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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属于发

电技术领域，包括控制系统、锅炉壁和设置在锅

炉壁上的吹灰孔，还包括红外测温系统，所述红

外测温系统包括红外测温探头、窥视管和法兰，

所述窥视管一端通过法兰固定在锅炉壁上，另一

端连接红外测温探头，红外测温探头通过窥视管

正对吹灰孔的中心，红外测温探头的测量值反馈

至控制系统。本发明使用寿命长，减小了测温元

件的磨损速度，减小了日常维护量，测温响应速

度快，缩短了启动时间，节约燃料成本同时能防

止炉床结焦，保证床温测量的可靠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028048 B

2020.01.31

CN
 1
09
02
80
48
 B



1.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包括控制系统（8）、锅炉壁（1）和设置在锅炉壁上的吹灰孔

（4），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红外测温系统（2），所述红外测温系统（2）包括红外测温探头（3）、

窥视管（6）和法兰（5），所述窥视管（6）一端通过法兰（5）固定在锅炉壁（1）上，另一端连接红

外测温探头（3），红外测温探头（3）通过窥视管（6）正对吹灰孔（4）的中心，红外测温探头（3）

的测量值反馈至控制系统（8）；

所述红外测温系统（2）还包括窥视管吹扫装置、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和压缩空气控制装

置；

所述窥视管吹扫装置包括管路Ⅰ（9）、设置在管路Ⅰ（9）上的球阀Ⅰ（10）、油污分离器Ⅰ

（11）和转子流量计Ⅰ（12），管路Ⅰ（9）中的压缩空气依次通过球阀Ⅰ（10）、油污分离器Ⅰ（11）和

转子流量计Ⅰ（12）进入窥视管（6）内；

所述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包括管路Ⅱ（13）、设置在管路Ⅱ（13）的球阀Ⅱ（14）、油污分离

器Ⅱ（15）和转子流量计Ⅱ（16），管路Ⅱ（13）中的压缩空气依次通过球阀Ⅱ（14）、油污分离

器Ⅱ（15）和转子流量计Ⅱ（16）送至红外测温探头（3）处；

所述管路Ⅱ（13）还设有过滤减压阀（20），过滤减压阀（20）设置在转子流量计Ⅱ（16）和

红外测温探头（3）之间；

所述窥视管（6）上设有气动球阀（7），管路Ⅱ（13）内的压缩空气还可以送至气动球阀

（7）处；

管路Ⅱ（13）上还设有用于控制气动球阀（7）的电磁阀（21）；

两套红外测温系统（2）距离烟气出口（22）的垂直距离为炉床（23）与烟气出口（22）之间

总距离的1/3，并且相对锅炉的中心线对称设置， 红外测温探头（3）与水平方向夹角为15°；

两套红外测温系统（2）设置位置对应炉床（23）上部的密相区，同样相对锅炉的中心线

对称设置，用来测量炉膛下方炉床的床温，红外测温探头（3）与水平方向夹角为30°；

所述压缩空气控制装置包括为管路Ⅰ（9）和管路Ⅱ（13）提供压缩空气的主管路（17）、设

置在主管路（17）上的压力变送器（18）和总球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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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属于发电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循环流化床锅炉的主要特点是物料经过多次循环，在炉膛内反复进行燃烧和脱硫

反应，物料在燃烧过程中，物料层的温度俗称床温是保证循环流化床锅炉设备安全性和运

行经济性的重要参数之一，如果流化床床温过低，会导致流化床结焦，影响脱硫和燃烧效

果，反之床温过高，会导致密相区下端煤粉经过二次风后进行二次燃烧，导致水冷壁和高温

再热器出现高温结焦，因此循环流化床锅炉对床温的控制至关重要。

[0003] 目前主要采用将热电偶插入位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炉膛下部并且紧挨炉床的密相

区锅炉壁内进行测温，根据热电偶反馈至控制系统的测量值对循环流化床锅炉床温进行控

制，但是，循环流化床锅炉在使用热电偶测温的过程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0004] 1、热电偶磨损速度快，检修费用高。由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特殊的燃烧方式，大量高

温循环物料粒子不断冲刷燃烧室、分离器和回料阀，而下部燃烧室内表面由于物料粒子体

积最大，在烟气流剧烈作用下，其磨损程度最为严重。极易使分布在此位置的热电偶损坏，

导致热电偶失效或测量结果失准，导致热电偶的日常维护量增大，检修费用高昂，并且还会

影响电厂的安全稳定运行。

[0005] 2、热电偶响应时间慢，导致炉床结焦。现在普遍使用的热电偶响应时间为30-120

秒不等，从而使炉床的实际温度与热电偶输出信号温度之间存在延迟现象，使得床温调节

不及时而引起锅炉结焦现象。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床层整体温度低于灰渣变性温度，会由于

局部超温或低温烧结会引起低温结焦；而当床层整体温度水平较高而流化正常时，也可能

引起高温结焦。一旦焦块在床料中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焦块就会附着在一起，且越来越

大，造成流化更加困难，而产生恶性循环形成堵塞。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使用寿命长，减小了测

温元件的磨损速度，减小了日常维护量，测温响应速度快，缩短了启动时间，节约燃料成本

同时能防止炉床结焦，保证床温测量的可靠性。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包括控制系统、锅炉壁和设置在锅炉壁上的吹灰孔，还包括

红外测温系统，所述红外测温系统包括红外测温探头、窥视管和法兰，所述窥视管一端通过

法兰固定在锅炉壁上，另一端连接红外测温探头，红外测温探头通过窥视管正对吹灰孔的

中心，红外测温探头的测量值反馈至控制系统。

[0009]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红外测温系统还包括窥视管吹扫装置、

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和压缩空气控制装置。

[0010]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窥视管吹扫装置包括管路Ⅰ、设置在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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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上的球阀Ⅰ、油污分离器Ⅰ和转子流量计Ⅰ，管路Ⅰ中的压缩空气依次通过球阀Ⅰ、油污分离器

Ⅰ和转子流量计Ⅰ进入窥视管内。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包括管路Ⅱ、设置在

管路Ⅱ的球阀Ⅱ、油污分离器Ⅱ和转子流量计Ⅱ，管路Ⅱ中的压缩空气依次通过球阀Ⅱ、油

污分离器Ⅱ和转子流量计Ⅱ送至红外测温探头处。

[0012]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管路Ⅱ还设有过滤减压阀，过滤减压阀

设置在转子流量计Ⅱ和红外测温探头之间。

[0013]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窥视管上设有气动球阀，管路Ⅱ内的压

缩空气还可以送至气动球阀处。

[0014]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管路Ⅱ上还设有用于控制气动球阀的电磁

阀。

[0015]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所述压缩空气控制装置包括为管路Ⅰ和管路

Ⅱ提供压缩空气的主管路、设置在主管路上的压力变送器和总球阀。

[0016]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红外测温系统距离烟气出口的垂直距离为炉

床与烟气出口之间总距离的1/3，红外测温探头与水平方向夹角为15°。

[0017] 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于：红外测温系统设置位置对应炉床上部的密相

区，用来测量炉膛下方炉床的床温，红外测温探头与水平方向夹角为30°。

[0018]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取得的技术进步是：

[0019] 本发明的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使用寿命长，减小了测温元件的磨损速度，减小了

日常维护量，测温响应速度快，缩短了启动时间，节约燃料成本同时能防止炉床结焦，保证

床温测量的可靠性。

[0020] 本发明通过红外测温探头测量床温，与传统热电偶相比，一方面红外测温探头的

使用寿命长，并且红外在线测温是非接触式测温，可避免物料粒子与烟气流的冲刷而造成

的对测温元件磨损，减少日常维修量；另一方面，红外在线测温响应快，延迟时间短，测量温

度一般是炉床的实际温度，便于操作人员根据测量结果调节床温，防止了锅炉结焦现象，同

时响应时间的减少，可大大缩短点火初期煤、油混燃时间，降低投油量，减少启动时的燃烧

消耗。

[0021] 本发明通过设置窥视管吹扫装置，引入压缩空气对窥视管进行吹扫，一方面保证

红外测温探头前面的窥视管内不会出现积灰，避免灰尘影响红外测温探头的使用寿命，另

一方面确保炉膛内部的热气流不会冲击到红外探头的镜头而造成红外测温探头的损坏。

[0022] 由于料层的床温一般在800℃到900℃之间，过高的温度很容易损坏红外测温探头

前的镜头，通过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引入压缩空气直接对红外测温探头前的镜头进行降温，

有效的保护了整个红外测温探头。

[0023] 压缩空气控制装置保证压缩空气压力正常，避免由于压缩空气故障导致红外测温

探头损坏。

[0024] 在窥视管和红外探头之间增加了气动球阀，当压缩空气出现故障时，通过电磁阀

及时关断气动球阀，避免红外测温探头受到高温炉膛烟气的损伤。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028048 B

4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27] 其中，1、锅炉壁，2、红外测温系统，3、红外测温探头，4、吹灰孔，5、法兰，6、窥视管，

7、气动球阀，8、控制系统，9、管路Ⅰ，10、球阀Ⅰ，11、油污分离器Ⅰ，12、转子流量计Ⅰ，13、管路

Ⅱ，14、球阀Ⅱ，15、油污分离器Ⅱ，16、转子流量计Ⅱ，17、主管路，18、压力变送器，19、总球

阀，20、过滤减压阀，21、电磁阀，22、烟气出口，23、炉床。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如图1、图2所示，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包括控制系统8、锅炉壁1和设置在锅炉壁

上的吹灰孔4，还包括红外测温系统2，所述红外测温系统2包括红外测温探头3、窥视管6和

法兰5，所述窥视管6一端通过法兰5固定在锅炉壁1上，另一端连接红外测温探头3，红外测

温探头3通过窥视管6正对吹灰孔4的中心，红外测温探头3的测量值反馈至控制系统8。通过

红外测温探头3测量床温，与传统热电偶相比，一方面红外测温探头3的使用寿命长，并且红

外在线测温是非接触式测温，可避免物料粒子与烟气流的冲刷而造成的对测温元件磨损，

减少日常维修量；另一方面，红外在线测温响应快，延迟时间短，测量温度一般是炉床的实

际温度，便于操作人员根据测量结果调节床温，防止了锅炉结焦现象，同时响应时间的减

少，可大大缩短点火初期煤、油混燃时间，降低投油量，减少启动时的燃烧消耗。

[0030] 红外测温系统2还包括窥视管吹扫装置、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和压缩空气控制装置。

窥视管吹扫装置包括管路Ⅰ9、设置在管路Ⅰ9上的球阀Ⅰ10、油污分离器Ⅰ11和转子流量计Ⅰ

12，管路Ⅰ9中的压缩空气依次通过球阀Ⅰ10、油污分离器Ⅰ11和转子流量计Ⅰ12进入窥视管6

内。窥视管吹扫装置中的压缩空气可以对窥视管6进行吹扫，一方面保证红外测温探头3前

面的窥视管内不会出现积灰，避免灰尘影响红外测温探头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确保炉膛

内部的热气流不会冲击到红外探头的镜头而造成红外测温探头的损坏。管路Ⅰ9用于输送压

缩空气，球阀Ⅰ10便于切断分管路Ⅰ压缩空气；油污分离器Ⅰ11用于分离压缩空气中凝聚的水

分和油分等杂质，使压缩空气得到初步净化，转子流量计Ⅰ12用于测量通过管路Ⅰ9的压缩空

气的流量。窥视管6的内径大于等于吹灰孔4的直径，可以保证窥视管吹扫装置对窥视管彻

底的吹扫和降温，避免窥视管6不能覆盖吹灰孔而导致的烟气外泄和热气流对于窥视管6的

外壁造成的损伤。

[0031] 红外探头吹扫装置包括管路Ⅱ13、设置在管路Ⅱ13的球阀Ⅱ14、油污分离器Ⅱ15

和转子流量计Ⅱ16，管路Ⅱ13中的压缩空气依次通过球阀Ⅱ14、油污分离器Ⅱ15和转子流

量计Ⅱ16送至红外测温探头3处。由于料层的床温一般在800℃到900℃之间，过高的温度很

容易损坏红外测温探头前的镜头，红外探头吹扫装置中的压缩空气直接对红外测温探头前

的镜头进行降温，有效的保护了整个红外测温探头。管路Ⅱ13用于输送压缩空气，球阀Ⅱ14

便于切断分球阀Ⅱ14压缩空气；油污分离器Ⅱ15用于分离压缩空气中凝聚的水分和油分等

杂质，使压缩空气得到初步净化，转子流量计Ⅰ12用于测量通过管路Ⅱ13的压缩空气的流

量。

[0032] 由于管路Ⅱ13内的压缩空气的压力可能会出现压力不稳定的情况，会损坏红外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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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探头，因此管路Ⅱ13还设有过滤减压阀20，过滤减压阀20设置在转子流量计Ⅱ16和红外

测温探头3之间，过滤减压阀20能够保证当输入端的压缩空气压力波动时，减压阀膜片自动

作出调整，使压缩空气压力平稳的输出，保证压缩空气的压力稳定。

[0033] 窥视管6上设有气动球阀7，管路Ⅱ13内的压缩空气还可以送至气动球阀7处，管路

Ⅱ13上还设有用于控制气动球阀7的电磁阀21。当压缩空气出现故障时，通过电磁阀21及时

关断气动球阀7，避免炉膛内的高温烟气损伤红外测温探头。

[0034] 压缩空气控制装置包括为管路Ⅰ9和管路Ⅱ13提供压缩空气的主管路17、设置在主

管路17上的压力变送器18和总球阀19。压缩空气主管路17上的总球阀19，用于切断进入主

管路17压缩空气；主管路17上安装压力变送器18，压力变送器18的信号反馈至控制系统8，

实现远距离监视压缩空气压力，可以保证压缩空气压力正常，避免由于压缩空气故障导致

红外测温探头损坏。

[0035] 本发明设置红外测温系统4套，其中两套红外测温系统2距离烟气出口22的垂直距

离为炉床23与烟气出口22之间总距离的1/3，并且相对锅炉的中心线对称设置，红外测温探

头3与水平方向夹角为15°；两套红外测温系统2设置位置对应炉床23上部的密相区，同样相

对锅炉的中心线对称设置，用来测量炉膛下方炉床的床温，红外测温探头3与水平方向夹角

为30°。

[0036] 本发明的一种循环流化床锅炉，使用寿命长，减小了测温元件的磨损速度，减小了

日常维护量，测温响应速度快，缩短了启动时间，节约燃料成本同时能防止炉床结焦，保证

床温测量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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