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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

(57)摘要

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本发明

涉及一种采用灵活调峰技术的电站锅炉，本发明

的目的是为解决现有技术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

的W火焰锅炉，普通微油点火方式锅炉的最大调

峰能力为50％左右，无法达到政府对电站锅炉灵

活性调峰能力的要求，它包括上炉膛、下炉膛、前

炉拱、后炉拱、前墙、后墙和多个旋流煤粉燃烧

器；旋流煤粉燃烧器包括可调节锥体拉杆、微油

点火枪和导流锥体，微油点火枪安装在可调节锥

体拉杆内，可调节锥体拉杆底端固定安装在导流

锥体内，可调节锥体拉杆、微油点火枪和导流锥

体安装在旋流煤粉燃烧器壳体内，前炉拱水冷壁

和后炉拱水冷壁上分别安装有旋流煤粉燃烧器。

本发明属于锅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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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它包括上炉膛(1)、下炉膛(2)、前炉拱(3)、后炉

拱(4)、前墙、后墙和多个旋流煤粉燃烧器(5)；其特征在于：旋流煤粉燃烧器(5)包括旋流内

二次风喷口(5-1)、旋流外二次风喷口(5-2)、浓煤粉喷口(6)、可调节锥体拉杆(9)、微油点

火枪(10)、导流锥体(11)、输氧枪(12)和温度测点(14)，上炉膛(1)、前炉拱(3)、前墙、下炉

膛(2)、后墙和后炉拱(4)构成炉体，微油点火枪(10)安装在可调节锥体拉杆(9)内，可调节

锥体拉杆(9)底端固定安装在导流锥体(11)内，可调节锥体拉杆(9)、微油点火枪(10)和导

流锥体(11)安装在旋流煤粉燃烧器(5)壳体内，前炉拱(3)水冷壁和后炉拱(4)水冷壁上分

别安装有旋流煤粉燃烧器(5)，前炉拱(3)水冷壁上的多个旋流煤粉燃烧器(5)呈直线排列

设置，后炉拱(4)水冷壁上的多个旋流煤粉燃烧器(5)呈直线排列设置，浓煤粉喷口(6)、旋

流 内二次风喷口(5-1)和旋流外二次风喷口(5-2)由内向外依次同轴设置，前炉拱(3)水冷

壁上每个浓煤粉喷口(6)、旋流 内二次风喷口(5-1)和旋流外二次风喷口(5-2)均与前炉拱

(3)水冷壁连接，后炉拱(4)水冷壁上每个浓煤粉喷口(6)、旋流 内二次风喷口(5-1)和旋流

外二次风喷口(5-2)均与后炉拱(4)水冷壁连接，输氧枪(12)的出口端依次穿过旋流外二次

风喷口(5-2)、旋流  内二次风喷口(5-1)并倾斜安装在浓煤粉喷口(6)上，输氧枪(12)与浓

煤粉喷口(6)连通，微油点火枪(10)喷口上沿长度方向的中心线与输氧枪(12)喷口上沿长

度方向的中心线相交，导流锥体(11)的顶端为锥形体，可调节锥体拉杆(9)的底端穿过导流

锥体(11)并安装在导流锥体(11)上，温度测点(14)插装在浓煤粉喷口(6)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其特征在于：输氧枪(12)上

安装有氧量调节阀门(13)，输氧枪(12)的入口端通过氧量调节阀门(13)和输氧管道(15)与

外部高压储氧罐(16)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其特征在于：它还包括多个

乏气喷口(7)和多个分级风喷口(8)，前墙上设有多个乏气喷口(7)和多个分级风喷口(8)，

后墙上设有多个乏气喷口(7)和多个分级风喷口(8)，前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呈直线水

平排列设置，前墙上的多个分级风喷口(8)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前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

(7)位于多个分级风喷口(8)上方，后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后墙上

的多个分级风喷口(8)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后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位于多个分级风喷

口(8)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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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采用灵活调峰技术的电站锅炉，具体涉及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

W火焰锅炉。

背景技术

[0002] 近些年，随着大规模可再生能源介入，中国的电力系统发生了巨大改变。可再生能

源的发电容量在电网中所占比重与日俱增。然而，由于发电方式本身的局限性，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出力不稳定性为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带来巨大挑战；此外，发电侧及需求侧的大量

不确定因素也影响着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资料显示，2015年中国全年净增火电装机

7202万千瓦(其中煤电5186万千瓦)，为2009年以来年度投产最多的一年。但是火电的发电

量连续两年负增长，利用小时创1969年以来的新低。此外，近年来风电持续快速发展的同

时，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弃风问题，消纳已成为制约风电等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因素。因

此，为了适应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提高电力系统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确保电力系

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对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已势在必行。

[0003] 火电灵活性包含运行灵活性和燃料灵活性两个方面。其中燃料灵活性是指利用已

有的煤电设备，掺烧/混烧秸秆、木屑等生物质，实现生物质原料的清洁利用，减少大气污

染。由于电站锅炉燃料消耗量巨大，锅炉日常燃用的煤质很大程度上受资源赋存状况和市

场环境的限制，难以实现燃料灵活性。因此，运行灵活性改造是当前火电机组普遍采用的灵

活性改造方式。

[0004] 运行灵活性通常是指提升已有煤电机组包括纯凝机组与热电机组的调峰幅度，扩

宽锅炉锅炉的负荷调整范围，为消纳更多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灵活参与电力市场创造条件。

[0005] 作为燃煤电站锅炉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W火焰锅炉是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开始从北非和西欧等地区引进的一种专为燃用贫煤和无烟煤等低挥发分难燃煤种而设计

的电站锅炉。由于无烟煤和贫煤的岩相结构紧密而稳定，孔隙率小，反应性较低，在实际燃

用中，往往存在着火难、稳定燃烧难和燃尽难的问题，需要较高的着火温度和燃尽温度、煤

粉燃尽时间较长。当锅炉超低负荷运行时，由于送入炉内的燃料量较少，一次风和二次风随

之减少，热风温度下降。炉内的含氧量相对较多，加上汽化潜热增加，炉内的热负荷和炉膛

温度较低。锅炉的燃烧稳定性将进一步变差，甚至引起灭火。因此，相对其它燃煤电站锅炉，

W火焰锅炉低负荷运行时煤粉气流着火和稳定燃烧能力更弱。

[0006] 根据燃烧器形式的不同W火焰锅炉可分为采用直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和采用旋

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两类。采用旋流燃烧器的传统W火焰锅炉通常采用油枪点火的方式。

在浓煤粉气流管道或喷口处布置微油点火枪，利用油枪喷出的雾化油滴和煤粉的混合物燃

烧产生的高温火核点燃整个煤粉气流。与直流燃烧器不同的是，旋流燃烧器通常采用旋转

的二次风包裹浓煤粉气流从而引射携带煤粉气流下冲。由于旋流二次风的阻隔作用，炉内

的拱下高温回流区无法直接加热煤粉气流，煤粉气流的着火和稳燃能力大大削弱。因此，相

对于采用直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低负荷稳燃能力进一步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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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实际运行结果表明：对于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采用普通微油点火方式时

锅炉的最大调峰能力为50％左右，远远无法达到政府对电站锅炉灵活性调峰能力的要求

20％。因此，有必要开发针对采用旋流燃烧器W火焰锅炉的新型灵活性调峰技术和装置，提

升锅炉的调峰能力。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解决现有技术采用旋流煤粉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普通微油点

火方式锅炉的最大调峰能力为50％左右，无法达到政府对电站锅炉灵活性调峰能力的要

求，进而需要提供一种采用旋流燃烧器的W火焰锅炉。

[0008]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9] 它包括上炉膛、下炉膛、前炉拱、后炉拱、前墙、后墙和多个旋流煤粉燃烧器；旋流

煤粉燃烧器包括可调节锥体拉杆、微油点火枪和导流锥体，上炉膛、前炉拱、前墙、下炉膛、

后墙和后炉拱构成炉体，微油点火枪安装在可调节锥体拉杆内，可调节锥体拉杆底端固定

安装在导流锥体内，可调节锥体拉杆、微油点火枪和导流锥体安装在旋流煤粉燃烧器壳体

内，前炉拱水冷壁和后炉拱水冷壁上分别安装有旋流煤粉燃烧器。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1] 本发明能够显著改善W火焰锅炉超低负荷条件下煤粉气流的着火和稳燃特性，提

高锅炉的灵活调峰能力。

[0012] 传统巴威W火焰锅炉的结构简图如图1所示。对于采用微油点火装置的传统巴威W

火焰锅炉，微油点火枪10通过旋流煤粉燃烧器5的旋流内二次风喷口5-1插入炉膛，油枪喷

口与浓煤粉气流喷口的中轴线相交。微油点火枪10的油量一般为80-100kg/h，雾化程度好，

油滴的平均粒径为5-10微米，容易点燃，燃烧放热快。当锅炉处于高负荷运行时，燃烧器内

煤粉气流的浓度较大，微油点火枪10点燃的煤粉量较多，放出大量的热，产生大范围的高温

火焰，进而点燃整个煤粉气流，锅炉的稳燃特性较好。

[0013] 当锅炉超低负荷运行时，送入炉内的燃料量大幅降低，然而为了保证一次风管道

内煤粉的正常输送，锅炉的一次风速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燃烧器内的煤粉浓度显著降

低。实际运行表明，当锅炉运行负荷低于满负荷的50％时，随着锅炉负荷降低，燃烧器内的

煤粉浓度逐渐降低。此外，煤粉气流由浓煤粉气流喷口喷入炉膛后，煤粉浓度迅速降低，微

油点火枪10点燃的煤粉量非常有限，产生的高温火焰长度和粗度较小，放热量较少，燃烧后

产生的火焰容易被扑灭，不利于煤粉气流的点燃，煤粉气流的着火特性较差。

[0014] 此外，由于超低负荷条件下锅炉的燃料供入量降低，煤粉燃烧产生的热量大幅度

减少，炉膛温度下降，W火焰锅炉拱下回流区的温度降低，对煤粉气流的卷吸和预热作用减

弱，拱下高温回流区对煤粉颗粒和燃油混合物的预热作用较差，煤粉气流的着火和稳燃特

性进一步削弱。实际运行表明，当负荷低于50％时，锅炉出现燃烧不稳定，甚至灭火的情况。

[0015] 本发明在燃烧器的可调节锥体拉杆9内布置微油点火枪10，油量为30kg/h左右。此

外，浓煤粉喷口6的侧壁上设有输氧枪12。输氧枪12斜插入浓煤粉喷口6内，其喷口中轴线与

微油点火枪10的中轴线相交。高纯度氧气自高压储氧罐16经输氧管道15和输氧枪12供入浓

煤粉气流喷口6内，输氧枪12的供氧量通过其尾部的氧量调节阀门13控制。

[0016] 采用本发明后，由于导流锥体11的封堵作用，煤粉气流的风速显著提升，在导流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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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1的尾部形成高速的紊流，使煤粉颗粒与微油点火枪10喷出的雾化油滴充分混合。煤粉

气流和雾化油滴的混合物进入浓煤粉气流喷口6后与输氧枪12喷入的高纯度氧气充分混合

并经点火枪点燃，在浓煤粉气流喷口6内形成高温火核。

[0017] 虽然超低负荷条件下，燃烧器内的煤粉浓度降低。但是由于高浓度氧气的供入，燃

烧器浓煤粉气流喷口6内的氧气浓度由19％迅速提高至70％以上，氮气浓度由78％降低至

25％左右。由于燃烧器内氧气浓度增大，单位空间内氧气分子的密度显著增高，煤粉中碳原

子与油滴中的烃与氧气分子发生化学反应的放热速率和反应程度大幅度提高，煤粉颗粒的

燃烧更加充分，释放出更多的热量，宏观表现为煤粉颗粒和雾化油滴混合物的燃点温度大

幅度降低，煤粉气流的温度迅速升高，煤粉燃烧的火焰较短,燃烧强度增强,燃烧速度较快,

雾化油滴和煤粉混合物形成的高温火焰迅速蔓延，煤粉气流的着火特性显著改善。

[0018] 由于N2本身几乎无辐射能力，CO2、水蒸气等三原子气体的辐射能力较强，在富氧条

件下煤粉气流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中的N2浓度较低，CO2、水蒸气浓度较高，烟气的黑度大幅

度提升，强化了烟气对锅炉辐射换热面和煤粉气流的传热特性。本发明将输氧枪和微油点

火装置布置于浓煤粉气流喷口6的出口处，煤粉颗粒与雾化油滴的混合物直面向炉内高温

区，锅炉拱下高温回流区对燃烧器喷出煤粉气流的预热作用大幅度增强，超低负荷条件下

煤粉气流的稳燃特性显著增强。

[0019] 此外，由于浓煤粉气流喷口6侧壁上设有温度测点14，输氧枪12的供氧量根据浓煤

粉气流喷口6内的温度通过调整氧量调节阀门13可进行实时调控，锅炉超低负荷条件下煤

粉气流的稳燃特性显著改善。经热力计算，采用本发明后，同等负荷条件下点燃煤粉气流的

着火热显著降低为传统W火焰锅炉的36％左右，锅炉的最低稳燃负荷降低至20％。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传统巴威W火焰锅炉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I处放大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W火焰锅炉示意图。

[0023] 图4是图3中II处放大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旋流煤粉燃烧器5中输氧枪12与外部供氧系统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一：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它包括上炉膛1、下炉膛2、前炉拱3、后炉拱4、前墙、后墙和多个旋流煤粉

燃烧器5；旋流煤粉燃烧器5包括可调节锥体拉杆9、微油点火枪10和导流锥体11，上炉膛1、

前炉拱3、前墙、下炉膛2、后墙和后炉拱4构成炉体，微油点火枪10安装在可调节锥体拉杆9

内，可调节锥体拉杆9底端固定安装在导流锥体11内，可调节锥体拉杆9、微油点火枪10和导

流锥体11安装在旋流煤粉燃烧器5壳体内，前炉拱3水冷壁和后炉拱4水冷壁上分别安装有

旋流煤粉燃烧器5。

[0026] 具体实施方式二：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前炉拱3水冷壁上的多个旋流煤粉燃烧器5呈直线排列设置，后炉拱4水

冷壁上的多个旋流煤粉燃烧器5呈直线排列设置，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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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具体实施方式三：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旋流煤粉燃烧器5还包括旋流内二次风喷口5-1、旋流外二次风喷口5-2

和浓煤粉喷口6，浓煤粉喷口6、旋流内二次风喷口5-1和旋流外二次风喷口5-2由内向外依

次同轴设置，前炉拱3水冷壁上每个浓煤粉喷口6、旋流内二次风喷口5-1和旋流外二次风喷

口5-2均与前炉拱3水冷壁连接，后炉拱4水冷壁上每个浓煤粉喷口6、旋流内二次风喷口5-1

和旋流外二次风喷口5-2均与后炉拱4水冷壁连接，可调节锥体拉杆9通过浓煤粉喷口6上端

的套筒插入浓煤粉喷口6内，可调节锥体拉杆9与浓煤粉喷口6可相对移动，其它方法与具体

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8] 具体实施方式四：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旋流煤粉燃烧器5还包括输氧枪12，输氧枪12的出口端依次穿过旋流外

二次风喷口5-2、旋流内二次风喷口5-1并倾斜安装在浓煤粉喷口6上，输氧枪12与浓煤粉喷

口6连通。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三相同。

[0029] 具体实施方式五：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导流锥体11的顶端为锥形体，可调节锥体拉杆9的底端穿过导流锥体11

并安装在导流锥体11上。可调节锥体拉杆9和导流锥体11在浓煤粉喷口6内移动，其它方法

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0] 具体实施方式六：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输氧枪12上安装有氧量调节阀门13，输氧枪12的入口端通过氧量调节阀

门13和输氧管道15与外部高压储氧罐16连接。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七：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旋流煤粉燃烧器5还包括温度测点14，温度测点14插装在浓煤粉气流喷

口6上，温度测点14探针的中心线、微油点火枪10喷口上沿长度方向的中心线与输氧枪12喷

口上沿长度方向的中心线相交，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三相同。

[0032] 具体实施方式八：结合图3-图5说明本实施方式，本实施方式所述一种采用旋流燃

烧器的W火焰锅炉，它还包括多个乏气喷口7和多个分级风喷口8，前墙上设有多个乏气喷口

7和多个分级风喷口8，后墙上设有多个乏气喷口7和多个分级风喷口8，前墙上的多个乏气

喷口7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前墙上的多个分级风喷口8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前墙上的多

个乏气喷口7位于多个分级风喷口8上方，后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后

墙上的多个分级风喷口8呈直线水平排列设置，后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位于多个分级风喷

口8上方。前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与后墙上的多个乏气喷口7等高设置，前墙上的多个分级

风喷口8与后墙上的多个多个分级风喷口8等高设置，其它方法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33] 实施例：

[0034] 本发明已经在某电厂一台300MW巴威W火焰锅炉上应用。锅炉前后拱上对称布置了

12组，共24只旋流煤粉燃烧器，浓煤粉气流自燃烧器喷口喷入炉膛。锅炉共配备了A、B、C、D

四台磨煤机，其中锅炉B磨和D磨对应的12只燃烧器采用本发明所设计的灵活调峰技术进行

了改造。

[0035] 采用本发明前，满负荷条件下，锅炉前后墙24只燃烧器全部投运并能够保持稳定

运行。然而当锅炉负荷降低至150MWe即50％BMCR负荷时，锅炉的A、C两台磨停运，仅投运B、D

两台磨煤机，实际运行表明，两台磨对应的12只传统旋流煤粉燃烧器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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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火难，燃烧不稳定甚至灭火的现象。经试验测量，此时燃烧器内的氧气浓度约为17％，煤

粉气流的着火点约为763℃。

[0036] 采用本发明后，仅B、D磨投运时，通过调整输氧枪阀门开度，燃烧器内的氧气浓度

可提高至68％，经试验测量煤粉气流的着火点温度降低至625℃左右，煤粉气流及时着火，

稳燃特性良好。锅炉负荷降低至20％时通过调整微油枪和输氧枪阀门开度，采用本发明的

12只燃烧器依然能够稳定投运，该负荷运行时风电的并网负荷可达到240MWe，年CO2减排量

可达41000t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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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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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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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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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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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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