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615654.9

(22)申请日 2017.07.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4896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2.08

(73)专利权人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321110 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灵洞乡

石关村

(72)发明人 李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润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83

代理人 刘兵

(51)Int.Cl.

F23J 15/08(2006.01)

F23L 1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560806 U,2016.09.07,说明书第23-

48段，附图1-5.

CN 102901081 A,2013.01.30,全文.

CN 105202556 A,2015.12.30,全文.

US 2002/0079374 A1,2002.06.27,全文.

审查员 候金伟

 

(54)发明名称

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

及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

口烟温的烟气系统及方法，涉及烟气脱硝技术领

域，所述烟气系统包括尾部烟道和脱硝装置，所

述尾部烟道内并排设置有过热器和再热器，所述

过热器的下方设置有过热器侧烟气挡板，所述再

热器的下方设置有再热器侧烟气挡板，所述脱硝

装置与所述尾部烟道的出口连通。所述方法包

括：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减小所述过热器侧烟

气挡板的开度，并增大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

开度，以将所述尾部烟道内原本流过所述过热器

侧的烟气挤到所述再热器侧。通过上述烟气系统

及方法，有效地提高了SCR脱硝装置的入口烟温，

同类型机组在不经任何设备改造的情况下即可

实现机组并网前投入脱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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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提高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其特征在于，包

括：

尾部烟道，所述尾部烟道内并排设置有过热器和再热器，所述过热器的下方设置有过

热器侧烟气挡板，所述再热器的下方设置有再热器侧烟气挡板，所述过热器与所述过热器

侧烟气挡板之间设置有省煤器，所述再热器与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之间未设置省煤器，

所述省煤器采用逆流布置；

第一调节机构，用于调节所述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

第二调节机构，用于调节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

脱硝装置，所述脱硝装置与所述尾部烟道的出口连通；

温度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脱硝装置的入口处的烟气温度；

控制器，用于：

从所述温度检测装置接收指示所述烟气温度的温度信号，在接收到的所述温度信号指

示的所述烟气温度低于阈值时，控制所述第一调节机构以减小所述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

度，以及控制所述第二调节机构以增大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以将所述尾部烟道

内原本流过所述过热器侧的烟气挤到所述再热器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过热器的流通面积是再热器的流

通面积的2倍。

3.一种用于提高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硝

装置与尾部烟道的出口连通，所述尾部烟道内并排设置有过热器和再热器，所述过热器的

下方设置有过热器侧烟气挡板，所述再热器的下方设置有再热器侧烟气挡板，所述过热器

与所述过热器侧烟气挡板之间设置有省煤器，所述再热器与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之间未

设置省煤器，所述省煤器采用逆流布置，所述方法包括：

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减小所述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并增大所述再热器侧烟气

挡板的开度，以将所述尾部烟道内原本流过所述过热器侧的烟气挤到所述再热器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所述过热器侧烟气

挡板的开度被减小到50％，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被增大到10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所述过热器侧烟气

挡板的开度由100％被减小到10％，所述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由30％被增大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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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烟气脱硝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

气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减少对环境的污染，降低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已经成为电厂的主要任务之一，选

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技术因脱硝效率高、二次污染小而被电厂广泛应用。而SCR脱硝技

术中使用的催化剂仅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才具有活性，在低负荷情况下，脱硝装置入口烟

气温度可能低于催化剂的正常使用温度，导致SCR脱硝系统无法运行，最终造成排污超标等

环保问题。

[0003] 加装省煤器侧烟气旁路挡板，虽然能够解决低负荷期间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低

的问题，但是加装旁路挡板不仅会增加设备投资和运行维护成本，且正常运行期间，旁路挡

板长期承受高温烟气的冲刷，故障率高，一旦调节失灵，只能停炉处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及方法，通

过调节尾部烟道中的烟气挡板的开度来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

温的烟气系统以及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方法。

[0006] 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包括尾

部烟道，该尾部烟道内并排设置有过热器和再热器，过热器的下方设置有过热器侧烟气挡

板，再热器的下方设置有再热器侧烟气挡板。

[0007] 优选地，烟气系统还包括：第一调节机构，用于调节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以

及第二调节机构，用于调节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

[0008] 优选地，烟气系统还包括脱硝装置，脱硝装置与尾部烟道的出口连通。

[0009] 优选地，烟气系统还包括温度检测装置，用于检测脱硝装置的入口处的烟气温度。

[0010] 优选地，烟气系统还包括控制器，用于从温度检测装置接收指示烟气温度的温度

信号，根据温度信号控制第一调节机构和/或第二调节机构以调节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

度和/或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

[0011] 优选地，控制器用于在接收到的温度信号指示的烟气温度低于阈值时，控制第一

调节机构以减小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以及控制第二调节机构以增大再热器侧烟气挡

板的开度。

[0012] 优选地，过热器的流通面积是再热器的流通面积的2倍。

[0013]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方法，脱硝装置

与尾部烟道的出口连通，尾部烟道内并排设置有过热器和再热器，过热器的下方设置有过

热器侧烟气挡板，再热器的下方设置有再热器侧烟气挡板，该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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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减小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并增大再热器侧烟气挡板

的开度，以将尾部烟道内原本流过过热器侧的烟气挤到再热器侧。

[0015] 优选地，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被减小到50％，再热器侧

烟气挡板的开度被增大到100％。

[0016] 优选地，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由100％被减小到10％，

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由30％被增大到100％。

[0017]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通过减小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并

增大再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将尾部烟道内原本流过过热器侧的烟气挤到再热器侧，有

效地提高了SCR脱硝装置的入口烟温。

[0018] 本发明的其它特征和优点将在随后的具体实施方式部分予以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具

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0]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0023] 本申请中所指的“低负荷状态”是锅炉的运行负荷低于其全负荷的50％的运行状

态。

[0024]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中，提供了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

烟温的烟气系统，该烟气系统可以包括：尾部烟道1，尾部烟道1内并排设置有过热器2和再

热器3，过热器2的下方设置有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再热器3的下方设置有再热器侧烟气挡

板5。

[0025] 烟气系统还可以包括脱硝装置6，脱硝装置6与尾部烟道1的出口连通。过热器2和

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之间还可以包括省煤器7，省煤器7与过热器2连接。过热器2的流通面积

可以是再热器3的流通面积的两倍，再热器3可以例如采用逆流布置。

[0026]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的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系统的

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在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中，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烟气

系统还可以包括：

[0027] 温度检测装置8，用于检测脱硝装置6的入口处烟气温度；

[0028] 第一调节机构9，与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连接，用于调节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的开

度；

[0029] 第二调节机构10，与再热器侧烟气挡板5连接，用于调节再热器侧烟气挡板5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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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及

[0030] 控制器(图中未示出)，用于从温度检测装置8接收指示烟气温度的温度信号，根据

温度信号控制第一调节机构和/或第二调节机构以调节过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和/或再

热器侧烟气挡板的开度。

[0031] 温度检测装置8可以例如是温度传感器。阈值可以例如是脱硝装置6中的催化剂具

有活性的最低温度。第一调节机构和第二调节机构例如可以包括弹簧、链条或可伸缩杆的

一种。

[0032] 当控制器从温度检测装置8接收到的温度信号指示的烟气温度低于阈值时，控制

第一调节机构9以减小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的开度，以及控制第二调节机构10以增大再热器

侧烟气挡板5的开度。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式，提供了一种用于提高SCR脱硝装置入口烟温的方法，

该方法可以由上述实施方式中的烟气系统执行。具体来说，该方法可以包括：

[0034] 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减小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的开度，并增大再热器侧烟气挡板

5的开度，以将尾部烟道1内原本流过过热器2侧的烟气挤到再热器3侧。

[0035] 在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中，当锅炉运行负荷为250MW时，将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的

开度由100％减小到50％，并将再热器侧烟气挡板5的开度由50％增大到100％，SCR脱硝装

置6的入口烟温的变化情况如下表1所示。

[0036] 表1：脱硝装置的入口烟温的变化情况表

[0037]

[0038]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方式中，当锅炉运行负荷为300MW时，将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

的开度由100％被减小到10％，并将再热器侧烟气挡板5的开度由30％被增大到100％，SCR

脱硝装置6的入口烟温上升了28℃。

[0039]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理解，当锅炉非低负荷运行时，SCR脱硝装置6的入口烟温在

催化剂具有活性的温度范围内，此时将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的开度和再热器侧烟气挡板5的

开度均设置为100％，也就是说，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和再热器侧烟气挡板5不作用。

[0040] 当锅炉低负荷运行时，减小过热器侧烟气挡板4的开度，并增加再热器侧烟气挡板

5的开度，会使得流经再热器3侧的烟气大量增加。但是由于再热器3出口的蒸汽温度不会高

于其出口的烟气温度，烟气流经再热器3烟道时的放热量相当有限，此时再热器3烟道相当

于烟气的一个旁路通道，因此当烟气经再热器3流至SCR脱硝装置6入口时，烟气仍然保持相

当高的温度，从而有效地提高了脱硝装置6的入口烟温，使得脱硝装置6的入口烟温维持在

催化剂具有活性的温度范围内。通过上述系统和方法，使得同类型机组在不经任何设备改

造的情况下即可实现机组并网前投入脱硝。

[0041]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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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

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

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

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42] 此外，本发明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发明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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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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