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420991.3

(22)申请日 2019.08.29

(73)专利权人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 643001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五星

街黄桷坪路150号

(72)发明人 杨章宁　李家全　潘绍成　孔红兵　

李曼丽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泰合道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51231

代理人 王荣　伍姝茜

(51)Int.Cl.

F23D 17/00(2006.01)

F23G 7/0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

包括固定罩壳、独立风室、中心风组、一次风组、

二次风组、分级风组、天然气喷射装置及化工废

气喷射装置；分级风组包括设于二次风管外的分

级风管、设于分级风管内的分级风调节器，分级

风管的进风口位于配风室内；天然气喷射装置包

括数根天然气喷枪，每根天然气喷枪的后端与天

然气集箱相连；化工废气喷射装置包括前端设于

分级风管内的数根化工废气喷枪，其后端与化工

废气集箱相联；本实用新型能同时适用于多维度

燃料，经济性好，并实现空气多级分级可调技术，

在不同燃料实现配风的快速调整，从而降低炉膛

内燃烧温度，有效兼顾化工废气与天然气、燃油

等燃料的高效、低氮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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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包括固定罩壳、独立风室、中心风组、一次风组、二次风组；

独立风室包括相连的配风室和配风管；中心风组包括中心风管、与独立风室相连的连接管；

一次风组包括设于中心风管外的套筒、稳燃盘；二次风组包括设于套筒外的一二次风中间

夹环和二次风管；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级风组、天然气喷射装置及化工废气喷射装置；分

级风组包括设于二次风管外的分级风管、设于分级风管内的分级风调节器，  分级风管的进

风口位于配风室内；天然气喷射装置包括布置在稳燃盘与一二次风中间夹环之间的数根天

然气喷枪，每根天然气喷枪的后端与天然气集箱相连；化工废气喷射装置包括前端设于分

级风管内的数根化工废气喷枪，其后端与化工废气集箱相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在中心风管内设有油喷

枪。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在配风管内设有调

节挡板，在中心风组内设有中心风调节风门，在套筒内设有一次风调节风门，在二次风管内

设有二次风调节风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其特征在于：  分级风管的周向外缘

前端设有文丘里型扩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在套筒前端固联有环形

的前孔板，每根天然气喷枪的前端穿过前孔板，前孔板还设有数个风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数根天然气喷枪设有不

同的喷射角度。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在中心风管上设有油枪

伸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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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燃烧器，特别是用于锅炉的多燃料低氮燃烧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化行业，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的驰放气、合成气、尾气等化工废气量较大，这

些化工废气一般含有H2、CO、CH4等可燃成份，热值一般在2500kcal/Nm3左右，根据H2、CO成

份的不同，热值有一定波动；为了能源的综合利用，石化行业都将其作为能源利用，通过锅

炉燃烧的方式产生热能发电或者供热。然而，由于存在化工废气供运不稳定的情况，同时需

要天然气、油等作为备用燃料；根据燃料的燃烧特性不同，不同的燃料需要设计不同的燃烧

器来适应燃料的燃烧，现有的燃烧器多以天然气或燃油来设计，但如果每种燃料都设计独

立的燃烧器，燃烧系统将非常复杂，锅炉也存在炉膛过大、参数难以保证、投资不经济等问

题。

[0003] 对于天然气，主要成份为CH4，有较快的燃烧速度和较高的理论燃烧温度，常规燃

烧NOx排放较高；驰放气、合成气、尾气等化工废气是一种中低热值气，主要由H2和CO组成，

其中H2成份约占40-80%，CO成份约占15-50%，因氢气含量较高，使得此类型化工废气的燃烧

特性类似于氢气，具有较快的燃烧速度，较高的理论燃烧温度，并且火焰行程短，回火趋势

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的研究者在论文《氢含量对氢气/甲烷混合气扩散燃烧特

性的影响研究》中还发现，随着氢气占比的增加，氢气和甲烷混合气体的燃烧温度升高，NOx

排放随之增大，火焰行程变短，燃烧稳定性增加，火焰难以吹熄。另外由于化工气与天然气

元素的不同，相同输入热量的天然气与化工废气相比，天然气的理论空气耗量需要增加约

25%，这导致现有燃烧器无法适应多种燃料的配风需要，配风不好将影响燃烧效果，也难以

实现低氮燃烧。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它

能同时适用于多维度燃料，经济性好，并实现空气多级分级可调技术，在不同燃料燃烧工况

下，实现配风的快速调整，从而降低炉膛内燃烧温度，获得较低的NOx排放，有效兼顾化工废

气与天然气、燃油等燃料的高效、低氮燃烧。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包括固定罩壳、独立风

室、中心风组、一次风组、二次风组；独立风室包括相连的配风室和配风管；中心风组包括中

心风管、与独立风室相连的连接管；一次风组包括设于中心风管外的套筒、稳燃盘；二次风

组包括设于套筒外的一二次风中间夹环和二次风管；套筒和二次风管均与配风室相连；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分级风组、天然气喷射装置及化工废气喷射装置；分级风组包括设于二次

风管外的分级风管、设于分级风管内的分级风调节器，  分级风管的进风口位于配风室内；

天然气喷射装置包括布置在稳燃盘与一二次风中间夹环之间的数根天然气喷枪，每根天然

气喷枪的后端与天然气集箱相连；化工废气喷射装置包括前端设于分级风管内的数根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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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喷枪，其后端与化工废气集箱相联；

[0006] 天然气集箱与化工废气集箱均设有接口；使用时，以化工废气为主要燃料，根据需

要可通入天然气作为辅助燃料；由中心风管通入的中心风为点火初期提供部分根部风，套

筒内的一次风为点火初期提供另外的根部风，在稳燃盘和中心风组的作用下，在燃烧器喷

口形成“胖短”型回流区，由于“胖短”型回流区比表面积较大，可以卷吸周围更多的高温烟

气，降低燃烧初期火焰温度，实现燃烧初期的“贫燃”低温燃烧，有效降低燃烧初期NOx生成；

一二次风中间夹环达到延迟二次风与燃料混合的目的，最终实现燃料的“富燃”低氧的燃料

分级燃烧，进一步强化了空气分级燃烧，实现NOx的进一步降低；当同时燃烧天然气和化工

废气时，分级风调节器适度开起，分级风作为燃烧配风；当只燃烧化工废气时，可关闭分级

风调节器，从而减少了单个燃烧器的配风，实现不同燃料下配风的有效兼顾；化工废气喷枪

布置在分级风组中，该喷枪喷嘴以较高的速度向燃烧器外侧喷射，可大量卷吸燃烧器周围

炉膛内的高温烟气，实现烟气自卷吸再循环燃烧及火焰外表面燃烧；为了多燃料之间配风

的匹配，在只燃烧化工废气时，分级风处于关闭状态，此时化工废气与一次风、二次风不直

接接触，实现多维度燃料分级燃烧及火焰外表面燃烧，利于实现低Nox燃烧；天然气喷枪布

置在一次风组中，该喷枪喷嘴以较高的速度向回流区外侧喷射，可大量卷吸燃烧器周围炉

膛内的高温烟气，实现烟气自卷吸再循环燃烧，结合一二次风中间夹环的作用，延迟燃料与

一次风、二次风、分级风接触的时间和空间，实现自带空气深度分级燃烧及火焰内表面燃

烧，利于实现低Nox燃烧；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中心风管内设有油喷枪；可提供多种燃料，并提

高燃烧功率；油喷枪布置在中心风管中，油在燃烧过程中，一二次风中间夹环延迟燃料与二

次风、分级风接触的时间和空间，实现分级燃烧，最终实现低NOx燃烧；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配风管内设有调节挡板，在中心风组内设有中

心风调节风门，在套筒内设有一次风调节风门，在二次风管内设有二次风调节风门；通过调

节，延迟各燃料与一次风、二次风、分级风接触的时间和空间，实现分级燃烧，最终实现低

NOx燃烧；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分级风管的周向外缘前端设有文丘里型扩锥；气

流经过文丘里型扩锥的整流作用后，出口气流更均匀，避免出现局部高温燃烧，实现低NOx

燃烧；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套筒前端固联有环形的前孔板，每根天然气喷

枪的前端穿过前孔板，前孔板还设有数个风孔；便于安装天然气喷枪，同时保证一次风的通

入；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数根天然气喷枪设有不同的喷射角度；喷枪以多

角度向回流区外侧喷射，可大量卷吸燃烧器周围炉膛内的高温烟气；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中心风管上设有油枪伸缩装置；可调整油枪位

置；

[001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能同时适用于多维度燃料，经济性好，并实现空气多级分级

可调技术，在不同燃料燃烧工况下，实现配风的快速调整，从而降低炉膛内燃烧温度，获得

较低的NOx排放，有效兼顾化工废气与天然气、燃油等燃料的高效、低氮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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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主视图。

[0015] 图2为图1的局部视图。

[0016] 图3为图中前孔板的右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如图1至图3所示，该实施例的一种多燃料低氮燃烧器，包括固定罩壳9、独立风室

8、中心风组1、一次风组2、二次风组3、分级风组4、天然气喷射装置5、化工废气喷射装置6及

油喷射装置7；独立风室8包括相连的配风室81、配风管82及设于配风管82内的调节挡板83，

配风室81与固定罩壳9相联；中心风组1包括中心风管11、与独立风室的配风管82相连的连

接管12、中心风调节风门13；一次风组2包括设于中心风管11外的套筒23、稳燃盘21及设于

套筒23内的一次风调节风门24、固联于套筒23前端的环形的前孔板22，前孔板,22设有数个

风孔26；二次风组3包括设于套筒23外的一二次风中间夹环32、二次风管31及设于二次风管

31内的二次风调节风门33；套筒23和二次风管31均通过管路（未示出）与配风室81相连；分

级风组4包括设于二次风管31外的分级风管41、设于分级风管41内的分级风调节器43，  分

级风管41的进风口位于配风室81内，分级风管41的周向外缘前端设有文丘里型扩锥42；天

然气喷射装置5包括布置在稳燃盘21与一二次风中间夹环32之间的数根天然气喷枪51，天

然气喷枪51均位于套筒23内，每根天然气喷枪51的前端穿过前孔板22，后端与天然气集箱

52相连，数根天然气喷枪51设有不同的喷射角度；化工废气喷射装置6包括前端设于分级风

管41内的数根化工废气喷枪61，每根化工废气喷枪61的后端与化工废气集箱62相联；油喷

射装置7包括设于中心风管11内的油喷枪71、设于中心风管11上的油枪伸缩装置72；

[0019] 天然气集箱52与化工废气集箱62均设有接口，中心风管11、套筒23、二次风管31、

分级风管41从内向外依次同轴布置；使用时，以化工废气为主要燃料，根据需要可通入天然

气及燃油作为辅助燃料；由中心风管11通入的中心风为点火初期提供部分根部风，中心风

管11内配风占燃烧总风量的2~5%，风速取15~20  m/s，保证着火位置与喷口保持合适距离，

以免烧坏燃烧器；套筒23内的一次风为点火初期提供另外的根部风，配风占燃烧总风量的

30%～50%，一次风采用较高风速，为30m/s～50  m/s，促成一次风出口“胖短”行回流区的形

成，并在稳燃盘21和中心风组的作用下，在燃烧器喷口形成“胖短”型回流区，由于“胖短”型

回流区比表面积较大，可以卷吸周围更多的高温烟气，降低燃烧初期火焰温度，实现燃烧初

期的“贫燃”低温燃烧，有效降低燃烧初期NOx生成；二次风管31内的二次风占燃烧总风量的

30%～50%，二次风风速为35m/s～70  m/s,二次风组与一次风组之间布置有一二次风中间夹

环32，一二次风中间夹环32达到延迟二次风与燃料混合的目的，最终实现燃料的“富燃”低

氧的燃料分级燃烧，进一步强化了空气分级燃烧，实现NOx的进一步降低；分级风主要是为

天然气和燃油配风，一般占燃烧总风量的10-30%，分级风风速为35m/s～70  m/s；

[0020] 当同时燃烧化工废气与其它任何一种辅助燃料时，分级风调节器43适度开起，分

级风作为燃烧配风；当只燃烧化工废气时，可关闭分级风调节器43，从而减少了单个燃烧器

的配风，实现不同燃料下配风的有效兼顾；化工废气喷枪61布置在分级风组4中，该喷枪喷

嘴以较高的速度向燃烧器外侧喷射，可大量卷吸燃烧器周围炉膛内的高温烟气，实现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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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卷吸再循环燃烧及火焰外表面燃烧；在只燃烧化工废气时，分级风处于关闭状态，此时化

工废气与一次风、二次风不直接接触，实现多维度燃料分级燃烧及火焰外表面燃烧，利于实

现低Nox燃烧；天然气喷枪51布置在一次风组2中，该喷枪喷嘴以较高的速度和多角度向回

流区外侧喷射，可大量卷吸燃烧器周围炉膛内的高温烟气，实现烟气自卷吸再循环燃烧，结

合一二次风中间夹环32的作用，延迟燃料与一次风、二次风、分级风接触的时间和空间，实

现自带空气深度分级燃烧及火焰内表面燃烧，利于实现低Nox燃烧；油喷枪71布置在中心风

管11中，油在燃烧过程中，一二次风中间夹环32延迟燃料与二次风、分级风接触的时间和空

间，实现分级燃烧，最终实现低NOx燃烧，并提高燃烧功率；

[0021] 通过调节中心风调节风门13的开度，调整中心风风量，改变火焰着火点位置；通过

一次风调节风门24开度的调整，可以调节一次风量的分配，改变回流区大小，加上通过二次

风调节风门33和分级风调节器43开度的调整，可以改变二次风和分级风风量及旋流强度，

从而改变火焰形状，延迟各燃料与一次风、二次风、分级风接触的时间和空间，实现分级燃

烧，最终实现低NOx燃烧；气流经过文丘里型扩锥42的整流作用后，出口气流更均匀，避免出

现局部高温燃烧，实现低NOx燃烧；独立风室8的调节挡板83，可实现单只燃烧器风量的调

节；

[0022]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能同时适用于多维度燃料，经济性好，并实现空气多级分级

可调技术，在不同燃料燃烧工况下，实现配风的快速调整，从而降低炉膛内燃烧温度，获得

较低的NOx排放，有效兼顾化工废气与天然气、燃油等燃料的高效、低氮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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