管壁温度控制最佳的配煤方式。

[0031] 其中，步骤S1燃烧器拉杆优化测试的具体步骤包括：

[0032] 步骤S11、机组SIS系统采集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的受热

面管壁温度；管壁温度的采集根据现场温度测点的安装情况而定，尽可能多收集，原则是全

采集，用于分析同屏热偏差和屏间热偏差。

[0033] 步骤S12、进行省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测试；

[0034] 步骤S13、采取旋流燃烧器调试法针对步骤S11采集的管壁温度和步骤S12省煤器

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得出最佳的燃烧器拉杆位置；

[0035] 其中，步骤S13中管壁温度和省煤器出口截面烟气成分的分布情况的分析采取旋

流燃烧器调试法(简称为SBT)进行，详细实施思路为：首先，选择1-2个常见燃用煤种，采取

SBT调试法对燃烧器(燃尽风)内外二次风拉杆逐只进行调整，观察燃烧器(燃尽风)拉杆位

置对管壁温度和烟气成分分布(主要是针对高负荷)的影响；然后，绘制出不同燃烧器(燃尽

风)拉杆位置的水冷壁、屏式过热器、高温过热器和高温再热器等受热面的管壁温度分布图

和烟气成分分布图；最后，分析对管壁温度和炉内燃烧影响最大的几只燃烧器，兼顾二者的

情况下，得出最佳的燃烧器(燃尽风)拉杆位置。应指出，燃烧器(燃尽风)拉杆位置的变化对

管壁温度和炉内燃烧的影响是对立的，因此最佳燃烧器(燃尽风)拉杆位置在不同的负荷下

应是有所区别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燃烧器和燃尽风由于布置位置的差异，对不同

受热面管壁温度的影响特性也有所差异。

[0036] 实验例

[0037] 某电厂百万机组对冲燃烧方式机组运行中存在如下问题：

[0038] 1)1000MW负荷工况下，省煤器出口截面存在单侧局部区域明显缺氧，导致侧墙局

部区域CO浓度高，最高值达6380μL/L，对安全运行和锅炉热效率都有不利影响；

[0039] 2)低负荷、三台磨组合方式运行时存在偏烧和部分屏式过热器壁温高的问题，具

体为ABF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下，屏式过热器第15、17、18片屏壁温偏高，A侧燃烧整体偏强，

易出现氧量偏低；AEF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下，屏式过热器第7、8、9片屏壁温偏高，B侧燃烧

整体偏强，易出现氧量偏低，其中9片屏12号管壁温最高值为616.3℃，容易发生管壁超温。

[0040] 鉴于此，采取了上述高低负荷下主燃烧器区域区别配风的思路。优化前后的燃烧

器(含燃尽风)拉杆位置如表1～表7所示。

[0041] 表1高负荷下主燃烧器外二次风拉杆位置汇总

[0042]

[0043] 注：1)#1～#8为锅炉A侧往B侧方向。2)最大刻度100％，挡板开大为风量增大、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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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方向；关小为风量减小、旋流增强方向。

[0044] 表2低负荷下主燃烧器外二次风拉杆位置汇总

[0045]

[0046] 表3主燃烧器内二次风拉杆位置汇总

[0047]

[0048] 注：1)#1～#8为锅炉A侧往B侧方向。2)最大刻度90°，刻度往大旋转为风量增大、旋

流增强方向；往小旋转为风量减小、旋流减弱方向。

[0049] 表4燃尽风外二次拉杆位置汇总

[0050]

[0051] 注：1)#1～#8前/后墙均为锅炉A侧往B侧方向。2)最大刻度400mm，往外拉风量增

加；往里推风量减少。

[0052] 表5燃尽风内二次风拉杆位置汇总

[0053]

[0054]

[0055] 注：1)#1～#8前/后墙均为锅炉A侧往B侧方向。2)最大刻度400mm，往外拉风量减

小；往里推风量增加。

[0056] 表6高负荷下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汇总

[0057]

[0058] 表7高负荷下配煤方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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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通过对燃烧器(含燃尽风)拉杆、磨煤机组合运行和配煤方式优化的合理化配置，

在1000MW负荷下，侧墙局部区域CO排放浓度最高值降低至1071μL/L，平均值也由749μL/L降

低至192μL/L，降幅明显。在500MW负荷下、AEF磨煤机组合方式下，管壁温度最高点降低至

600.5℃，大大提高了管材的安全裕度。

[0061] 从上述实验例的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管壁温度整体优化调试方法对该电

厂百万机组对冲燃烧方式机组进行调试，相比调试前，机组在高负荷下的CO排放浓度显著

降低，在低负荷下的管壁温度最高值也显著降低，有效的解决了管壁超温爆管和炉内高温

腐蚀问题。

[0062]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申请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保护范围

的限制，尽管参照上述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所述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阅读本申请后依然可对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种种变更、修改或

等同替换，但以上变更、修改或等同替换，均在本申请的待授权或待批准之权利要求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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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9631009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