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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

火焰锅炉，本发明涉及一种锅炉，本发明为了进

一步降低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的

NOx排放量和飞灰可燃物含量。本发明W火焰锅炉

采用二次风完全偏置的旋流煤粉燃烧器，二次风

管相对于一次风管向远离炉膛中心一侧偏移，最

终内二次风管、外二次风管和一次风管的管壁接

触，形成二次风完全偏置，远离炉膛中心的内、外

二次风逐级引射并携带浓煤粉气流下射，实现第

一、二级分级燃烧，乏气、分级风和燃尽风喷口均

采用下倾布置，实现第三、四、五、六级分级燃烧，

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实现了多次引

射分级燃烧。本发明属于W火焰锅炉燃烧技术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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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它包括下炉膛(1)、上炉膛

(2)、前炉拱(3)、后炉拱(17)、N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N个后炉拱二次

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N个前乏气风喷口(10)、N个后乏气风喷口(13)、N个前分级风

喷口(11)和N个后分级风喷口(12)，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2N组前燃尽风喷口(15)和2N组后

燃尽风喷口(16)；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包括前一次风管(5)、前内二次风

管(6)和前外二次风管(7)，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包括后一次风管(8)、后

内二次风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上炉膛(2)、下炉膛(1)、前炉拱(3)和后炉拱(17)构成

炉膛，N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均布布置在前炉拱(3)上，N个后炉拱二次

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均布布置在后炉拱(17)上，且前炉拱(3)上的每个前炉拱二次

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与后炉拱(17)上的一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

燃烧器对应设置，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2)处分别由

上至下依次设有一个前乏气风喷口(10)和一个前分级风喷口(11)，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

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1)处分别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一个后乏气风喷口(13)和

一个后分级风喷口(12)，上炉膛(2)的前墙上均布设置有2N组前燃尽风喷口(15)，每个前炉

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对应设置有两组前燃尽风喷口(15)，两组前燃尽风

喷口(15)由上至下倾斜设置在上炉膛(2)的前墙上，上炉膛(2)的后墙上均布设置有2N组后

燃尽风喷口(16)，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对应设置有两组后燃尽

风喷口(16)，两组后燃尽风喷口(16)由上至下倾斜设置在上炉膛(2)的后墙上，前一次风管

(5)、前内二次风管(6)和前外二次风管(7)均垂直安装在前炉拱(3)上，前外二次风管(7)和

前内二次风管(6)由外向内依次套装在前一次风管(5)上，前一次风管(5)的外侧壁与前内

二次风管(6)的内侧壁贴合，前内二次风管(6)的外侧壁与前外二次风管(7)的内侧壁贴合，

前一次风管(5)靠近上炉膛(2)前墙设置，前外二次风管(7)远离上炉膛(2)前墙设置，后一

次风管(8)、后内二次风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均垂直安装在后炉拱(17)上，后内二次风

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由外向内依次套设在后一次风管(8)上，后一次风管(8)的外侧壁

与后内二次风管(9)的内侧壁贴合，后内二次风管(9)的外侧壁与后外二次风管(4)的内侧

壁贴合，后一次风管(8)靠近上炉膛(2)后墙设置，后外二次风管(4)远离上炉膛(2)后墙设

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其特征在

于：前乏气风喷口(10)向下倾斜设置，多个前乏气风喷口(10)的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

每个前乏气风喷口(10)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a，后乏气风喷口(13)向下倾斜设

置，多个后乏气风喷口(13)的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每个后乏气风喷口(13)的中心线

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b，a的数值与b的数值相等，b的取值范围为25°-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其特征在

于：前分级风喷口(11)向下倾斜设置，多个前分级风喷口(11)的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

每个前分级风喷口(11)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c，后分级风喷口(12)向下倾斜设

置，多个后分级风喷口(12)的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每个后分级风喷口(12)的中心线

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d，c的数值和d的数值相等，d的取值范围为25°-4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其特征在

于：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对应设置的两个前燃尽风喷口(15)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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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平行设置，且前燃尽风喷口(15)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e，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

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对应设置的两个后燃尽风喷口(16)的中心线平行设置，且后燃尽风

喷口(16)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f，e的数值与f的数值相等，e的取值范围为3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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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锅炉，具体涉及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

锅炉。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是一种专为燃用无烟煤、贫煤而设计的锅炉，

这种锅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0003] 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的拱上风占总风量的60％以上，煤粉燃烧初期氧化

性强，  NOx排放量高。NOx对动物和人体有致毒作用，是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之一，也是形成

大气中光化学烟雾的重要物质和破坏大气臭氧层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火电厂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W火焰锅炉NOx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为200mg/m3，由于W火焰锅炉炉

膛出口NOx排放量超高，仅靠尾部脱硝难以达到这一排放标准，迫切需要对采用旋流燃烧器

的W火焰锅炉的燃烧系统进行全新设计。

[0004] 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燃用低挥发分煤种，煤粉气流着火晚，主煤粉气流下

冲深度小，飞灰可燃物含量高，煤粉燃尽率低。飞灰可燃物含量高不仅造成锅炉不完全燃烧

损失增加，降低锅炉热效率，而且对锅炉的安全运行构成严重的威胁，易带来过热器结渣和

烟道二次燃烧、低温腐蚀和磨损等问题，使锅炉运行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受到影响。

[0005] 中国发明专利《多次引射分级燃烧的方法及实现该方法的W火焰锅炉装置》公开日

为  2010年9月15日、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申请日为2010年4月19日，提出采用缝隙式

直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的多次引射分级燃烧方法，一定程度上降低了NOx排放量和飞灰可

燃物含量，炉内结渣轻微。但是，由于没有燃尽风，在实际运行中NOx排放量仍高达1000mg/

m3，且飞灰可燃物含量仍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中国发明专利《旋流煤粉燃烧器一、二次风偏

心布置的W火焰锅炉》公开日为2016年5月4日、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申请日为2015年

12月28日，提出W火焰锅炉的旋流燃烧器的一、二次风管偏心布置的方法，实现二次风部分

偏置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NOx排放量和飞灰可燃物含量，防止下炉膛前后墙水冷壁结渣，但

是仅仅采用二次风部分偏置的旋流燃烧器，并未解决拱上和拱下的风量配比，拱上风量依

然占总风量的60％以上，未能完全显现出燃烧器的低NOx特性，实际运行中NOx排放量高达

950mg/m3，飞灰可燃物含量高达9％。为了进一步降低NOx生成量和飞灰可燃物含量，针对这

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多次引射分级燃烧的锅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进一步降低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的NOx排放量和飞灰可

燃物含量的问题，进而提供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

[0007]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它包括下炉膛、上炉膛、前炉拱和后炉

拱，它还包括N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N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

煤粉燃烧器、N个前乏气风喷口、N个后乏气风喷口、N个前分级风喷口、N个后分级风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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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组前燃尽风喷口和2N组后燃尽风喷口；上炉膛、下炉膛、前炉拱和后炉拱构成炉膛，  N个

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均布布置在前炉拱上，N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

旋流煤粉燃烧器均布布置在后炉拱上，且前炉拱上的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

燃烧器分别与后炉拱上的一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对应设置，每个前炉

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处分别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一个前乏气风喷

口和一个前分级风喷口，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处分别由

上至下依次设有一个后乏气风喷口和一个后分级风喷口，上炉膛的前墙上均布设置有  2N

组前燃尽风喷口，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对应设置有两组前燃尽

风喷口，两组前燃尽风喷口由上至下倾斜设置在上炉膛的前墙上，上炉膛的后墙上均布设

置有2N组后燃尽风喷口，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对应设置有两组

后燃尽风喷口，两组后燃尽风喷口由上至下倾斜设置在上炉膛的后墙上。

[000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09] 1本发明大幅度降低了NOx排放量

[0010] 本发明的旋流煤粉燃烧器二次风完全偏置后，靠近炉膛中心一侧燃烧器二次风量

减少，使靠近炉膛中心一侧的煤粉气流在富燃料低氧的环境中燃烧，有效的抑制了NOx的生

成。与原燃烧系统相比，采用本发明多次引射分级燃烧系统，在加热条件以及接收热量都相

同的情况下，靠近炉膛中心一侧的煤粉气流升温更快，煤粉着火及时，而原有的旋流燃烧器

的一次风和二次风是同轴的，由于煤粉气流着火晚，导致煤粉气流着火前一、二次风开始混

合，旋流燃烧器的空气分级效果较差，而采用本发明后，燃烧器二次风完全偏置实现了空气

分级，有利于降低NOx。靠近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  2-1一侧和

靠近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2一侧的外二次风量增加，下冲

动量增大，靠近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1一侧和靠近前炉拱

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2一侧气流升温速度相对较慢，二次风温相

对较低，刚性较强，靠近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  2-1一侧和靠

近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2一侧的外二次风在下射较大深度

后才与一次风和内二次风的混合气流相混并携带一次风粉继续深入，煤粉气流长时间在还

原性气氛中燃烧，有利于降低NOx。同时，拱上二次风、乏气风、分级风及双层燃尽风使得炉

内深度分级燃烧，改变了原有拱上风率为60％以上的燃烧组织方式，拱上风率降为45％左

右，有利于降低NOx的排放量。

[0011] 2本发明大幅度降低了飞灰可燃物含量

[0012] 本发明的旋流煤粉燃烧器二次风完全偏置后，一次风与炉内高温回流烟气直接接

触，煤粉着火及时并稳定燃烧，从而提高煤粉燃尽率，同时内二次风先携带一次风下行，在

一次风粉和内二次风衰减至一定程度后再由外二次风携带下射，使下射程度更深，延长了

一次风粉的行程而提高燃尽，从而降低飞灰可燃物含量。以一定角度入射的乏气和分级风

能携带煤粉进一步下射而延长了一次风粉的行程，使一次风粉深入冷灰斗区域，煤粉颗粒

在高温的下炉膛具备足够的停留时间而获得较好燃尽效果，降低飞灰可燃物含量。另外，在

拱上靠近喉口位置和上炉膛前后墙增设双层燃尽风最大程度地使煤粉充分燃烧，有效地提

高了煤粉的燃尽率，减少了飞灰可燃物含量。

[0013] 此外，本发明与背景技术公开日为2010年9月15日、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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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日为2010年4月19日《多次引射分级燃烧的方法及实现该方法的W火焰锅炉装置》和公开

日为2016年5月4日、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申请日为2015年12月28日《旋流煤粉燃烧器

一、二次风偏心布置的W火焰锅炉》相比，在技术方案上有以下不同：

[0014] A、与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专利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0015] 结构上的不同：①“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专利”采用缝隙式直流燃烧器，拱上

依次布置有浓煤粉喷口、内二次风喷口、淡煤粉喷口、外二次风喷口，而本发明采用二次风

完全偏置的旋流燃烧器。②本发明采用乏气下置的布置方式，并在拱上靠近喉口位置和上

炉膛前后墙增设双层燃尽风。

[0016] 燃烧组织原理不同：①“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专利”采用缝隙式直流燃烧器，

而本发明采用旋流燃烧器，二次风是旋流风，与缝隙式直流燃烧器相比，旋流燃烧器的一、

二次风混合相对更加强烈，能够及时补充一次风燃烧初期所需要的氧气，使锅炉燃尽率较

高，进一步地降低了飞灰可燃物含量，同时旋流燃烧器对周围介质具有高卷吸率，在出口处

能快速混合，气流旋转强烈，形成高温回流区，提高了火焰的稳定性；②本发明采用的旋流

燃烧器本身能够形成空气分级燃烧，同时煤粉气流在炉内进一步分级燃烧，有利于降低NOx

排放量；③本发明采用乏气下置的布置方式，并在拱上靠近喉口位置和上炉膛前后墙增设

双层燃尽风，强化了炉膛内空气分级燃烧，有利于进一步降低NOx排放量。④“申请号为

201010149634.5专利”中运用风速来衡量炉膛内分级燃烧水平，风速本身不能体现出炉膛

内的分级燃烧水平，而采用风率能够准确保证每一级分级燃烧所需的风量，采用风率对锅

炉的实际运行和新型锅炉的设计适用性更强。⑤“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专利”的拱上二

次风率为60％左右，风率高，不利于降低NOx，而本发明拱上二次风量占总风量的45％左右，

煤粉燃烧初期处于还原性气氛中，使炉膛出口NOx排放量大幅度降低。

[0017] B、与“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0018] 结构上的不同：“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仅在旋流燃烧器靠近炉膛中心一

侧的内、外二次风喷口处加装挡块形成二次风部分偏置，靠近炉膛中心一侧燃烧器二次风

量部分减少，而本发明二次风管相对于一次风管向远离炉膛中心一侧偏移，最终内二次风

管、外二次风管和一次风管的管壁接触，形成二次风完全偏置，靠近炉膛中心一侧的二次风

量大幅度减少。与“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相比，采用本发明后，一次风与炉内高温

烟气直接接触，煤粉气流和炉内高温烟气对流换热增强，一次风煤粉气流升温速率加快，煤

粉着火进一步提前。“申请号为201511007686 .8专利”是针对炉内燃烧系统的某一部分而

言，而本发明是针对W火焰锅炉炉内的整个燃烧系统。

[0019] 燃烧组织原理不同：①“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的旋流煤粉燃烧器二次风

部分偏置，而本发明的旋流煤粉燃烧器二次风完全偏置，靠近炉膛中心一侧的二次风量大

幅度减少，煤粉着火进一步提前 ，飞灰可燃物含量进一步降 低。②“申请号为 

201511007686.8专利”仅仅采用二次风部分偏置的旋流燃烧器，并未解决拱上和拱下的风

量配比，拱上风量依然占总风量的60％以上，煤粉燃烧初期依然处于氧化性气氛中，不能完

全显现其低NOx特性，而本发明采用炉内深度分级燃烧后，拱上燃烧器的二次风量占总风量

的45％左右，煤粉燃烧初期处于还原性气氛中，使炉膛出口NOx排放量大幅度降低。③本发

明在拱上靠近喉口位置和上炉膛前后墙增设双层燃尽风，强化了炉膛内空气分级燃烧，有

利于进一步降低NOx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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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C、与“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专利”和“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整合后

的不同：

[0021] ①“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的旋流煤粉燃烧器二次风部分偏置，无法体现

炉内引射分级燃烧效果。②“申请号为201010149634.5专利”和“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 

专利”均未设有燃尽风，炉内分级效果较差。③拱上风率的的不同 ：“申请号为

201010149634.5专利”和“申请号为201511007686.8专利”的拱上二次风率为60％左右，而

本发明拱上风率为45％左右。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主视图，图中箭头方向为气流运动方向，图2是图1中A向示

意图，图3是图1中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1-图3  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

煤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它包括下炉膛1、上炉膛2、前炉拱3和后炉拱17，它

还包括N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N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

烧器、N个前乏气风喷口10、N个后乏气风喷口13、N个前分级风喷口11、N个后分级风喷口12、

2N组前燃尽风喷口15和2N组后燃尽风喷口16；上炉膛2、下炉膛1、前炉拱3和后炉拱17构成

炉膛，N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均布布置在前炉拱3上，N个后炉拱二次风

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均布布置在后炉拱17上，且前炉拱3上的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

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与后炉拱17上的一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对

应设置，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2处分别由上至下依次

设有一个前乏气风喷口10和一个前分级风喷口11，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

烧器下方水冷壁2-1处分别由上至下依次设有一个后乏气风喷口13和一个后分级风喷口

12，上炉膛2的前墙上均布设置有2N组前燃尽风喷口15，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

粉燃烧器分别对应设置有两组前燃尽风喷口15，两组前燃尽风喷口15由上至下倾斜设置在

上炉膛2的前墙上，上炉膛2的后墙上均布设置有2N组后燃尽风喷口16，每个后炉拱二次风

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分别对应设置有两组后燃尽风喷口16，两组后燃尽风喷口16由上

至下倾斜设置在上炉膛2的后墙上。远离炉膛中心一侧的内二次风和外二次风逐级引射并

携带浓煤粉气流下射，实现第一、第二级分级燃烧，乏气风引射煤粉气流下射实现第三级分

级燃烧，拱下分级风引射煤粉气流下射实现第四级分级燃烧，之后高温煤粉气流折转180°

向上流动，形成W火焰，煤粉气流继续上行，燃尽风引入炉膛实现第五级、第六级分级燃烧，

这样拱上布置有旋流煤粉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实现了多次引射分级燃烧。

[0024]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1-图2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

粉燃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包括前一次

风管5、前内二次风管6和前外二次风管7，前一次风管5、前内二次风管6和前外二次风管7均

垂直安装在前炉拱3上，前外二次风管7和前内二次风管6由外向内依次套装在前一次风管5

上，前一次风管5的外侧壁与前内二次风管6的内侧壁贴合，前内二次风管  6的外侧壁与前

外二次风管7的内侧壁贴合，前一次风管5靠近上炉膛2前墙设置，前外二次风管7远离上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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膛2前墙设置，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

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包括后一次风管

8、后内二次风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后一次风管8、后内二次风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均垂直

安装在后炉拱17上，后内二次风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由外向内依次套设在后一次风管8上，

后一次风管8的外侧壁与后内二次风管9的内侧壁贴合，后内二次风管9的外侧壁与后外二

次风管4的内侧壁贴合，后一次风管8靠近上炉膛2后墙设置，后外二次风管4远离上炉膛2后

墙设置，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

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前乏气风喷口10向下倾斜设置，多个前乏气风喷口10 的

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每个前乏气风喷口10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a，后乏气

风喷口13向下倾斜设置，多个后乏气风喷口13的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每个后乏气风

喷口13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b，a的数值与b的数值相等，b的取值范围为25°-

45°，本发明中乏气风风率为8％-10％，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7]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

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前分级风喷口11向下倾斜设置，多个前分级风喷口11 的

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每个前分级风喷口11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c，后分级

风喷口12向下倾斜设置，多个后分级风喷口12的中心线位于同一平面内，且每个后分级风

喷口12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d，c的数值和d的数值相等，d的取值范围为25°-

45°，本发明中分级风风率为13％-20％，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8]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图1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煤粉燃

烧器的多次引射分级W火焰锅炉，每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对应设置的

两个前燃尽风喷口15的中心线平行设置，且前燃尽风喷口15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

为e，每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对应设置的两个后燃尽风喷口16的中心

线平行设置，且后燃尽风喷口16的中心线与水平面所成的角度为f，e的数值与f的数值相

等，e的取值范围为35°-45°本发明中燃尽风风率为18％-25％，其它组成及连接关系与具体

实施方式一相同。

[0029] 工作原理

[0030] 在炉膛的前炉拱3上从炉膛中心侧到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

水冷壁2-2之间布置多个前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以及在炉膛的后炉拱17 

上从炉膛中心侧到炉膛的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下方水冷壁2-1之间布置

多个后炉拱二次风完全偏置旋流煤粉燃烧器，本发明采用二次风完全偏置的旋流煤粉燃烧

器，前内二次风管6和前外二次风管7相对于前一次风管5向远离炉膛中心一侧偏移，后内二

次风管9和后外二次风管4相对于后一次风管8向远离炉膛中心一侧偏移，形成二次风完全

偏置。前一次风管5和后一次风管8内的一次风均携带浓煤粉进入下炉膛1内，远离炉膛中心

的前内二次风管6和后内二次风管9及前外二次风管7和后外二次风管4  逐级引射并携带浓

煤粉气流下射，实现第一、第二级分级燃烧，乏气风经前乏气风喷口  10和后乏气风喷口13

进一步引射煤粉气流下行，实现第三级分级燃烧，拱下分级风经前分级风喷口11和后分级

风喷口12进入下炉膛1内，进一步引射煤粉气流下行，实现第四级分级燃烧，之后高温煤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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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折转180°向上流动，形成W火焰，煤粉气流继续上行，燃尽风经前燃尽风喷口15和后燃

尽风喷口16进入炉膛内，实现第五级、第六级分级燃烧。采用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煤粉气流在

下炉膛有足够的下射深度，在提高燃尽率的同时减少  NOx的生成。

[0031] 本发明的应用实例：本实例对一台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300MW  W火焰锅炉进行

现场工业试验。当采用原燃烧系统时，冷态示踪试验测得燃烧器主气流下冲深度为3.2m，热

态试验测得煤粉气流在距燃烧器喷口1.3m的位置着火，锅炉NOx排放量1300mg/m3，飞灰可燃

物含量11％，锅炉满负荷时主燃区温度1450℃～1500℃。当采用本发明多次引射分级燃烧

系统后，冷态示踪试验测得燃烧器主气流下冲深度为5.1m，热态试验测得煤粉气流在距燃

烧器喷口0.5m的位置着火，锅炉NOx排放量760mg/m3，飞灰可燃物含量7.9％，锅炉满负荷时

主燃区温度1550℃～1600℃。试验结果表明，与原燃烧系统相比，采用本发明多次引射分级

燃烧系统后，下冲深度增加了1.9m，煤粉气流提前0.8m着火，NOx排放量降低了540mg/m3，飞

灰可燃物含量降低了3.1个百分点，主燃区温度升高了10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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