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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

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采用相关系数的方法，动

态考虑了燃烧器烧损的故障概率，实现了煤电锅

炉燃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动态计算、在线监视与

控制。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

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包括锅炉水冷壁温度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与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连

接，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连接用于煤电锅炉燃

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计算和控制的计算服务器，

计算服务器连接网页服务器，网页服务器连接用

户端浏览器。如果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全风险

排序数增大时，通过合理的安排临时检修或C级

检修来使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安全风险处于受控

状态，保障了燃煤机组长周期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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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根据电厂设计数据与历史统计数据，从所有燃烧器中选出运行工况最恶劣的

1-10个燃烧器作为研究对象，并计算每个燃烧器发生烧损的事故概率；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

器发生烧损事故的概率FPi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统计的台数，n0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

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次数的历史数据统计值，ni为本台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

器发生烧损事故次数的历史数据统计值，ti为本台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从投运至当前的

日历小时数，t0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使用的平均日历小时数的历史数

据的统计值，Ki和K0为相关系数，Ki/K0＝at/t0，且Ki+aK0＝1；i为正整数；

第二步：在线监视各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的温度；采用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器，在线监

视各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温度；根据温度监视值的大小，定义煤电锅炉燃烧器烧损事故发

生可能性P1；根据温度监视值的持续时间，定义煤电锅炉燃烧器烧损事故发生可能性P2，具

体判据与数值表示在表1和表2；

表1：

表2：

第三步：计算第i个燃烧器的平均检修时间MTTRi；使用数据库中已有的历史数据，在线

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平均检修时间MTTRi

式中，τ0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引起的煤电锅炉总的

非计划停运时间；

第四步：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i：

RPNi＝FPi×P1×P2×MTTRi；

第五步：评定煤电锅炉各燃烧器安全风险等级；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全风险排

序数的RPNi大小，把煤电锅炉各个燃烧器的安全风险分为5个等级，如表3；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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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确定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安全风险排序数中的最大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max：

RPNmax＝max{RPNi}；

第七步：采取煤电锅炉燃烧器的风险控制措施；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的最大动态安全

风险排序数RPNmax的计算值，采取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1)若RPNmax<4，有五级风险，轻微风险，可接受风险，可继续运行；

2)若4≤RPNmax<8，有四级风险，普通风险，可接受风险，在半年内安排C级检修(计划小

修)中，进行全面检查；

3)若8≤RPNmax<24，有三级风险，重要风险，不可接受风险，在本月内安排临时检修，进

行全面检查；

4)若24≤RPNmax<50，有二级风险，严重风险，不可接受风险，在本周内安排临时检修，进

行全面检查；

5)若RPNmax≥50，有一级风险，重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立即停炉安排临时检修，进行

全面检查。

2.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电锅

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器(1)，温度

传感器(1)与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2)连接，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2)连接用于煤电锅

炉燃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计算和控制的计算服务器(3)，计算服务器(3)连接网页服务器

(4)，网页服务器(4)连接用户端浏览器(5)。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器(1)设于锅炉燃烧器附近的水冷壁管外侧。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计算服务器(3)采用的计算机软件中运行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

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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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及装置，属于煤 电

锅炉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煤电锅炉的燃烧器包括煤粉管及喷口、一次风管和二次风管等。在一次风管 内设

中心风管，在中心风管引入小股煤粉气流或油雾流或燃气直接进入回流区先  行着火。燃烧

器是燃煤锅炉燃烧系统的关键设备，由于燃烧器的工作条件恶劣，  加之锅炉燃烧并不稳

定，经常出现局部超温。

[0003] 我国幅员辽阔，煤种复杂，设计煤种与实际煤种常常并不一致，燃烧器出口  容易

出现超温和结焦，造成燃烧器烧损等事故。燃烧器附近大量结焦后，焦块脱  落在冷灰斗处，

造成冷灰斗篷焦，生产部门组织人力进行清焦工作，危险性较大，  结焦严重时造成捞渣机

及渣沟堵塞。

[0004] 燃烧器事故已严重影响到锅炉的安全稳定运行。燃煤电厂急需煤电锅炉燃烧  器

安全风险的在线监视与控制功能，以保障燃煤机组长周期安全运行。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实现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监视  与

控制。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  风

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7] 第一步：根据电厂设计数据与历史统计数据，从所有燃烧器中选出运行工况  最恶

劣的1-10个燃烧器作为研究对象，并计算每个燃烧器发生烧损的事故概率；  煤电锅炉第i

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概率FPi的计算公式如下：

[0008]

[0009] 式中，a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统计的台数，n0为数据库  中已

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次数的历史数据统计值，ni为本台  煤电锅炉第i

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次数的历史数据统计值，ti为本台煤电锅炉  第i个燃烧器从投运至

当前的日历小时数，t0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  燃烧器使用的平均日历小时数

的历史数据的统计值，Ki和K0为相关系数，  Ki/K0＝at/t0，且Ki+aK0＝1；i为正整数；

[0010] 第二步：在线监视各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的温度；采用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  器，

在线监视各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温度；根据温度监视值的大小，定义煤电锅  炉燃烧器烧损

事故发生可能性P1；根据温度监视值的持续时间，定义煤电锅炉  燃烧器烧损事故发生可能

性P2，具体判据与数值表示在表1和表2；

[001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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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表2：

[0014]

[0015] 第三步：计算第i个燃烧器的平均检修时间MTTRi；使用数据库中已有的历  史数

据，在线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平均检修时间MTTRi

[0016]

[0017] 式中，τ0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引起的煤电  锅

炉总的非计划停运时间；

[0018] 第四步：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  RPNi：

[0019] RPNi＝FPi×P1×P2×MTTRi；

[0020] 第五步：评定煤电锅炉各燃烧器安全风险等级；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  全风

险排序数的RPNi大小，把煤电锅炉各个燃烧器的安全风险分为5个等级，  如表3；

[0021] 表3：

[0022]

[0023]

[0024] 第六步：确定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安全风险排序数中的最大动态安全风险排序  数

RPNmax：

[0025] RPNmax＝max{RPNi}；

[0026] 第七步：采取煤电锅炉燃烧器的风险控制措施；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的最大  动态

安全风险排序数RPNmax的计算值，采取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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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1)若RPNmax<4，有五级风险，轻微风险，可接受风险，可继续运行；

[0028] 2)若4≤RPNmax<8，有四级风险，普通风险，可接受风险，在半年内安排C  级检修(计

划小修)中，进行全面检查；

[0029] 3)若8≤RPNmax<24，有三级风险，重要风险，不可接受风险，在本月内安  排临时检

修，进行全面检查；

[0030] 4)若24≤RPNmax<50，有二级风险，严重风险，不可接受风险，在本周内安  排临时检

修，进行全面检查；

[0031] 5)若RPNmax≥50，有一级风险，重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立即停炉安排 临时检修，

进行全面检查。

[003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采用上述  的

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锅炉水冷壁温  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与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连接，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连  接用于煤电锅炉燃

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计算和控制的计算服务器，计算服务器连  接网页服务器，网页服务器

连接用户端浏览器。

[0033] 优选地，所述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器设于锅炉燃烧器附近的水冷壁管外侧。

[0034] 优选地，所述计算服务器采用的计算机软件中运行上述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  全

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

[0035]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采用相关系数的方法，动态考虑  了燃

烧器烧损的故障概率，实现了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动态计算、在  线监视与控

制。如果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增大时，通过合理的安  排临时检修或C级检

修来使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安全风险处于受控状态，保障了  燃煤机组长周期安全运行。

附图说明

[0036] 图1为本实施例提供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方框图；

[0037] 图2为本实施例提供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方法流程图；

[0038] 图3为计算服务器采用的计算机软件框图；

[0039] 图4为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排序数计算结果的示意图；

图5为660MW煤电锅炉在某一时刻的燃烧器安全风险计算结果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41] 图1为本实施例提供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方框图，  所述

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控制装置由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器1、  煤电锅炉热工

保护系统接口2、计算服务器3、网页服务器4和用户端浏览器5  组成，在锅炉燃烧器附近的

水冷壁管外侧安装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器1，锅炉水  冷壁温度传感器1与锅炉热工保护系

统接口2连接，锅炉热工保护系统接口2连  接计算服务器3，计算服务器3连接网页服务器4，

网页服务器4连接用户端浏 览器5。

[0042] 如图2所示为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与控制方法的流程图，如 图3所

示为本发明计算服务器采用的计算机软件框图，该软件安装在煤电锅炉燃  烧器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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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数的计算服务器上，应用于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计  算和控制。煤电锅炉燃

烧器安全风险在线监视与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43] 第一步：根据电厂设计数据与历史统计数据，从所有燃烧器中选出运行工况  最恶

劣的5个燃烧器作为研究对象，并计算每个燃烧器发生烧损的事故概率：使  用计算机软件，

在线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概率FPi

[0044]

[0045] 式中，a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统计的台数，n0为数据库  中已

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次数的历史数据统计值，ni为本台  煤电锅炉第i

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次数的历史数据统计值，ti为本台煤电锅炉  第i个燃烧器从投运至

当前的日历小时数，t0为数据库中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  燃烧器使用的平均日历小时数

的历史数据的统计值，Ki和K0为相关系数，  Ki/K0＝at/t0，且Ki+aK0＝1；i为正整数；次数的

历史数据统计值

[0046] 第二步：在线监视各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的温度：采用锅炉水冷壁温度传感  器，

在线监视各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温度，根据温度监视值的大小，定义煤电锅  炉燃烧器烧损

事故发生可能性P1，根据温度监视值的持续时间，定义煤电锅炉  燃烧器烧损事故发生可能

性P2，具体判据与数值表示在表1和表2；

[0047] 表1：

[0048]

[0049] 表2：

[0050]

[0051] 第三步：计算第i个燃烧器的平均检修时间MTTRi：使用计算机软件中已有 的历史

数据，在线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平均检修时间  MTTRi

[0052]

[0053] 式中，τ0为软件数据文件已有的同型号煤电锅炉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引起的  煤

电锅炉总的非计划停运时间；

[0054] 第四步：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的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i：使用计算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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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煤电锅炉第i个燃烧器发生烧损事故的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i

[0055] RPNi＝FPi×P1×P2×MTTRi

[0056] 第五步：评定煤电锅炉各燃烧器安全风险等级：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  全风

险排序数的RPNi大小，把煤电锅炉各个燃烧器的安全风险分为5个等级，  表示在表3；

[0057] 表3：

[0058]

[0059] 第六步：确定煤电锅炉燃烧器的最大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max：采用如  下公式，

计算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安全风险排序数中的最大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  RPNmax

[0060] RPNmax＝max{RPNi}

[0061] 第七步：采取煤电锅炉燃烧器的风险控制措施：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的最大  动态

安全风险排序数RPNmax的计算值，采取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0062] (1)若RPNmax<4，有五级风险，轻微风险，可接受风险，可继续运行；

[0063] (2)若4≤RPNmax<8，有四级风险，普通风险，可接受风险，在半年内安排  C级检修

(计划小修)中，进行全面检查；

[0064] (3)若8≤RPNmax<24，有三级风险，重要风险，不可接受风险，在本月内  安排临时检

修，进行全面检查；

[0065] (4)若24≤RPNmax<50，有二级风险，严重风险，不可接受风险，在本周内  安排临时

检修，进行全面检查；

[0066] (5)若RPNmax≥50，有一级风险，重大风险，不可接受风险，立即停炉安  排临时检

修，进行全面检查。

[0067] 下面以两个具体的实施例进行说明。

[0068] 实施例1

[0069] 对于某型号超临界350MW煤电锅炉，采用直流式燃烧器，在设计工况下，  燃烧器附

近水冷壁外壁温度为550℃，该台煤电锅炉燃烧器采用图1所示的装置、 图2所示的流程图

和图3所示的计算机软件，图4为超临界350MW煤电锅炉在  某一时刻的燃烧器安全风险计算

结果的示意图。该台350MW煤电锅炉的燃烧器  在某一时刻的安全风险的监视与控制结果如

下：

[0070] 第一步：煤电锅炉燃烧器相关系数和发生烧损的事故概率FPi的在线计算结  果列

于表4；

[0071]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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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燃烧器名称 K1 aK2 烧损事故概率FPi

1号燃烧器 0.745 0.255 4.343617×10-3

4号燃烧器 0.745 0.255 1.897432×10-2

6号燃烧器 0.745 0.255 0.387209×10-2

9号燃烧器 0.438 0.562 6.219734×10-2

12号燃烧器 0.745 0.255 3.987529×10-2

[0073] 第二步：使用计算机软件，由350MW煤电锅炉水冷壁壁温的温度信号在线  监视值

得出的系数P1与系数P2的计算值列于表5；

[0074] 表5：

[0075]

燃烧器名称 P1 P2

1号燃烧器 2 1 

4号燃烧器 2 1 

6号燃烧器 1 1 

9号燃烧器 3 2 

12号燃烧器 2 1 

[0076] 第三步：根据燃烧器的不同位置，350MW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平均检修时间  MTTRi的

历史数据的计算结果列于表6；

[0077] 表6：

[0078]

事故名称 MTTRi(h) 

1号燃烧器 63.23 

4号燃烧器 65.78 

6号燃烧器 64.91 

9号燃烧器 63.98 

12号燃烧器 66.01 

[0079] 第四步和第五步：该台350MW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i的计算值

和风险级别的评定结果列于表7；

[0080] 表7：

[0081]

燃烧器位置 RPNi 风险等级 

1号燃烧器 0.55 轻微风险 

4号燃烧器 2.50 轻微风险 

6号燃烧器 0.25 轻微风险 

9号燃烧器 23.88 重要风险 

12号燃烧器 5.26 普通风险 

[0082] 第六步和第七步：该台300MW煤电锅炉燃烧器在该时刻的动态安全风险排  序数的

最大值为RPNmax＝23.88<24，有三级风险，重要风险，需要在本月内安排  临时检修，重点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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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9号燃烧器，并对所有燃烧器进行全面检查。

[0083] 实施例2

[0084] 对于某型号超超临界660MW煤电锅炉，采用旋流燃烧器，在设计工况下，  燃烧器附

近水冷壁外壁温度为580℃，该台煤电锅炉燃烧器采用图1所示的装置、 图2所示的流程图

和图3所示的计算机软件，图5为该台660MW煤电锅炉在某  一时刻的燃烧器安全风险计算结

果的示意图。该台660MW煤电锅炉的燃烧器在  某一时刻的安全风险的监视与控制结果如

下：

[0085] 第一步：煤电锅炉燃烧器相关系数和发生烧损的事故概率FPi的在线计算结  果列

于表8；

[0086] 表8：

[0087]

燃烧器名称 K1 aK2 烧损事故概率FPi

2号燃烧器 0.674 0.326 3.343517×10-3

4号燃烧器 0.412 0.588 1.219734×10-1

7号燃烧器 0.538 0.462 1.375609×10-2

8号燃烧器 0.538 0.462 4.132932×10-2

10号燃烧器 0.538 0.462 5.932529×10-2

[0088] 第二步：使用计算机软件，由350MW煤电锅炉水冷壁壁温的温度信号在线  监视值

得出的系数P1与系数P2的计算值列于表9；

[0089] 表9：

[0090]

[0091]

[0092] 第三步：根据燃烧器的不同位置，660MW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平均检修时间  MTTRi的

历史数据的计算结果列于表10；

[0093] 表10：

[0094]

事故名称 MTTRi(h) 

1号燃烧器 61.23 

4号燃烧器 63.48 

6号燃烧器 62.11 

9号燃烧器 61.08 

12号燃烧器 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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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第四步和第五步：该台660MW煤电锅炉燃烧器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RPNi的计算值

和风险级别的评定结果列于表8；

[0096] 表11：

[0097]

燃烧器位置 RPNi 风险等级 

1号燃烧器 0.41 轻微风险 

2号燃烧器 46.46 严重风险 

4号燃烧器 0.85 轻微风险 

8号燃烧器 7.57 普通风险 

13号燃烧器 14.99 重要风险 

[0098] 第六步和第七步：该台660MW煤电锅炉燃烧器在该时刻的动态安全风险排  序数的

最大值为RPNmax＝46.46>24，有二级风险，严重风险，需要在本周内安排  临时检修，重点检

查对2号燃烧器和13号燃烧器，并对所有燃烧器进行全面检 查。

[0099]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煤电锅炉燃烧器安全风险的在线监视与控制装置，实现了  在

线定量计算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动态安全风险排序数，根据煤电锅炉燃烧器的最  大动态安

全风险排序数来安排临时检修或C级检修，使煤电锅炉燃烧器的安全 风险处于受控状态。

[010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任何形式上和实质上的  限

制，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方法的前提  下，还将可以

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凡熟悉本专业的技术

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当可利用以  上所揭示的技术内容而做出的

些许更动、修饰与演变的等同变化，均为本发明的  等效实施例；同时，凡依据本发明的实质

技术对上述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等同变化 的更动、修饰与演变，均仍属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的范围内。

说　明　书 8/8 页

11

CN 109974027 A

11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12

CN 109974027 A

1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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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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