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370448.0

(22)申请日 2018.04.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2634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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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宇钢　莫春鸿　潘绍成　刘毅　

陈玲　陈林清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九鼎天元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51214

代理人 钟莹洁　钱成岑

(51)Int.Cl.

F23L 1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763997 A,2015.07.08,

CN 105358804 A,2016.02.24,

CN 206626563 U,2017.11.10,

CN 86102802 A,1986.10.22,

CN 106247304 A,2016.12.21,

GB 189817898 A,1899.11.18,

审查员 李佳玉

 

(54)发明名称

一种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

置结构，尾部烟道从前向后分隔为前烟道、中烟

道和后烟道，尾部烟道中布置有省煤器以及位于

前烟道中的第一低温再热器、位于中烟道中的第

二低温再热器和位于后烟道中的低温过热器，省

煤器包括顺次串联连接的入口集箱、一级省煤

器、二级省煤器和出口集箱，一级省煤器包括并

联连接的第一省煤器管组与第二省煤器管组，第

一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一低温再热器的下部，第

二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二低温再热器的下部，二

级省煤器为设置在低温过热器下部的第三省煤

器管组。本发明根据各省煤器管组所处烟道的烟

温对其进行串并联的分级布置，消除了尾部各烟

道内各省煤器管组之间的吸热偏差，扩大了省煤

器内工质最小欠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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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尾部烟道从前向后分隔为前烟道、中烟道

和后烟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尾部烟道中布置有省煤器以及位于前烟道中的第一低温再热

器、位于中烟道中的第二低温再热器和位于后烟道中的低温过热器，所述省煤器包括顺次

串联连接的入口集箱、一级省煤器、二级省煤器和出口集箱，所述入口集箱通过给水管道与

高压加热器连接，所述出口集箱通过出口管道与水冷壁连接，其中，所述一级省煤器包括并

联连接的第一省煤器管组与第二省煤器管组，第一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一低温再热器的下

部，第二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二低温再热器的下部，所述二级省煤器为设置在低温过热器

下部的第三省煤器管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烟道与

后烟道之间由中间分隔板分隔形成中部空间，所述前烟道、中烟道和后烟道的出口分别设

置有前烟气调节挡板、中烟气调节挡板和后烟气调节挡板，所述中烟气调节挡板的辅助控

制机构布置在所述中部空间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烟气调

节挡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二执行机构和与中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二连杆，其中，所

述第二连杆穿过中烟道护板与布置在中部空间中的第二执行机构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烟气调

节挡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执行机构和与前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一连杆，其中，所

述第一连杆穿过前烟道护板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一执行机构相连；后烟气调节挡板的

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三执行机构和与后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三连杆，其中，所述第三连

杆穿过后烟道护板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三执行机构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烟气调

节挡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执行机构和与前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一连杆，其中，所

述第一连杆穿过前烟道护板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一执行机构相连；后烟气调节挡板的

辅助控制机构也布置在所述中部空间中，后烟气调节挡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三执行机

构和与后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三连杆，其中，所述第三连杆穿过中间分隔板与布置在中

部空间中的第三执行机构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后烟道下

部设置有若干个通风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低温

再热器为一次低温再热器或二次低温再热器，所述第二低温再热器相应地为二次低温再热

器或一次低温再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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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电站锅炉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讲，涉及一种尾部三烟道锅炉的烟气

调节挡板布置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常规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三烟道锅炉布置结构如图1所示，通常1000MW、1300MW级

锅炉宽度约为30m、38m，尾部烟道中设置的烟气调节挡板的连杆若采用从两侧抽出的形式

则扭矩大、易变形，影响调温效果，因此一般采用从尾部竖井的前、后方向引出的形式，然而

对于尾部三烟道锅炉来说，势必存在中间烟道的烟气调节挡板的连杆穿过烟道的问题，由

此中间烟道的挡板连杆就面临高温(约450℃)受热易变形、相连的两个烟道膨胀差易卡塞、

高含尘易磨损等问题，影响调温效果。

[0003] 并且，尾部烟道内布置于三个烟道中的三组省煤器管组由同一个入口集箱和出口

集箱连接，工质流量几乎均分，而尾部烟道中布置的一、二次低温再热器的出口烟温约为

460℃、低温过热器的出口烟温约为540℃，低温再热器与低温过热器侧的出口烟温相差很

大。按此布置会导致各烟道内的省煤器管组存在吸热偏差，即低温过热器下部的省煤器管

组吸热最多。加之，为了降低汽机热耗以提高机组效率，汽机热力系统所提供的给水温度普

遍提高(普遍达到约330℃)，同时电厂对锅炉效率的要求更高(对于烟煤，普遍期望约

95％)，致使省煤器的总体吸热不降反增，导致省煤器出口工质温度进一步升高、欠焓急剧

减少。而低温过热器下部的省煤器管组内工质欠焓极小，在负荷变动、煤质波动等工况下极

易汽化，阻碍省煤器内工质流动，甚至影响水冷壁安全运行。低温过热器侧烟道内省煤器工

质一旦汽化，势必导致其出口烟温进一步升高，锅炉排烟温度升高，锅炉效率有不达标的风

险。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优化和改进的二次再

热锅炉尾部烟道布置结构，以至少确保锅炉安全、高效地运行、改善烟气挡板的调节效果。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尾部烟道从前向后分隔为

前烟道、中烟道和后烟道，所述尾部烟道中布置有省煤器以及位于前烟道中的第一低温再

热器、位于中烟道中的第二低温再热器和位于后烟道中的低温过热器，所述省煤器包括顺

次串联连接的入口集箱、一级省煤器、二级省煤器和出口集箱，其中，所述一级省煤器包括

并联连接的第一省煤器管组与第二省煤器管组，第一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一低温再热器的

下部，第二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二低温再热器的下部，所述二级省煤器为设置在低温过热

器下部的第三省煤器管组。

[0006]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入口集箱通过

给水管道与高压加热器连接，所述出口集箱通过出口管道与水冷壁连接。

[0007]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中烟道与后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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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间由中间分隔板分隔形成中部空间，所述前烟道、中烟道和后烟道的出口分别设置有

前烟气调节挡板、中烟气调节挡板和后烟气调节挡板，所述中烟气调节挡板的辅助控制机

构布置在所述中部空间中。

[0008]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中烟气调节挡

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二执行机构和与中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二连杆，其中，所述第

二连杆穿过中烟道护板与布置在中部空间中的第二执行机构相连。

[0009]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前烟气调节挡

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执行机构和与前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一连杆，其中，所述第

一连杆穿过前烟道护板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一执行机构相连；后烟气调节挡板的辅助

控制机构包括第三执行机构和与后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三连杆，其中，所述第三连杆穿

过后烟道护板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三执行机构相连。

[0010]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前烟气调节挡

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执行机构和与前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一连杆，其中，所述第

一连杆穿过前烟道护板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一执行机构相连；后烟气调节挡板的辅助

控制机构也布置在所述中部空间中，后烟气调节挡板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三执行机构和

与后烟气调节挡板相连的第三连杆，其中，所述第三连杆穿过中间分隔板与布置在中部空

间中的第三执行机构相连。

[0011]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后烟道下部设

置有若干个通风口。

[0012] 根据本发明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一个实施例，所述第一低温再热

器为一次低温再热器或二次低温再热器，所述第二低温再热器相应地为二次低温再热器或

一次低温再热器。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根据各省煤器管组所处烟道的烟温对其进行串并联的分

级布置，在省煤器吸热相同的情况下，有效地消除了尾部各烟道内各省煤器管组之间的吸

热偏差，扩大了省煤器内工质最小欠焓，更有利于锅炉高效率的运行；此外，通过在尾部烟

道中烟道与后烟道之间设置一个中部空间，至少使中烟道的烟气调节挡板连杆从中烟道护

板穿出与布置在该中部空间中的对应执行机构相连，有效地解决了连杆面临高温受热易变

形、相连的两个烟道膨胀差易卡塞、高含尘易磨损等问题，确保了烟气挡板的调节效果。

附图说明

[0014] 图1示出了现有技术中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结构

示意图。

[0016] 图3示出了图2中的A向视图。

[0017] 附图标记说明：

[0018] 1-前烟道、2-中烟道、3-后烟道、4-第一低温再热器、5-第二低温再热器、6-低温过

热器、7-第一省煤器管组、8-第二省煤器管组、9-第三省煤器管组、10-前烟气调节挡板、11-

中烟气调节挡板、12-后烟气调节挡板、13-中部空间、14-通风口、15-前烟道护板、16-中烟

道护板、17-中间分隔板、18-后烟道护板、19-炉膛、20-水平烟道、21-去脱硝装置烟道、22-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8826347 B

4



入口集箱、23-出口集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所有特征，或公开的所有方法或过程中的步骤，除了互相排斥

的特征和/或步骤以外，均可以以任何方式组合。

[0020] 本说明书中公开的任一特征，除非特别叙述，均可被其他等效或具有类似目的的

替代特征加以替换。即，除非特别叙述，每个特征只是一系列等效或类似特征中的一个例子

而已。

[0021] 图2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示例性实施例的二次再热锅炉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结构

示意图。

[0022] 如图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示例性实施例，尾部烟道从前向后分隔为前烟道1、中烟

道2和后烟道3，尾部烟道中布置有省煤器以及位于前烟道1中的第一低温再热器4、位于中

烟道2中的第二低温再热器5和位于后烟道3中的低温过热器6。其中，省煤器包括顺次串联

连接的入口集箱22、一级省煤器、二级省煤器和出口集箱22，一级省煤器包括并联连接的第

一省煤器管组7与第二省煤器管组8，第一省煤器管组7设置在第一低温再热器4的下部，第

二省煤器管组8设置在第二低温再热器5的下部，二级省煤器为设置在低温过热器6下部的

第三省煤器管组9。

[0023] 其中，尾部烟道通过水平烟道20与炉膛19连接，并且通过去脱硝装置烟道21与脱

硝装置连接。在分隔时，具体通过包墙实现分隔。

[0024] 根据上述结构可知，本发明将所处烟温偏差小的第一低温再热器4和第二低温再

热器5下部的省煤器管组由同一个入口集箱引入，作为一级省煤器；并将所处烟温较高的低

温过热器6下部的省煤器管组作为二级省煤器，一级省煤器管组直接与二级省煤器管组相

连，二级省煤器的出口集箱与省煤器的出口管道相连。由此，一级省煤器的两个省煤器管组

分别流经50％的工质流量，吸热后再全流量流经二级省煤器，能够有效消除尾部各烟道内

省煤器管组的吸热偏差，确保锅炉安全、高效率运行。

[0025] 优选地，入口集箱22通过给水管道与高压加热器连接，出口集箱23通过出口管道

与水冷壁连接。并且，第一低温再热器4为一次低温再热器或二次低温再热器，第二低温再

热器5相应地为二次低温再热器或一次低温再热器。

[0026] 上述结构的具体工质流程为：来自高压加热器的工质经给水管道进入省煤器的入

口集箱22并进入一级省煤器，各约50％的流量工质流经布置于前烟道1中第一低温再热器4

下部的第一省煤器管组7和布置于中烟道2中第二低温再热器下部的第二省煤器管组8，而

后全流量流经布置于后烟道中低温过热器6下部的二级省煤器，即第三省煤器管组9，再进

入省煤器的出口集箱23，最终通过省煤器的出口管道进入水冷壁。

[0027] 采用上述结构之后，第一省煤器管组7和第二省煤器管组8两者的出口工质温度偏

差极小(<3℃)且欠焓足够，第三省煤器管组9的出口工质欠焓即为整个省煤器的出口工质

欠焓。在省煤器吸热相同的情况下，省煤器内工质整体欠焓即为省煤器最小欠焓，消除了尾

部各烟道内各省煤器管组的吸热偏差，确保了锅炉高效率、安全运行。

[0028] 同时，为了调节再热气温并优化调温效果，在中烟道2与后烟道3之间由中间分隔

板16分隔形成中部空间13，并且在前烟道1、中烟道2和后烟道3的出口分别设置有前烟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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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挡板10、中烟气调节挡板11和后烟气调节挡板12，中烟气调节挡板11的辅助控制机构布

置在中部空间13中。其中，各烟道中的各挡板用于调节各烟道内的烟气量，进而调节再热汽

温。

[0029] 本发明在中烟道2与后烟道3之间设置一个中部空间13，将其至少用于容纳辅助控

制机构，通过引出中烟道2的烟气调节挡板的连杆并容纳执行机构，由此连杆能够与置于该

中部空间13中的执行机构相连，从而克服现有调温缺陷。

[0030] 具体地，中烟气调节挡板11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二执行机构和与中烟气调节挡

板11相连的第二连杆，其中，第二连杆穿过中烟道护板16与布置在中部空间13中的第二执

行机构相连。通过第二执行机构对连杆的控制作用，实现对中烟气调节挡板11开度控制，从

而实现烟气量的调节。

[0031] 类似地，前烟气调节挡板10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一执行机构和与前烟气调节挡

板10相连的第一连杆，其中，第一连杆穿过前烟道护板15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一执行

机构相连；后烟气调节挡板12的辅助控制机构包括第三执行机构和与后烟气调节挡板12相

连的第三连杆，其中，第三连杆穿过后烟道护板18与布置在尾部烟道外的第三执行机构相

连。

[0032]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优选实施例，后烟气调节挡板12的辅助控制机构也布置在中部

空间13中，则后烟气调节挡板的第三连杆穿过中间分隔板17与布置在中部空间13中的第三

执行机构相连。对于后烟气调节挡板12的辅助控制机构设置位置，具体可以根据实际工况

安排。

[0033] 图3示出了图2中的A向视图。如图3所示，为了防止中部空间13的内部温度过高，本

发明在后烟道3下部设置有若干个通风口14。

[0034] 由此，本发明还通过在尾部三烟道锅炉的中烟道与相邻烟道之间设置一个中部空

间，中烟道烟气调节挡板连杆从中烟道护板穿出与布置在此空间内的对应执行机构相连，

有效解决了连杆面临约高温受热易变形、相连的两个烟道膨胀差易卡塞、高含尘易磨损等

问题，确保了烟气挡板的调节效果。

[0035]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6] 以某1000MW项目为例，锅炉宽度为32m，尾部烟道中前烟道、中烟道、后烟道的对应

深度分别为5.5m、5.5m、4.5m。尾部烟道中布置有省煤器以及位于前烟道中的第一低温再热

器、位于中烟道中的第二低温再热器和位于后烟道中的低温过热器，省煤器包括顺次串联

连接的入口集箱、一级省煤器、二级省煤器和出口集箱，一级省煤器包括并联连接的第一省

煤器管组与第二省煤器管组，第一省煤器管组设置在第一低温再热器的下部，第二省煤器

管组设置在第二低温再热器的下部，二级省煤器为设置在低温过热器下部的第三省煤器管

组。入口集箱通过给水管道与高压加热器连接，出口集箱通过出口管道与水冷壁连接。

[0037] 并且，分别设置在前烟道、中烟道、后烟道中的前烟气调节挡板、中烟气调节挡板

和后烟气调节挡板沿宽度方向各设置6个独立的控制区域，每个控制区域宽约5.3m。在中烟

道和后烟道之间用中间分隔板隔出一个中间空间。

[0038] 其中，前烟道出口的前烟气调节挡板的连杆从前烟道护板穿出与对应6个执行机

构相连，布置于尾部烟道前部空间；中烟道出口的烟气调节挡板的连杆从中烟道护板穿出

与对应6个执行机构相连，布置于中部空间中；后烟道出口的烟气调节挡板的连杆从后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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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板穿出与对应的6个执行机构相连，布置于尾部烟道后部空间。后烟道下部沿宽度方向均

匀设置有4个通风口，防止中部空间内部超温。

[0039] 表1和表2列出了对采用常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和采用本发明的尾部烟道布置结

构进行的生产情况列表，由表1、表2对比可知，在达到同样省煤器出口烟温(对应同样排烟

温度、锅炉效率)条件下，采用本发明的布置结构时省煤器出口欠焓明显大于常规的布置结

构，更加有利于应对负荷变动、煤质波动等工况，有效避免省煤器内工质汽化，确保锅炉安

全、高效率运行。

[0040] 表1常规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生产情况

[0041]

[0042]

[0043] 表2本发明尾部烟道布置结构的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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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前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扩展到任何在本说明书中披露的

新特征或任何新的组合，以及披露的任一新的方法或过程的步骤或任何新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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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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