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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2 

     南京创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座落于南京江宁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是专业从事电站燃烧

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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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宁科[2010]128号文件正式批复南京电力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电站燃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南京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目前正
申报省级、国家级电站燃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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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在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通知中强调：“要下更

大决心，用更大力气，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加快

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按照国家“十二五”计划，燃煤锅炉必须采用节能减排新技术，并取消脱硫

旁路。 

在国家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下，近年来国内不少电厂对煤粉锅炉进行了节油技

术改造，所采用的多为气化小油枪、等离子点火稳燃方式。因为煤质多样性

及投资成本的局限，在实际应用中节能效果不甚理想，特别是在锅炉调试中，

依然采用大油枪伴随的方式调试，其耗油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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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煤炭比重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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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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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11.4亿千瓦，同比增长 
 7.8%。其中煤电共 7.6亿千瓦， 
       
2013年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2.47亿千瓦，同比增长9.3%， 
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火电8.6亿千瓦。 
 
2014，全国发电装机容量13.6亿千瓦，同比增长8.7%， 
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其中火电9.1亿千瓦。 
       
可预见的未来几十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主要的一次能源， 
这决定了在我国的电力工业中，燃煤火力发电将长期占据主 
导地位。 



二、技术说明 

7 

 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 

          在煤粉流中，利用纯氧强化油的燃烧、纯氧强化煤的燃烧，采用三级

燃烧的方式，引燃整个煤粉流，以煤代油，达到点火稳燃的目的。 

 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优点：  

◆提高了锅炉对煤种的适应性             

◆稳定燃烧功能优异确保煤粉高着火率 

◆节油效果更显著                            

◆有效防止锅炉二次爆燃 

◆有助环保装置及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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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煤种煤质适应性广泛 
  
      通过调节喷入燃烧器的氧量、油量能高效燃烧包括烟煤、贫煤、无烟煤、煤矸石等
在内的所有煤种，实现了煤粉锅炉低劣质煤的替代应用，拓宽了电煤适用范围，有效降

低发电成本，并利于合理调配煤炭资源，提高了锅炉对煤种的适应能力。 

◆  稳定燃烧功能优异确保煤粉高着火率 
 
   具有超低负荷深度稳燃功能，在不停机的情况下全负荷调峰，可避免机组调峰
运行时频繁停启，大量减少机组的调峰能耗与污染物排放。 
 
     氧气与一次风煤粉流的预混，使一部分煤粉流达到富氧状态，充分利用富氧特
性，大幅度降低煤粉着火温度、大大加快煤粉反应速度、大大提高煤粉燃烧温度，
确保一次风煤粉着火、燃尽。 
 
◆   节油效果突出    
   锅炉点火与稳燃的有效节油率达95%以上，大幅度节省了燃煤发电锅炉的耗
油量（调试、点火、稳燃、调峰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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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防止锅炉二次爆燃 
 
      通过调节喷入燃烧器的氧量、油量能高效燃烧包括烟煤、贫煤、无烟煤、煤矸石等
在内的所有煤种，实现了煤粉锅炉低劣质煤的替代应用，拓宽了电煤适用范围，有效降

低发电成本，并利于合理调配煤炭资源，提高了锅炉对煤种的适应能力。 

◆  安全   
  
     富氧燃烧强化了油的燃尽率，真正实现了锅炉启动点火与环保装置同步启运，
切实解决了电厂拆除旁路烟道所产生的排放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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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征 

①降低燃料（煤、油）的着火温度； 

②加快燃料（煤、油）的燃烧速度； 

③提高燃料（煤、油）的燃烧温度。 

    在一次风煤粉流中通入纯氧气流，其中部分纯氧与燃油充分预混，强化油的燃烧并

产生高温油火焰；其余纯氧在一次风局部位置与煤粉流充分预混，形成富氧煤粉流，强

化煤的燃烧。富氧煤粉流穿过高温油火焰得到快速热解，燃烧所产生热量，引燃一次风

煤粉，“以煤代油，以氧助燃”，实现微油直接点燃煤粉流；并利用富氧燃烧特性，提

高锅炉燃烧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达到锅炉冷热态点火与稳燃运行时，有效节能减排

之目的。 

点火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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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膛 

火焰 

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原理示意图 



改造后的富氧微油燃烧器图 

二、技术说明 



三、技术优势  

（1）不改变燃烧器性能，不改变炉内空气动力场  

     对锅炉原燃烧器进行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改造后，保持原燃烧器外部尺寸不变，

改造后燃烧器内部结构形成的气阻在锅炉所波动的范围内。 

     该燃烧器既是点火稳燃燃烧器，又是煤粉主燃烧器。改造后的燃烧器在点火、稳

燃使用过程能起到等热值替换锅炉内原大油枪点火、稳燃作用。           

     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通过“以煤代油”方式，即以煤粉燃烧产生的热值代替燃油

燃烧热值，且燃烧煤量大小可调： 

    通过对油、氧的调控，可有效点燃烟煤浓度（煤：风）≥0.15kg/kg；贫煤浓

度（煤：风）≥0.23kg/kg；无烟煤浓度（煤：风）≥0.3kg/kg；煤矸石浓度

（煤：风）≥0.8kg/kg，故可按大油枪热值配备等热值煤粉量。 

    因此，在不改变燃烧器性能，不改变炉内燃烧特性，且在不投大油枪的情况下，

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能保证锅炉按预定的升温升压曲线带上满负荷 。 



三、技术优势  

（ 2）防止燃烧器烧损、结焦  

     改造后的燃烧器可通过控制氧气供应量达到控制燃烧器内油和煤粉的燃烧，进

而有效地控制燃烧火焰对燃烧器的影响。 

     部分煤粉气流在煤粉火焰外侧形成气膜冷却风。 气膜冷却风主要用于保护燃

烧器壁面，防止发生燃烧器结焦以及燃烧器壁面超温烧损。 

     改造后的燃烧器燃烧室采用耐磨、耐高温特种铸钢，同时在燃烧室壁和燃烧器

喷口壁上各布置温度监测，形成对氧气调节的闭环控制，控制燃烧器喷口温度。 

    综上所述，以上措施防止了燃烧器烧损、结焦，确保燃烧器不出现任何烧损现象。  



三、技术优势  

（3）煤种适应性广泛 
    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在强化引火能源燃烧的同时，又强化了被引燃物的燃烧。

在燃烧器内喷入氧气后，充分利用富氧特性，在强化煤粉的挥发份燃烧同时还强化其

固定碳燃烧。与此同时，由于燃烧器油量、氧量可调，所以该项技术对烟煤、贫煤、

无烟煤、煤矸石等均有强化燃烧的作用，具有很强的煤种适应能力。 

    在锅炉点火、稳燃时，完全能适应电厂现有的各种配煤掺烧模式。 

4）确保烟气旁路取消后，环保装置的安全运行 
     根据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原理，其点火具有耗油量≤100kg/h、油燃烬率

高（≥98%）的特点，在保证点燃一次风粉的同时，确保油煤不混烧。避免了旁

路烟道取消后，由于油煤混烧，油燃烧不尽所造成的静电除尘、脱硫、脱硝等环

保装置被污染、催化剂中毒等现象，保证上述环保装置点火即可投运，提高环保

装置的安全，确保烟气排放达标。 



三、技术优势  

（ 5）节油效果更显著 
     就点燃劣质煤而言，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是其它节油技术的替代技术，与传

统大油枪点火方式比较，节油率达95%以上，节油效果显著。 

6）不停机全负荷调峰 

     通过微油和纯氧的作用，确保锅炉全负荷调峰稳燃时，煤粉的充分燃烧，保

证锅炉不停机全负荷调峰，减少锅炉由于调峰产生的锅炉启停次数，增加电网旋

转备用容量，从而大量节约煤耗与油耗，减少环境污染，提高锅炉和电网的运行

安全，大幅减少运行与维护成本。 

 （7）广泛的炉型及燃烧器种类适应性 

    根据富氧微油点火稳燃技术原理，该技术可应用于四角切圆锅炉、对冲燃烧锅炉、W

型燃烧锅炉。 

    该技术可运用于直流燃烧器、旋流燃烧器等各种燃烧器，充分应用该燃烧器的回流

功能，强化氧气在回流区对煤粉燃烧的作用。 

    



三、技术优势  

（8）有效防止锅炉二次爆燃 

      在锅炉冷态点火期间，使用富氧燃烧器，煤粉燃烬率高（≥90%），因此能可靠地防

止锅炉尾部二次爆燃，从而提高锅炉的安全性。 

 （9）不会增加NOx的产生 
      煤粉在富氧燃烧器一次风内提前着火，使富氧燃烧器内一次风粉的燃烧处于严重的

缺氧状态，产生大量的CO和部分CO2 ，从而抑制和还原NOx的产生，因此，不仅不会增

加NOx的产生，反而会抑制NOx的产生。这是因为由于O2/CO2 循环燃烧，杜绝了空气，

这样就消除了热力型和快速型NOx。在高温下，焦炭表面CO 与NO 进行催化反应，将

NO还原为N2： 

（10）解决了油枪堵塞问题 

      在油系统中，油嘴的堵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会严重的影响油枪功能的发挥。

本项技术的燃油预处理装置彻底解决了该难题， 确保复合型富氧枪的通畅，不堵塞，

进而保障锅炉按升温升压曲线点火、并网。 



三、技术优势   

  (11)供氧装置及时可控性   

      通过对氧站低温区的自增压和装置出氧量的智能控制，保证液氧储罐内压力恒定，

液氧流量均匀、快速。从而满足锅炉点火、稳燃时对氧气供应“及时性、大量性、稳

定性”的要求，同时又能及时关闭供氧系统，保证系统的安全可控，确保了氧站不间

断、随时全自动供氧。 

#1#2观火孔 #3观火孔 #4观火孔 #5观火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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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膛 

火焰 

 富氧微油点火稳燃系统由燃烧系统、送粉系统、控制保护系统组成 
（1）燃烧系统 

     系统由富氧燃烧器、供氧装置、复合型富氧微油枪、高能点火装置、燃油预处理

装置、压缩空气装置、高压风装置等组成。其中燃油预处理装置、压缩空气装置及高

压风装置是利用燃煤锅炉的主管路接出的分支管路。 

（2）送粉系统 

      系统直接利用燃煤锅炉的送粉装置，由锅炉一次风管、磨煤机等组成，不需对锅

炉送粉装置作任何改动，但在锅炉冷态启动时，需保证富氧双强燃烧技术系统所对应

的送粉装置运行，确保有煤粉进入富氧燃烧器，实现“以煤代油”的目的  

（3）控制保护及监控系统 

     富氧燃烧系统的过程控制与运行参数的采集监测，实现对炉膛和相关设备的保护

与连锁，确保机组与系统装置的安全运行。 



四、应用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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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机组 机型 序号 项目 机组 机型 

1 华润焦作电厂#1 660 对冲 16 华润常熟#2 660 对冲 

2 华润焦作电厂#2 660 对冲 17 华润常熟#3 660 对冲 

3 华润菏泽电厂#1  660 对冲 18 广西田东化工#1 300 四角 

4 华润菏泽电厂#2 660 对冲 19 广西田东化工#2 300 四角 

5 博汇集团自备电厂#1 330 四角 20 正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 

6 博汇集团自备电厂#2 330 四角 21 正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 

7 鲁北化工自备电厂#1 300 四角 22 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 

8 鲁北化工自备电厂#2 300 四角 23 正旺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 

9 大唐保定电厂#1 200 四角 24 正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 

10 大唐保定电厂#2 200 四角 25 正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 

11 塔山二期#3 660 四角 26 正邦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 

12 塔山二期#4 660 四角 27 正邦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 

13 吉林电力松花江#1 135 四角 28 正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1 

14 吉林电力松花江#2 135 四角 29 正文煤业有限责任公司#2 

15 华润常熟#1 660 对冲 30 天源热电 300 四角 



联系方式 

南京创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水阁路28号 

邮编：211106 

电话：13913820568 

传真：025-84400761 

邮箱：zhongliang.wang@263.net 

网址：www.cnchuangn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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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倾听我们的介绍！祝各位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 

 

南京创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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