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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公开提供了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

脱硝系统，包括烟道，所述烟道上按烟气流动方

向依次设有一级省煤器、SCR反应器和二级省煤

器，所述一级省煤器和二级省煤器按60％:40％

的比例进行布置，所述烟道设有烟气旁路，所述

烟气旁路用于将一级省煤器前的部分烟气通过

管路直接引至SCR反应器入口处，所述烟气旁路

与烟道的连通接口处设有烟道挡板。本公开通过

设置烟气旁路及对省煤器进行优化设计，提高了

SCR反应器的进口烟温，保证了SCR反应器的脱硝

效率。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1页

CN 209138350 U

2019.07.23

CN
 2
09
13
83
50
 U



1.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烟道，所述烟道上按烟气流

动方向依次设有一级省煤器、SCR反应器和二级省煤器，所述一级省煤器和二级省煤器按

60％:40％的比例进行布置，所述烟道设有烟气旁路，所述烟气旁路用于将一级省煤器前的

部分烟气通过管路直接引至SCR反应器入口处，所述烟气旁路与烟道的连通接口处设有烟

道挡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省

煤器通过管路直接与锅炉给水相连，所述锅炉给水经过二级省煤器加热后，通过连接管道

再引至一级省煤器进行加热。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省

煤器和二级省煤器均为H型翅片省煤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省

煤器两侧对称布置有若干吹灰器。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吹灰器

为蒸汽吹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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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涉及燃煤电厂锅炉烟道脱硝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

气脱硝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及地方标准对燃煤电厂锅炉NOx排放的严格要求，机组从开机带负荷开

始和低负荷时无法投运脱硝装置将与相关规定产生无法避免的矛盾，因此，必须对锅炉排

烟系统进行相应改造，以解决这一问题，保障脱硝投入率。

[0003] 燃煤电厂锅炉的烟气脱硝工程，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脱硝工艺，即SCR反

应器布置在锅炉省煤器出口和空气预热器之间，脱硝装置处理100％烟气量，超低排放要求

反应器出口NOx浓度不高于50mg/Nm3。脱硝投入要求  SCR入口烟气最佳温度为320～400℃，

机组负荷低于500MW时脱硝温度低于  320℃运行；由于电力负荷下滑，特别是冬季低负荷和

深度调峰负荷低至350MW 以下时，脱硝装置SCR入口烟气温度已低于290℃，导致NOx排放、

波动大，空预器腐蚀、堵塞、差压增大，机组面临被迫停运和被环保部门通报、考核风险。目

前部分省份已经要求从开机带负荷开始，要求机组脱硝必须全时段投入，从长远看将成发

展趋势。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公开提供了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

该系统通过设置烟气旁路及对省煤器进行优化设计，提高了SCR反应器的进口烟温，保证了

SCR反应器的脱硝效率。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公开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包括烟道，所述烟道上按烟气流动方向依

次设有一级省煤器、SCR反应器和二级省煤器，所述一级省煤器和二级省煤器按60％:40％

的比例进行布置，所述烟道设有烟气旁路，所述烟气旁路用于将一级省煤器前的部分烟气

通过管路直接引至SCR反应器入口处，所述烟气旁路与烟道的连通接口处设有烟道挡板。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二级省煤器通过管路直接与锅炉给水相连，所述锅炉给水经过二

级省煤器加热后，通过连接管道再引至一级省煤器进行加热。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省煤器和二级省煤器均为H型翅片省煤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二级省煤器两侧对称布置有若干吹灰器。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吹灰器为蒸汽吹灰器。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公开的有益效果是：

[0012] 1)本公开采用一、二级省煤器按60％:40％的比例布置，并将给水引至二级省煤器

先加热，一级省煤器后加热，减少了SCR反应器前省煤器的吸热量，达到了提高SCR入口烟气

温度的目的；

[0013] 2)本公开的二级省煤器可以继续降低从脱硝装置SCR排出的烟气温度，从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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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预器出口烟温不提高，保证锅炉效率，同时避免NOx排放超标被迫停机损失；

[0014] 3)本公开采用的烟气旁路加优化后的一、二级省煤器可提高进入脱硝装置  SCR的

烟气温度，做到低负荷和并网时脱硝系统的正常投运，实现全负荷脱硝的目标，满足未来越

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避免NOx排放超标被迫停机损失；

[0015] 4)本公开的烟气脱硝系统优化了脱硝投入温度，减少氨逃逸，大大减缓对空预器

的腐蚀和堵塞，可有效预防空预器差压增大，延长空预器寿命。

附图说明

[0016]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

[0017] 图1为本公开的系统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一级省煤器；2、SCR反应器；3、二级省煤器；4、烟道旁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例对本公开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1]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2] 在本公开中，术语如“上”、“下”、“左”、“右”、“前”、“后”、“竖直”、“水平”、“侧”、

“底”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只是为了便于叙述本公

开各部件或元件结构关系而确定的关系词，并非特指本公开中任一部件或元件，不能理解

为对本公开的限制。

[0023] 本公开中，术语如“固接”、“相连”、“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表示可以是固定连接，

也可以是一体地连接或可拆卸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

本领域的相关科研或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上述术语在本公开中的具体含义，

不能理解为对本公开的限制。

[0024]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发明人认为现有的机组存在从开机带负荷开始和低负荷

时无法投运脱硝装置的问题，为了解决如上的技术问题，本申请提出了一种实现并网即投

入的烟气脱硝系统，该系统通过设置烟气旁路及对省煤器进行优化设计，提高了SCR反应器

的进口烟温，保证了SCR反应器的脱硝效率。

[0025] 如图1所示，一种实现并网即投入的烟气脱硝系统，包括烟道，所述烟道上按烟气

流动方向依次设有一级省煤器1、SCR反应器2和二级省煤器3，所述一级省煤器1和二级省煤

器3按60％:40％的比例进行布置，所述烟道设有烟气旁路4，所述烟气旁路4用于将一级省

煤器1前的部分烟气通过管路直接引至  SCR反应器2入口处，所述烟气旁路4与烟道的连通

接口处设有烟道挡板，通过烟气挡板调节进入烟气旁路的烟气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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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具体实施中，本公开的省煤器可在原有的省煤器基础上进行改造，具体包括：

[0027] 省煤器分级改造将原有的省煤器部分(靠近烟气下游的部分)40％受热面拆除，在

SCR反应器2后增设一定的省煤器受热面，该部分省煤器称为二级省煤器3，剩下的原有部分

省煤器称为一级省煤器1，一级省煤器1和二级省煤器2  按60％:40％的比例进行布置。

[0028] 在某一实施中，按照光管计算，原省煤器面积减少7200m2，为了改造后不降低锅炉

效率，在脱硝装置SCR出口增加H型省煤器面积为21000m2(管子及鳍片总有效换热面积，基

管面积)。在脱硝装置SCR后布置的H型翅片管省煤器，设计值最大烟速为9.8m/s，符合H型翅

片管省煤器的烟速要求。布置面积为21000m2，增加的H型省煤器约300吨(其中本体重量约

270吨)。因安装位置对省煤器安装体积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分级后的省煤器全部更换为H型

省煤器。  H型翅片省煤器较光管式省煤器具有翅化比高、比面积体积小的特点，同时更具有

耐磨性。

[0029] 在某一实施例中，还同时增加SCR出口省煤器，即二级省煤器的吹灰器单侧3只，共

6只，并采用吹灰效果更好的蒸汽吹灰器进行吹灰。

[0030] 所述二级省煤器3通过管路直接与锅炉给水相连，所述锅炉给水经过二级省煤器3

加热后，通过连接管道再引至一级省煤器1进行加热。通过该设置，可减少SCR反应器2前省

煤器的吸热量，提高SCR入口烟气温度。且二级省煤器3可以继续降低从SCR反应器中排出的

烟气温度，从而保证空预器出口烟温不提高，保证锅炉效率，同时避免NOx排放超标被迫停

机损失。

[0031] 本公开可将空预器烟气侧阻力下降0.8KPa，一次风侧阻力下降0.3KPa，二次风侧

阻力下降0.5KPa，带来的风机电耗节约收益214万/年，实现年降煤耗约  1.0g/kwh；原省煤

器蛇形管由于布置原因，防磨防爆检查只能检查省煤器组上下表面区域，内部管排段无法

检查，目前省煤器管排也存在磨损减薄的问题，改造后分级段的省煤器管排全部更换为新

管排，机组泄漏非停几率至少降低80％。

[0032] 与改造前相比，改造前后对过热汽汽温、再热汽温、喷水量等锅炉总体性能没有明

显的影响，基本维持原状，锅炉各方面性能基本不变，锅炉运行控制方式基本不变。

[0033] 本公开的省煤器分级改造后，满足50％THA负荷下脱硝入口烟温不低于  318℃，

30％THA负荷以上脱硝入口烟温大于290℃脱硝装置正常投入，且在  75％THA-50％THA负荷

区间不影响锅炉效率降低，其中THA意为热效率验收工况。具体改造前后的省煤器的面积及

SCR入口烟温变化如表1所示。

[0034] 表1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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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在具体实施中，烟气旁路4的入口可开在转向室处或一级省煤器1进口位置的烟道

上，设置烟气挡板时，可增加部分钢结构，以固定烟气挡板。

[0037] 烟气旁路4的增加，使得机组在低负荷运行时，可以通过抽取烟气加热从一级省煤

器1出口过来的烟气，使低负荷时SCR2入口处烟气温度达到脱硝最低连续运行烟温以上。

[0038] 具体实施中，在30％THA工况下，旁路烟气份额为20％、30％和40％时对应的脱硝

入口烟气温度升高幅度分别为22.4℃、38.0℃和57℃；40％烟气旁路后的烟气温度接近脱

混合后的脱硝入口烟温为316℃，接近脱硝装置投入最低限制温度。同时考虑较低的旁路烟

气速度，以满足更低负荷时的流量(烟气流速和阻力)需求。

[0039] 而在省煤器分级的基础上，30％THA工况时，40％旁路份额时脱硝入烟气温度可超

过316℃；

[0040] 当烟气旁路4份额40％时(无分级省煤器)，并网时的脱硝入口烟气温度为  271 .8

℃，因烟气旁路尺寸选择充分考虑了烟气流速的影响，此时烟气旁路内的烟气流速设计仅

为18.4m/s，完全可进一步通过打开烟道挡板增加主烟道阻力的方法进一步提高烟道旁路4

的烟气份额来提高脱硝装置入口烟温度，使SCR2  入口处烟气温度达到脱硝装置正常运行

温度。借鉴其它并网时即投脱硝装置的电厂经验，此温度下可投入脱硝装置。表2为改造后

30％THA工况下，旁路烟气份额为20％、30％和40％以及未改造前的锅炉工况数据表。

[0041] 表2在分级省煤器的基础上烟气旁路不同改造份额前后数据对比

[0042]

计算参数 单位 改造前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给水流量 t 735 735 735 735 

发电负荷 MW 200 200 200 200 

旁路份额   —— 20％ 30％ 40％ 

主烟道烟气量 Nm3/h 1065701.8 852561.44 745991.26 639421.08 

旁路烟气量 Nm3/h 0 213140.36 319710.54 426280.72 

低再入口烟温 ℃ 454 454.0 454.0 454.0 

低再出口烟温 ℃ 375 350.5 334 314 

省煤器出口烟温 ℃ 255 233.3 224.0 217.4 

混合后烟温 ℃ —— 277.4 293.0 316.0 

排烟温度 ℃ 76.60 81.70 85.00 89.20 

温升效果 ℃ —— 22.4 38.0 57.0 

排烟热损失 ％ 4.50％ 4.80％ 4.99％ 5.24％ 

影响锅炉效率△η ％ 基点 0.30％ 0.49％ 0.74％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4]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公开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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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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