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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无机非金属材料热工过程及设备涉及材料生产中的燃料燃烧过程、物料干燥过程及物料烧结
（熔化）过程等三个环节。热工窑炉部分包括水泥窑、陶瓷窑、玻璃池窑和混凝土养护窑四部分。

热工过程是无机材料生产中最重要的工序，窑炉则是关键的热工设备。物料在烧制过程中，内
部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及物理化学变化，这些变化过程与窑炉结构及操作过程密切相关。如果窑
炉设计不合理、操作管理上有缺陷，必然会影响质量、产量或增加原料和燃料消耗，增加产品的成
本，甚至还会产生废品。因此，热工过程及窑炉在无机材料产品生产中的地位是十分关键的，常被
称为无机材料工厂的“心脏”。

本书打破传统的按产品种类分别编写的模式，把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热工过程及设备的知识
结合在一起，按照“以传统过程及设备为基础，兼顾发展中的最新技术及设备”的原则组织编写内
容，突出“三个结合”，即：热工过程与设备相结合，传统知识与新技术相结合，系统性与实用性相结
合。本书可作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应用型本科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工作、学习
的参考书。

全书共分９章，第４～８章由陈景华编写；第３章由张长森编写，第２章、第９章由蔡树元编写，
第１章由邓育新编写；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的杜吉亮参与了玻璃池窑及相关设备部分的编写工
作。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朱锦杰对玻璃池窑结构设计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审核，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全书由陈景华统稿。

鉴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读者在使用过程中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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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燃料燃烧过程及燃烧设备

水泥工业中应用得最多的是固体燃料煤，煤的燃烧方法有层燃燃烧法、喷燃燃烧法和沸腾燃烧
法。层燃燃烧是将块煤放在炉篦上铺成一定厚度的煤层进行燃烧。喷燃燃烧是先把原煤经过破
碎、烘干和粉磨，制成一定细度的煤粉，然后随空气喷到燃烧室或窑内进行悬浮燃烧。沸腾燃烧是
利用空气动力使煤粒在沸腾状态完成燃烧反应的。燃烧方法不同，燃烧过程也各有特点。

传统的层燃燃烧法，由于其燃烧效率低、自动化水平不高以及对环境污染较大等原因，在水泥
工业上已鲜有应用。现在应用最多的是燃烧效率很高的煤粉燃烧法，其次是沸腾燃烧法。

玻璃工业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燃料是重油、天然气或焦炉煤气，它们的热值较高，能满足熔化
玻璃的要求。

陶瓷工业中应用得最多的燃料是气体燃料（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液体燃料（轻柴油、
重油）。

１１　固体燃料的燃烧过程及设备

　　１１１　固体燃料的燃烧过程

固体燃料的燃烧过程可以分为准备、燃烧和燃烬三个阶段。
１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包括燃料的干燥、预热和干馏。固体燃料受热后，其中所含的水分汽化，此时温度在

１１０℃左右，水分全部逸出后干燥结束。显然，水分越多，干燥消耗的热量越多，所需要的时间也越
长。固体燃料干燥后，若温度继续上升则开始分解，放出挥发物，最后剩下固体焦炭，这一过程又称
作干馏。燃料挥发分越多，开始放出挥发物的温度就越低；反之，燃料挥发分越少，这一温度就越
高。就煤而言，褐煤开始放出挥发物的温度最低，大约为１３０℃；无烟煤最高，约４００℃；烟煤介于
上述两者之间。

在固体燃料燃烧的准备阶段，由于燃烧尚未开始，基本上不需要空气。这一阶段中燃料干燥、
预热、干馏等过程都是吸热过程。热量的来源主要是燃烧室内灼热火焰、烟气、炉墙以及邻近已经
燃着的燃料。一般希望这个阶段所需的时间越短越好，影响它的主要因素有煤的性质、水分含量、
燃烧室内温度和燃烧室的结构等。
２燃烧阶段
燃烧阶段包括挥发分和焦炭的燃烧。
挥发分中主要是碳氢化合物，比焦炭更易着火，因此当逸出的挥发分达到一定的温度和浓度

时，它就先于焦炭着火燃烧。通常把挥发分着火燃烧的温度粗略地看作固体燃料的着火温度。挥
发分多的燃料，着火温度低；反之，挥发分少，着火温度高。应当指出的是，通常所说的着火温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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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体燃料着火的最低温度条件，在该温度下燃料虽然能着火，但燃烧速度较低。实际生产中，为
了保证燃烧过程稳定，加快燃烧速度，通常要求把燃料加热到较高的温度，例如褐煤要加热到５５０～
６００℃，烟煤为７５０～８００℃，无烟煤为９００～９５０℃。

焦炭是固体燃料的主要燃质。对煤来说，焦炭是煤燃烧过程中放出热量的主要来源，其发热量
一般占总发热量的一半以上。由于焦炭的燃烧是多相反应，焦炭燃烧所需的时间比挥发分长得多，
完全燃烧也比挥发物更困难。因此，如何保证焦炭的燃烧完全、迅速，是组织燃烧过程的关键之一。
在这一阶段，要保持较高的温度条件，供给充足的空气，并且要使空气和燃料充分混合。
３燃烬阶段（或称灰渣形成阶段）
焦炭块将烧完时，焦炭外壳包了一层灰渣，使空气很难掺入其中参与燃烧，从而使燃烧进行得

很缓慢，尤其是高灰分燃料就更难燃尽。这阶段的放热量不大，所需空气量也很少，但仍需保持较
高温度，并给予一定时间，尽量使灰渣中的可燃质完全燃烧。燃烬是固体燃料所特有的，液体和气
体燃料没有燃烬阶段。

　　１１２　煤的层燃燃烧设备

煤的层燃燃烧是指绝大部分燃料在炉篦上燃烧，而可燃气体及一小部分细屑燃料则在燃烧
室空间内呈悬浮态燃烧。层燃燃烧一般要进行三项主要操作：加煤、拨火和除渣。凡上述三项
操作都由机械操作完成的燃烧室称为机械化燃烧室；只有一项或两项操作采用机械操作的称半
机械化燃烧室；全部由人工完成的称人工操作燃烧室（或称手烧炉）。这里只介绍机械化层燃燃
烧室。

机械化层燃燃烧室，有回转炉篦、倾斜推动炉篦、振动炉篦等几种。
１构造和工作原理
回转炉篦燃烧室又称为链条炉，是一种使用历史最为悠久的机械化燃烧室。它的主要结构部

分是一条无端的链状炉篦（图１１），当炉篦由前向后缓缓回转时，便把煤由煤斗下部经过煤闸门送
入燃烧室进行燃烧，灰渣由尾部排出。这种炉篦既是承托燃烧层的装置，又是加煤和除渣设备。燃
烧用的一次空气，首先送至装在回转炉篦腹中的风舱，然后自下而上穿过炉篦通风孔隙进入燃烧层
中，空气的流动方向与煤层的运动方向相互垂直交叉。

图１１　回转炉篦燃烧室中燃料燃烧过程示意图
Ⅰ—新燃料干燥预热区；Ⅱ—挥发分逸出、燃烧区；Ⅲａ—焦炭燃烧氧化区；

Ⅲｂ—焦炭燃烧还原区；Ⅳ—灰渣燃烬区

倾斜推动炉篦燃烧室是借炉篦的推动作用进行加煤、拨火和除渣的一种机械化燃烧室。这
种炉篦（图１２）由活动炉条和固定炉条所组成，两种炉条相间布置、互相搭接排列成阶梯状。炉
篦的倾斜角度α小于燃料的自然休止角。活动炉条由传动机构带动可做往复运动。当活动炉条
自左向右推进时，固定炉条上的煤便被推到相邻的下一块活动炉条上，当活动炉条往左运动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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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固定炉条的阻挡，活动炉条上的煤便被拨动而落到相邻的下一块固定炉条上。如此反复，
煤层便由煤斗进入燃烧室并沿炉篦面缓缓地向炉篦后部移动。燃烧用的一次空气由炉篦下方
供入。

图１２　倾斜推动炉篦示意图
１—活动炉条；２—固定炉条

　　　 图１３　固定支点振动炉篦
１—激振器（偏心块）；２—前密封；３—炉条；
４—拉杆；５—弹簧板；６—填料；７—后密封片；

８—活动挡灰板；９—激振器电动机；
１０—地脚螺栓；１１—减振橡皮垫

振动炉篦燃烧室中振动炉蓖主要由激振器、板状炉条、上框架、弹簧板、下框架、密封板等几部
分组成（图１３）。安装炉条的上框架由弹簧板支撑。弹簧板向前倾斜，与水平成６０°～７０°的倾斜

　图１４　炉篦振动时煤的受力情况
１—惯性力；２—摩擦力

角，用固定支点连接于下框架上，在振动炉篦上，煤是靠惯性力的
作用而向后移动的。当弹簧板向前下方振动时（图１４（ａ）），炉篦
上的煤受到一个向后上方的惯性力，这个力抵消了煤的一部分重
力，使煤与炉篦间的摩擦力减小，如果炉蓖振动得足够剧烈，煤就
在这惯性力的作用下向后移动；当弹簧板向后上方振动时
（图１４（ｂ）），煤受到一个向前下方的惯性力，这个力使煤作用在
炉篦上的压力增大，它们之间的摩擦力也相应增大，此时观察振动
情况，煤或者不动，或者向前运动，但其向前移动的速度比上述向
后移动慢。因此，炉篦振动时，煤层便由煤斗送入燃烧室并向后移
动。一次空气也是由炉篦下方的风舱提供，空气的流动方向与煤
层的运动方向相互垂直交叉。
２燃烧过程的特点
回转炉篦、倾斜推动炉篦和振动炉篦的构造原理虽然不同，但煤层都是由前向后运动，均属于

前给式燃烧室，因此煤在这些燃烧室内的燃烧过程比较接近。
回转炉篦燃烧室内，燃料的燃烧过程如图１１所示。区域Ⅰ是新燃料区，燃料在这里进行干燥

预热。由于该区燃料层底面不存在灼热的焦炭层，而从炉篦下面送来的空气一般温度也不高，因此
煤层干燥预热所需要的热量，主要依靠炉内火焰和高温炉墙的辐射热供给。因此，燃料的加热和点
燃是从燃料层上表面开始，然后逐渐向下传递的，着火条件比人工操作燃烧室差。区域Ⅱ是挥发物
逸出、燃烧区。区域Ⅰ和区域Ⅱ的界面犃犎是挥发物逸出的前沿。它的斜度取决于炉篦的移动速
度和由上而下燃烧的传播速度。燃烧层的导热性很差，因此燃烧的传播速度仅０．２～０．５ｍ／ｈ，只
相当于炉篦移动速度的几十分之一。界面犃犎也几乎是燃料着火的前沿。从点犃向右，挥发物逸
出层的厚度逐渐增大，至点犅开始进入焦炭燃烧氧化区Ⅲａ；从点犅向右，焦炭燃烧层厚度也愈来
愈厚，到达点犆时，超过了氧化层的厚度（燃料颗粒直径的３～５倍），便进入焦炭燃烧还原区Ⅲｂ。
到达点犇时，上表面的燃料首先燃尽形成灰烬。

回转炉篦、倾斜推动炉篦和振动炉篦三种机械化燃烧室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倾斜推动燃烧室与回转燃烧室相比，回转炉篦燃烧室燃料层主要靠上面加热引燃；而在倾斜推

动炉篦燃烧室内，炉篦对燃料层不断地耙动，这可以使在燃料层表面已着火燃烧的“红煤”翻到燃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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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下部，因此它除了上面引燃之外，还存在下部着火的火源，引燃条件比回转炉篦好。回转炉篦
在整个燃烧过程中，燃料与炉篦之间没有相对运动，所以要靠人工来进行拨火操作；而在推动篦上
活动炉篦的耙拨运动可以改善燃料层的透气性，挤碎焦块，剥落包裹在燃料颗粒外面的灰层，起着
拨火的作用。因此，推动炉篦燃烧室可以燃用具有黏结性、高灰分、难以着火的低质烟煤。此
外，它构造较为简单，金属耗量较小，这也是比回转炉篦性能更优越的方面。但倾斜推动炉篦由
于炉篦有倾斜度，而炉条又是水平运动，侧密封较难处理，漏风、漏煤较多。另外，这种炉篦的冷
却表面很小，处于燃烧地段的炉篦又永远直接与高温煤层接触，不像回转炉篦那样有空行程的
冷却条件，所以很容易被烧坏，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当炉条被烧坏或脱落时，也难以发现和更换。
因此，推动炉篦燃烧室不适宜燃用挥发分低、灰分少、发热量高的烟煤和贫煤，燃烧强度也不能
太高。

振动炉篦燃烧室中，当炉篦振动时，煤层上下松动，不易结块，因此它的拨火性能、燃烧层内空
气和燃料的接触，以及对煤种的适应性等都比回转炉篦好，但由于振动会导致飞灰损失较大。此
外，与推动炉篦相似，处于高温地段的炉条工作条件也较恶劣，特别是当通风孔隙被堵塞时，很容易
被烧损。

　　１１３　煤粉燃烧过程及燃烧设备

由于煤粉燃烧具有效率高、煤耗低、温度高、调节方便等优点，目前我国水泥厂主要采用煤粉作
为回转窑的燃料。
１煤粉燃烧过程
煤粉的燃烧采用喷燃法，其燃烧空间为窑炉的炉膛（如水泥回转窑）或是专设的燃烧室（如水泥

烘干机及锅炉的燃烧室等）。
煤粉燃烧的特点是煤粉随空气喷入燃烧室后，呈悬浮状态，一边随气流继续往前流动，一边依

次进行干燥、预热、挥发分逸出和燃烧、焦炭粒子燃烧等过程。燃烧产生的热烟气经挡火墙上方的
喷火口送进烘干机或其他窑炉加热物料，燃尽后的煤灰一部分被烟气带走，一部分落入灰坑。在回
转窑内，则边燃烧边把热量传给物料，煤灰绝大部分在窑内降落并掺入物料。煤粉燃烧所需要的空
气一般分两部分供入。对于传统的旋流式和直流式煤粉烧嘴而言，习惯上将随煤粉一起进入燃烧
室或窑内的空气称为一次空气，另外单独供入的空气称为二次空气。

根据煤粉是在悬浮状态下进行燃烧的特点，在组织燃烧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１）合理组织炉内气流以加速煤粉着火
煤粉干燥、预热和干馏过程所需的热量，除了靠炉内高温火焰和炉墙的辐射传热之外，冷热气

流之间的对流传热也起很大作用。因此，为了加速煤粉着火，一方面要注意保持较高的炉膛温度，
另一方面则应采用合适的煤粉烧嘴，合理组织炉内气流，加强刚入炉的煤粉气流与炉内热气体之间
的混合，以增加对流传热。

（２）合理控制一次风量和一次风温
一次风量大，将煤粉与一次风混合物加热到着火温度所需的热量就大，因此一次风量应尽量少

些。另外，当煤粉加热到着火温度时，煤中放出的挥发分首先燃烧，挥发分基本上燃烧完后焦炭才
开始燃烧，因此一次风量也不宜过少，大体上应满足煤粉挥发物燃烧的需要。此外，确定一次风量
比例时，还要考虑煤粉制备系统的设计要求和窑炉的特性。通常烘干机煤粉燃烧室采用的一次风
量比例见表１１。二次风主要是提供给焦炭粒子的燃烧。同样，提高一次风温度对煤粉着火也是
有利的，特别是燃用低挥发分的煤如无烟煤和贫煤时。但为了防止煤粉气流发生爆炸，一次风预热
温度具有一定限制，一般不预热。二次风的预热则没有限制。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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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煤粉燃烧室一次风量比例和过剩空气系数
煤　种 无烟煤 贫　煤 烟　煤 烟　煤 褐　煤

犞犱犪犳／％ ２～９ １０～１７ ＜３０ ＞３０ ＞４０
一次风量／％ １５～２０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４５ ４０～４５
空气系数α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３）合理控制空气系数
保持较高的炉膛温度，对加速煤粉着火和燃烬过程都是有利的。而合理控制空气系数（α）则是

提高炉膛温度的重要措施之一。一般煤粉燃烧室的α值见表１１。如果燃烧室采用两个或多个烧
嘴，则应注意各烧嘴间风量分配的均匀性。为了满足烘干机对烟气温度的要求而掺入的冷风，应在
煤粉基本燃烬以后的位置再掺入。水泥回转窑的α值一般为１．０５～１．１５。

　图１５　火焰传播速度与煤粉挥
发分及灰分之间的关系

１—Ｖａｒ＝１５％，Ａａｒ＝５％；
２—Ｖａｒ＝３０％，Ａａｒ＝４０％；
３—Ｖａｒ＝３０％，Ａａｒ＝３０％；
４—Ｖａｒ＝３０％，Ａａｒ＝５％

（４）确定合适的一次风喷出速度
煤粉和空气的混合物从烧嘴喷出到着火燃烧所走过的轨迹，形

成黑火头；着火以后，炽热的炭粒所走过的轨迹，形成明亮的火焰。
其他条件不变，增大一次风喷出速度，黑火头将延长，过大时甚至会
引起灭火。但也不能过小，至少必须大于煤粉的火焰传播速度，以
防止发生回火的危险。火焰传播速度与煤中挥发分、灰分的含量有
关，如图１５所示。挥发分含量低不易着火的煤，一次风速应小一
些，以免黑火头拉得很长；挥发分高容易燃烧的煤，一次风速应大一
些，以加速燃烧，提高火焰温度。一次风速增大，一方面增大煤粉的
射程，可能使火焰伸长；另一方面强化了焦炭粒子与二次风的混合，
有利于加速炭粒燃烧，但可能使火焰缩短。因此，一次风速变化时，
火焰长度如何变化，要看上述互为消长的两种因素的综合结果。此
外，确定一次风速时，还要考虑输送煤粉的要求，即保证大部分煤粉
在燃烬之前保持悬浮状态，否则会落进灰坑造成不完全燃烧的热
损失。

图１６　煤粉火焰沿长度方向的变化

（５）注意加速焦炭粒子的燃烧
煤粉着火以后，挥发物的燃烧较为迅速，但随后进行的焦炭粒

子的燃烧则十分缓慢，如图１６所示，这是根据燃用无烟煤粉时所
测得的数据绘出的，曲线犆表示沿火焰长度方向飞灰含碳量的变化。焦炭燃烧缓慢的主要原因
是：燃烧过程中焦炭粒子表面包围了一层燃烧产物（炭粒与周围空气间的相对速度几乎等于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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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一层燃烧产物很难消散），使氧分子向焦炭粒子表面扩散时，受到很大阻力；同时，焦炭粒子周
围气体中氧的浓度不断降低。因此应设法加强气流的扰动，以加快氧的扩散速度；另外，合理控制
空气系数，以保证燃烧后期仍有足够的氧浓度，从而使煤粉燃烧既迅速又完全。

（６）制备细度合格且粒度均匀的煤粉
煤粉细一些，燃烧会较迅速完全；粒度均匀即含较少的粗粒煤粉，这也有利于完全燃烧。但煤

粉若过细，则会降低煤磨产量，增加磨煤电耗。水泥回转窑用的煤粉细度一般要求０．０８０ｍｍ方孔
筛筛余为８％～１５％，煤粉挥发物含量高的取其较高值，反之取其较低值。
２煤粉烧嘴
煤粉烧嘴可分为旋流式和直流式两大类。

　图１７　固定轴向叶片旋流式烧嘴
　１—二次风壳；２—一次风壳；３—旋流叶片

（１）旋流式烧嘴
在旋流式煤粉烧嘴内装有使气体产生旋转运动的导流

叶片，空气通过烧嘴时，由于导流叶片的导向作用，会产生强
烈的旋转。有的是一次风或二次风单独旋转，也有的是一次
风与二次风同时旋转。

如图１７所示，这是一种固定轴向叶片旋流式烧嘴，一
次风壳出口处装有固定的轴向叶片，使一次风通过时造成强
烈旋转。图１８是一次风壳出口固定旋流叶片的结构图。
当一次风旋转流股出了烧嘴后，将带动二次风一起旋转。在
离心力的作用下，流股会迅速扩张成圆锥面。旋转流股的扩展，使火焰在炉膛中充满度好，同时流
股的内缘和外缘还会带动周围气流一起向前流动，形成卷吸现象。这一卷吸作用在烧嘴中心线
附近造成了负压区，于是离烧嘴远处的高温烟气便回流到煤粉气流根部，使煤粉温度升高而着
火燃烧。旋转流股由于卷吸了烟气，其轴向速度迅速衰减，切向速度也由于流股的扩展使转动
半径加大而衰减，因而其射程较短。采用此种旋流式烧嘴时，一次风和二次风的喷出速度可参照
表１２。

图１８　固定旋流叶片

表１２　一、二次风的风速
煤的种类 无烟煤 贫　煤 烟　煤 褐　煤

一次风速／（ｍ／ｓ） １２～１６ １６～２０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６
二次风速／（ｍ／ｓ） １８～２２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０

　　（２）直流式烧嘴
直流式烧嘴的构造如图１９所示。其中图１９（ａ）为直筒式的构造；图１９（ｂ）中其烧嘴的前端

带有拔哨式出口；图１９（ｃ）中其烧嘴的拔哨前端又加一段导管，可使火焰适当加长。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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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直流式烧嘴示意图
（ａ）直筒式；（ｂ）拔哨式；（ｃ）拔哨导管式

采用直流式烧嘴时，二次风管可与一次风管做成同心套管，用二次风外包一次风供入燃烧室，
也可将其分别于两处供入。直流式烧嘴的流体阻力较小，但它喷出的煤粉气流射程远，高温烟气的
回流量也少，会使着火延迟且炉膛火焰充满度较差。

直流式烧嘴空气喷出速度一般比旋流式烧嘴所用风速大。一次风速为２０～３０ｍ／ｓ，二次风速
为４０～５０ｍ／ｓ。挥发分高的煤取其较大值。
３煤粉燃烧室
煤粉燃烧室分立式和卧式两种。燃料由燃烧室顶部喷入的为立式（图１１０），由侧壁喷入的为

卧式（图１１１）。卧式煤粉燃烧室占地较大，但向外散热面积较小。

图１１０　立式煤粉燃烧室
１—煤粉烧嘴；２—防爆阀；３—风量调节器；

４—炉门；５—除灰门；６—混合室

　　　　 图１１１　卧式煤粉燃烧室
１—煤粉烧嘴；２—除灰门；３—防爆阀；
４—风量调节器；５—热风管；６—混合室

煤粉燃烧室装有风量调节装置，可调节进入的冷空气量，将热烟气温度降到所需的温度。燃烧
室上部装有防爆阀，当发生爆炸时，高压气流可由此通畅地排出，以防燃烧室被破坏。有时为了有
效利用热量并降低燃烧室周围环境的温度，还在燃烧室的砖墙内砌有通道，使冷空气流过通道被预
热后再经风机送入喷煤管。

煤粉燃烧室一般采用１～２个煤粉烧嘴。燃烧室较小时可采用１个。燃烧室较大时，在燃煤量
相同的情况下，采用２个烧嘴可缩短喷燃方向的深度，布置烧嘴时，应注意使烧嘴与炉墙、烧嘴与烧
嘴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煤粉的燃烧全部在炉膛空间进行（有少数煤粉燃烧室设有小的炉篦，主要供点火用，也可使落
在其上的粗煤粒继续燃烧），因此燃烧室燃烧的剧烈程度一般用炉膛容积热强度狇犞表示，狇犞一般为
１４０～２３０ｋＷ／ｍ３。

除了容积大小之外，还应注意燃烧室的形状。在锅炉设计计算中采用炉膛截面热强度狇犃作为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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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控制指标，狇犃一般为１９００～２３００ｋＷ／ｍ２。
煤粉燃烧室热效率比层燃燃烧室要高，设计时可取０．９。

　　１１４　沸腾燃烧法及沸腾炉

煤的沸腾燃烧法出现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它是利用空气动力的作用使煤在沸腾状态下完成传
热、传质和燃烧反应。由于它具有强化燃烧、传热效果好以及结构简单、钢耗量低等优点，尤其是它
能燃用一般燃烧方式无法燃用的石煤和煤矸石等劣质燃料，因此备受重视并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１燃料在沸腾炉中的运动特点
燃料在沸腾炉中的运动形式，与层燃或喷燃均有明显差别（图１１２）。沸腾炉的底部装有布风

板炉篦，布风板上为具有一定粒度分布的燃料，其下方为风室。空气由下向上吹送，当空气以较低

　图１１２　沸腾炉中料层的不同状态
　（ａ）固定床；（ｂ）沸腾床；（ｃ）气力输送

速度通过料层时，由于颗粒重力大于气流推力，颗粒就静止
在布风板上，料层保持静止，此时称为固定床（图１１２（ａ））。
当送风速度增大到某一较高值狑′ｋ时，料层的稳定性遭破坏，
整个料层被风托起，颗粒间的空隙率加大，料层在一定高度
范围内不断上下翻滚。这种处于松散的沸腾状态的料层，叫
作沸腾床（图１１２（ｂ））。这种燃烧方式，即称为沸腾燃烧。
当风速继续增大超过一定值狑″ｋ时，稳定的沸腾工况即被破
坏，颗粒将全部随气流飞走。物料的这种运动形式称为气力
输送（图１１２（ｃ）），这正是喷煤燃烧时的情景。
２沸腾炉结构
目前，沸腾燃烧室有两种炉型：柱形和锥形。由于柱体的上、下截面面积相等，为保证底部粗煤

粒良好沸腾，上部的气流若过大则会使细煤粒飞出沸腾段的数量比较多，燃烧效果不佳。如降低送
风速度，则底部的粗煤粒沸腾工况较差，也会影响正常操作。因此，目前多采用截面积上大下小的
锥形沸腾燃烧室。

图１１３是锥形沸腾燃烧室的示意图。它由沸腾段和悬浮段两大部分组成。从风帽的小眼中
心线至溢流口中心线一段叫沸腾段，沸腾段以上的空间叫悬浮段。悬浮段有两个作用，一是使被沸
腾层气流夹带出来的小颗粒减小速度，从而能自由沉降；二是延长小颗粒在燃烧室内的停留时间，
以便进行悬浮燃烧。一般悬浮段中的热烟气流速不宜超过１ｍ／ｓ。

图１１３　锥形沸腾燃烧室示意图

沸腾段的主要部件是布风装置，可分为直孔式和侧孔式两种。直孔式又名密孔板式炉篦，它是
在布风板上直接钻开许多密集小孔，空气垂直向上吹送。侧孔式又名风帽式炉篦，它由布风板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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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组装而成。风帽在侧向开孔，空气送入方向与炉内上升气流相互垂直或交叉。实验结果表明，直
孔式炉篦在鼓风启动时容易造成漏风，会使局部料层堆积而结焦。侧孔式则无此弊病，只是阻力要
大于直孔式。因此，侧孔式成为目前国内外应用得最广泛的一种布风装置。

为保证沸腾床的稳定运行，其阻力不能太小。据试验，料层的静止高度为３００～５００ｍｍ时，沸
腾料层运行时的膨胀高度为静止料层的２～２．５倍，其总阻力一般在７～８ｋＰａ。灰渣溢流口高度，
就设在离布风板１．０～１．５ｍ的地方。溢流口的位置不能过低，否则未完全燃烧的红亮大颗粒会从
溢流口溢出，同时还会使溢流量过大，不能维持料层高度，不能保持连续的溢流。溢流口也不能过
高，否则为维持正常溢流，要增加送风速度。

锥角θ太大，在拐角处由于气流冲刷不到而形成死角。锥角太小，中心气流速度大，沸腾剧烈，
颗粒被抛向四周，贴内壁向下移动，造成沸腾不均匀，燃烧不完全。实践证明θ＝４４°较为合适。

负压进煤口角度应大于５５°。进煤口中心线略低于溢流口，目的是为了使小颗粒在沸腾床中
有燃烧的机会。
３沸腾燃烧特性
在沸腾燃烧室中沸腾燃烧时，煤粒与煤粒之间的相对运动十分激烈。它们互相碰撞，不断更新

燃烧表面，因此煤粒与空气之间能充分混合，空气系数达１．１时燃烧反应速度极其迅速。新加入的煤
粒（质量分数为５％）能迅速地被燃烧着的大量炽热粒子（质量分数为９５％）所包围，很快地升温、着火
和燃烧。所以沸腾燃烧室是一种强化燃烧设备，具有较高的传热系数［２５５～２９０Ｗ／（ｍ２·℃）］和
较大的容积热强度（１２０～２４０ｋＷ／ｍ３）。

沸腾燃烧室不仅能燃烧优质煤，还能稳定地燃烧具有多水分、多灰分、低挥发物和低发热量等
性质的劣质煤，因此煤种适应性较为广泛。如灰分为７０％～８０％（质量分数），发热量只有３３００～
４２００ｋＪ／ｋｇ的劣质煤，甚至含碳量在１５％（质量分数）左右的炉渣，都能在沸腾燃烧室内得到稳定
的燃烧。

沸腾燃烧室的料层温度相当均匀，并且相对较低，一般均控制在８５０～１０５０℃之间。这样产
生的烟气中ＮＯ狓的含量较低。而对于含硫燃料，在此温度下适当加入石灰石等添加剂，脱硫效果
令人满意，因此有利于环境保护。

沸腾燃烧室还有结构简单、制造容易、劳动强度低、有利于实现机械化与自动化等优点，因此在
国内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但是，沸腾燃烧室在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主要有烟气带走的热
量较大，烟气中的飞灰量较多，且飞灰中的可燃物含量较高，一般为２０％～４０％（质量分数），严重
时甚至可高达６０％～７０％，因此固体不完全燃烧热损失最大达３０％左右，导致炉子热效率不高。
此外，沸腾燃烧室运行的控制和检测手段较复杂，耗电量较大。

１２　液体燃料的燃烧过程及燃烧设备
燃料油的燃烧过程包括油被加热蒸发、油蒸气和助燃空气混合及着火燃烧三个过程，其中油加

热蒸发是制约燃烧速率的关键。扩大油的蒸发面积是加速油蒸发的主要措施，所以油总是被雾化
成细小油滴来燃烧。

　　１２１　重油的雾化过程

雾化就是利用喷嘴将重油破碎为细小颗粒的过程，其目的是增加蒸发表面积，强化燃料与助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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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的混合，从而保证燃料迅速、完全的燃烧。雾化纯粹是一个物理过程，是施加的外力与液体本
身的内力即表面张力和黏性力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表面张力总是试图使油保持最小的表面积，
而黏性力则抑制油的变形，只有当外力足以克服内力时，油才会变形、破碎成液滴颗粒。当外力等
于内力达到相平衡时，形成一定直径的雾滴。而大液滴是不稳定的，在环境气流作用下，会继续变
形、破碎，该过程称为二次破碎过程，只有当液滴直径满足一定条件时，才会稳定下来，不再破碎。

重油的雾化根据雾化机理可分为机械雾化和介质雾化两种方式，如图１１４所示。

图１１４　工程上重油的雾化方式
（ａ）压力式机械雾化；（ｂ）旋转式机械雾化；（ｃ）介质雾化

１机械雾化
机械雾化是将重油加以高压（油压一般为１．０１～３．０４ＭＰａ）使之以较大速度或以旋转运动的

方式从小孔喷入气体空间使油雾化。由于是依靠油本身的高压，故又称油压雾化。
机械雾化方式造成雾化的作用力有：高压油流股内部的波形振动；高速旋转运动产生的离心

力；油流股通过气体空间遇到的摩擦力；由气穴现象产生的局部气化和沸腾。气穴现象是重油局部
的自发沸腾和形成气泡的蒸气孔穴。该现象在重油压力骤降，温度升高时可能产生，或者在形成急
剧涡流时由于局部地区的气流速度剧增而造成负压也可能产生。此时，重油内含有的气体就膨胀
成气泡或气穴，使重油加速分裂。由于以上各个力的共同作用，使喷出的油流形成薄膜，膜薄到极
限时会破裂形成液滴。

机械雾化的效果与油压、油黏度、油喷出速度、涡流程度及喷嘴结构等因素有关。
机械雾化的雾滴的颗粒度较大（１００～２００μｍ），火焰瘦长（长２～３ｍ，扩散角４５°～５０°），刚性

较好，喷油量大，设备简单紧凑，消耗动力低，在可调范围内调节方便、运转时无噪声。它适用于水
泥回转窑。
２介质雾化
介质雾化是利用以一定角度高速喷出的雾化介质（空气或蒸汽）冲击油流，使油流破碎分散成

雾滴并随气体流出。
介质雾化方式造成雾化的作用力是摩擦力或冲击力。当摩擦力或冲击力大于油的内力时，油

先分散成夹有空隙气泡的细流，继而破裂成液滴。
（１）影响介质雾化的因素
介质雾化的效果与油本身的黏度，油表面张力，油与雾化介质的相交角度、相对速度、接触时间

和接触面积以及介质的用量和密度等因素有关。
在一定范围内油黏度与雾滴直径成正比，即：黏度越大，雾滴越大。该影响随介质速度的减小

而愈加明显。由于油黏度随温度而改变，所以为了保证雾滴细度不变，操作时要正确确定油温并严
格保持不变，以消除其对雾滴细度的影响。如果油的性质发生变化，要及时调整油温指标。

油流股在介质外力作用下被破裂的程度与其表面张力有关，若表面张力大，则油细带尚未伸展
到一定程度就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破裂，分离出来的雾滴就粗。实际上，不同油品表面张力相差不
大，且表面张力与油温关系不大，所以表面张力的影响是有限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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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油与雾化介质的相交角度越大，相对速度越大，接触时间越长和接触面积越大，
则雾滴越细。其中相对速度的影响在雾化介质高速范围内更为明显。相交角度改变时，相对速度、
接触时间和接触面积亦随之改变。

雾化介质密度大或用量增大时，介质对油流股的冲击力增大，动量大则分离出的雾滴就细。
操作中，雾化介质保持不变时，只要保证油温恒定，雾滴细度基本不变。
介质雾化的雾化质量高于机械雾化，且不随燃料油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在玻璃行业得到广泛

应用。
（２）介质雾化的分类
根据雾化介质的压力可分为低压雾化、中压雾化和高压雾化三种。三种雾化方式的性能、特点

见表１３。
表１３　介质雾化性能比较

项目 低压雾化 中压雾化 高压雾化

介质压力 ２．０３～１２．１６ｋＰａ １０．１３～１０１．３ｋＰａ １０１．３～７０９．２８ｋＰａ
介质种类 助燃空气 压缩空气或蒸汽 预热的压缩空气或过热蒸汽
介质用量（质量分数）６５％～１００％ 助燃空气量的１５％ 极少
介质流速 ７０～１００ｍ／ｓ 较高 最高３００～４００ｍ／ｓ
雾滴直径 多数小于１００μｍ — 多数小于１０μｍ

火焰情况
长度中等，最长约３ｍ；
扩散角大，２０°～９０°；
刚性较好，喷油量小

火焰极短；
扩散角较大；
火焰稳定

火焰较长，２～６ｍ；
扩散角小，１５°～３０°

适用场合 中、小型隧道窑，退火窑，料道 大型池窑，隧道窑

　　（３）高压介质雾化的特点
高压雾化时，由于雾化介质压力大，流速快，属于高压气体的流动，所以雾化介质用量极少，且

在雾化介质出口处与油流相遇时，会产生绝热膨胀。绝热膨胀是在外界不提供热量的情况下，由于
自身压力骤降而引起的膨胀。体积急剧增加后，单位体积的热焓降低，出口处的温度急剧下降。虽
然绝热膨胀作用可以冷却喷嘴，延长喷嘴的使用期限，但却使油黏度增大，恶化了雾化效果。为了
弥补绝热膨胀造成的温度下降，压缩空气必须预热，饱和蒸汽必须过热。过热的要求是要在油与雾
化介质相遇处保持预定的温度，不使油黏度发生变化。压缩空气的预热温度随本身压力而变，具体
数据见表１４。压力大时，绝热膨胀加剧，预热温度也要高些。饱和蒸汽过热温度是２５０～３４０℃。
如果不预热，则绝热膨胀作用会使部分水分凝出，火焰产生脉动且不稳定。

表１４　压缩空气的预热温度
压缩空气压力／ｋＰａ ２０２．６５ ３０３．９８ ４０５．３０ ６０７．９５
预热温度／℃ １４０ 约１５０ 约１６０ 约１８０

　　１２２　重油的燃烧过程

重油的燃烧是一个边蒸发、边混合、边燃烧的过程。重油的蒸发温度比着火温度要低得多。在
燃烧室内，燃料着火前处于蒸气状态，燃油蒸气与空气之间经扩散、混合，发生化学反应。由于油蒸
气与空气之间的扩散、混合速率远远低于化学反应速率，因此在燃油蒸气与空气之间进行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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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如果燃烧温度很高，燃烧室内空气供应不足或者燃油和空气混合很不均匀，就会有部分烃
类因为高温、缺氧而发生热解、裂化。当液体燃料急剧受热升到５００～６００℃时，裂化对称进行，生
产较轻的碳氢化合物，有足够氧存在时便很快燃烧；急剧受热达到６５０℃以上时，裂化不对称进行，
轻的碳氢化合物呈气体逸出，剩下游离碳粒和难以燃烧的重碳氢化合物形成“结焦”，如果随烟气排
出，即能见到黑烟。

因此，稳定和强化重油燃烧的基本途径主要有三种：提高蒸发速率、加强燃油液雾与助燃空气
的混合、保证燃烧室内具有足够高的温度。重油燃烧装置的设计与操作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１２３　重油的燃烧设备

１燃油烧嘴的基本要求
重油的雾化、燃烧是通过燃油烧嘴实现的。对用于硅酸盐工业窑炉上的燃油烧嘴有以下几方

面的基本要求：
（１）喷出雾滴要细而均匀，黑火头区（即燃烧前喷油所走过的轨迹）尽量短，不能有火星，不能

污染制品或物料。油流股截面不能有空心，雾化介质用量要少。
（２）燃油燃烧后所形成的火焰要符合工艺要求，要能够调节和控制。
（３）结构要简单，以便于制造、拆装、清洗和维修，而且还要坚固耐用，做到不漏油、不堵塞、不

结焦，另外加工精度要高，要保证同心度和扩散角。
（４）操作过程中的调节要方便，且调节幅度要大，精度要高，噪声要小。
２燃油烧嘴的分类
与雾化方式相对应，燃油烧嘴有机械雾化烧嘴、低压雾化烧嘴、中压雾化烧嘴和高压雾化烧嘴

四类。其中，中压烧嘴与高压烧嘴又可以按不同特征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按油流与雾化介质的相对流向来分，有直流式（接近于平行相遇）、涡流式（切线方向相遇）和交

流式（以一定角度相遇）三种。按雾化的级数来分，有一级雾化、二级雾化和多级雾化等多种。按油
流与雾化介质形成混合物的位置来分，有外混式（在烧嘴外部混合）和内混式（在烧嘴内部混合）。
３常用燃油烧嘴的结构及特点
我国传统上使用较多的重油烧嘴是由国内自行设计的高压内混式（扁平火焰）烧嘴ＧＮＢ系

列。图１１５（ａ）为ＧＮＢ—Ⅲ型高压内混式烧嘴的结构简图。该内混式烧嘴的雾化原理是：向具有
一定压强的油流股喷入压强相近的雾化介质，使油流变成泡沫状，再将这种泡沫的油流从烧嘴的喷
孔喷入窑内或喷入燃烧室中，利用油气中具有一定压强的雾化介质急剧爆发所产生的膨胀力将油
膜鼓碎来进行雾化，所以这种雾化方法又称发泡雾化。内混式烧嘴的喷射方向可以任意地选定（与
烧嘴的中心无关），喷出的燃油雾滴极细，形成的火焰较软，雾化介质的用量也较少，工作时的噪声
也较小。

图１１５　犌犖犅系列高压内混式烧嘴的结构简图
（ａ）ＧＮＢ—Ⅲ型；（ｂ）ＧＮＢ—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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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ＮＢ—Ⅲ型高压内混式烧嘴的结构是由油嘴、风套管、内混室外套管、油管等部件所组成。雾
化介质通过若干个小孔，高速冲击到喷出的油流股上进行雾化。由于有了内混室，烧嘴帽上孔嘴的
开设可以不受油嘴的约束，所以其灵活性较大。喷孔的数量可以是单孔也可以是多孔，喷孔的形状
可以是圆孔也可以是扁平孔，喷孔的位置可以在中心也可以在四周，还可以布置成几排或辐射状，
具体情况可视对火焰的要求而定。据介绍，扁平火焰比圆锥火焰的传热量要大６．３％～８．９％。
ＧＮＢ—Ⅲ型高压内混式烧嘴的使用效果较好，火焰覆盖面积较大，雾化质量较好。该燃油烧嘴的
不足之处是所要求的气压和油压较高，内混室内容易结焦，喷出的火焰不易转弯等。其改进型
ＧＮＢ—Ⅳ高压内混式烧嘴，如图１１５（ｂ）所示，则克服了上述部分缺点，适用于大型玻璃池窑。

近年来，随着玻璃窑炉的改进，很多国外的烧嘴也被引进到国内，如德国索尔格公司的ＤＺＬ型
双混烧嘴，德国高定公司的ＺＬ５型外混式烧嘴，英国莱德劳公司的ＧＴ／ＣＰＡ烧嘴，英国ＷＴＰＵ型
伸入式烧嘴和美国欧文斯公司的Ｇ系列外混式烧嘴等。生产实践表明，ＤＺＬ型双混烧嘴比较适合
于中、小型马蹄焰池窑，大型马蹄焰池窑可以选用ＺＬ５型外混式烧嘴，ＧＴ／ＣＰＡ烧嘴则更适合于横
焰池窑。

ＧＴ／ＣＰＡ烧嘴（油枪）是由ＧＴ型枪身、ＧＴ型枪架、带快速接头的金属软管、退油阀（清扫阀）、
三位四通电磁阀（控制阀）、ＣＰＡ（临界压强雾化的缩写）喷嘴等部件构成。ＧＴ／ＣＰＡ烧嘴（油枪）的
关键结构是ＣＰＡ喷嘴，其结构如图１１６所示。它主要由喷嘴帽、阻气圈、旋涡式喷嘴和压力板四
个部件构成。燃油从油管流到压力板，压力板产生反压力，使油均匀地分配到旋涡式喷嘴的四周。
雾化空气沿油管外部的环形间隙流入，绕过喷嘴帽和阻气阀之间的喷嘴头部以及冷却喷嘴的内部
构件后，又回转过来，在阻气圈与旋涡式喷嘴之间沿着旋涡式喷嘴的一系列螺旋槽膨胀到一个临界
压强。经过这些螺旋槽流出的高速气流，在螺旋式喷嘴的前方将油扩散，并把燃油剪切成油滴。最
后，这股油、气混合物经过扩张式的喷嘴时，又膨胀到另一个临界压强，燃油细滴在喷嘴处被再分
配，以保证油雾锥体横切面上燃油均匀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双临界压强”，从而使重油的雾化过程
较为完善。

图１１６　犆犘犃喷嘴的结构图
１—枪身；２—喷嘴帽；３—Ｏ型密封圈；
４—压力板；５—旋涡式喷嘴；６—阻气圈

　　　　 图１１７　重油高速调温烧嘴结构示意图
１—重油管；２—助燃风管；３—雾化风管；４—调温风；
５—紫外线火焰监测器；６—点火空气；７—液化石油气

图１１７为美国Ｂｉｃｋｌｅｙ公司的重油高速调温烧嘴结构示意图，该烧嘴的雾化效果好，火焰喷
出速度高，火焰温降小，在低温阶段采用液化石油气点火、燃烧，到达５００℃后改烧重油。

在国外引进烧嘴技术的推动下，国内一些科研设计院所、大专院校在重油烧嘴方面也进行了研
究与开发，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热动力研究所研制开发的ＢＨＢ型喷枪（烧
嘴）和秦皇岛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研制开发的ＬＸＱ型喷枪（烧嘴）。

　　１２４　轻质柴油烧嘴

柴油的燃烧方式与重油的燃烧方式相类似。图１１８为北京神雾喷嘴技术开发公司研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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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１８　犠犇犎犜犆犃型柴油高速烧嘴
的结构简图

　１—窑墙；２—烧嘴砖；３—烧嘴砖套；
　４—烧嘴；５—助燃风调节间；６—配风器；

　７—油压表；８—油管接头；９—油量调节针形阀；
　１０—压缩空气接头；１１—点火电极（或火焰监视器）

的ＷＤＨＴＣＡ型柴油高速烧嘴的结构简图。该烧嘴
采用的是气泡雾化的原理，喷嘴的油孔和气化尺寸均
较大，因而较好地解决了喷嘴堵塞、结焦等问题。且雾
化的耗气量小（雾化介质与燃料油的质量流量比要小
于０．１），雾化后雾滴的颗粒度小（＜２０μｍ），而且其颗
粒尺寸分布均匀。该柴油烧嘴燃烧充分，燃烧效率高，
节能效果显著。

图１１９为长沙节能中心研制开发的火神Ｙ型轻
质柴油高速烧嘴的结构简图，该烧嘴的特点是可以利
用较低的油压和雾化风压，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可以用
单价较低、耗电量较小的罗茨风机来作为雾化风机，还
可以用价格较低而密封程度略差的一些管道配件。这
样既可以显著地减小漏损，又可以降低设备投资。此
外，该柴油烧嘴燃烧充分、火焰清亮明净，火焰还能够
旋转喷射。

图１１９　火神犢型轻质柴油高速烧嘴的结构简图
１—油接头；２—助燃空气接头；３—喷火口法兰；４—护墙板；５—隔热层；６—窑墙砖；７—膨胀缝；

８—点火孔；９—烧嘴砖；１０—外壳；１１—内壳；１２—雾化空气接头；１３—内管；１４—油管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与烧气体燃料的烧嘴一样，烧液体燃料的烧嘴也有高速调温烧嘴、脉冲
（高速调温）烧嘴的型式和型号，这两种烧嘴主要在陶瓷工业中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１２５　液体燃料的先进燃烧技术

１富氧燃烧技术
富氧燃烧技术就是指采用比普通空气中氧含量高的富氧空气进行助燃的燃烧技术。
使用富氧燃烧技术可以减少助燃空气中的非助燃成分（氮气量），从而降低燃料的着火温度，加

快其燃烧速度和提高燃烧温度，也有利于燃料的完全燃烧和减轻排烟负担。而且富氧燃烧技术还
有利于降低烟气中的有害ＮＯ狓含量，这是由于ＮＯ狓的主要来源即氮气量降低的缘故。

（１）富氧燃烧分类
富氧燃烧包括整体富氧（全部助燃空气为富氧空气）和部分富氧。部分富氧包括增氧燃烧（在

空气助燃烧嘴下喷入富氧空气以达到增氧效果）、富氧空气雾化（以富氧空气作为重油的雾化介
质）、富氧助燃补给燃烧（在池窑熔化部内需要升温处或Ｏ２不足处增设富氧空气烧嘴，最常见的是
在横焰窑第一对小炉之前增设富氧空气烧嘴，俗称Ｏ号小炉富氧助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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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富氧空气制备技术
富氧空气可以是制取锡槽保护气（Ｎ２）时的副产品，但是这个气体量不能满足要求。更有效地

获得富氧空气的方法有：深度冷冻法（简称深冷法）、ＰＳＡ法（或称分子筛法）和高分子膜法（简称膜
分离法）等。深冷法是将空气冷却液化后，再利用Ｎ２和Ｏ２沸点的差异，将它们分离来制得富氧空
气。ＰＳＡ法是利用分子筛对Ｎ２和Ｏ２的差异性吸收来制得富氧空气。膜分离法是利用Ｎ２和Ｏ２通
过某些高分子膜时其渗透率的差异来制得富氧空气。其中，膜分离法因制取富氧空气的成本较低
而获得广泛应用，深冷法和ＰＳＡ法则在制取高纯度氧气方面更为有效。

膜分离法制取富氧空气的成本较低是因为其装置简单、操作与维护容易、动力消耗较低、使用
寿命较长。其缺点是：增氧率不高（最高为２８％～３１％），且膜易堵塞。国外最早使用的分离膜是
由聚硅氧烷与聚对羟基苯乙烯的交联共聚体制成的高分子膜。其工作原理是：空气中的Ｏ２和Ｎ２
在高分子膜中溶解度的差异与扩散速率的差异会造成它们在通过高分子膜时的速率有所不同，于
是在压力差的作用下，Ｏ２会优先通过高分子膜，从而提高通过膜后的气体中Ｏ２量，于是形成富氧空
气，如图１２０所示。膜分离法制备富氧空气系统的流程有正压式与正、负压式之分。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国内、外进行富氧燃烧技术研制开发的单位有日本松下电气产业株式会社、日本大阪煤气
株式会社、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ＵＯＰ公司、秦皇岛玻璃工业研究设计院、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等。

图１２０　膜分离法的原理和流程
（ａ）原理图；（ｂ）流程图（正、负压式）

（３）富氧燃烧的特点
ａ．增强了有效传热。由于不参与燃烧反应的Ｎ２量降低，所以能提高火焰温度；同样因为燃烧

产物中不参与辐射的双原子气体Ｎ２浓度降低，而参与辐射的三原子气体ＣＯ２、Ｈ２Ｏ浓度增加，尤
其提高了水蒸气含量，从而增加有效辐射传热量，能提高火焰的辐射率，提高热能利用率。对于玻
璃池窑来说，富氧空气往往从烧嘴的下部进入，提高了火焰根部温度，加强了火焰向玻璃液的有效
传热，从而有效提高池窑的熔化率。
ｂ．有利于燃料燃烧。富氧燃烧提高了燃烧速度，也使燃料燃烧更加完全，而且也降低了燃料

的燃点，从而可利用一些低质燃料。
ｃ．有利于提高玻璃液质量。烟气中水蒸气浓度的提高会促进玻璃液与水蒸气的反应，也就是

增加了玻璃液中ＯＨ－的浓度，导致其黏度降低，这对于玻璃液的均化与澄清均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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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有利于保护池窑。富氧空气从烧嘴下部进入，导致火焰上部温度降低，这就减少了大碹、小
炉和蓄热室的热负荷，减轻了火焰对这些部位的高温侵蚀。
ｅ．减少了热损失。在保证燃烧完全的前提下，富氧燃烧能够有效地降低助燃空气量，从而减

少废气量及其热损失。
ｆ．降低了ＮＯ狓排放量。ＮＯ狓中的Ｎ主要来自于助燃空气，富氧降低了助燃空气中Ｎ２浓度。

如果想更多地降低ＮＯ狓浓度，还可采用富氧分级助燃技术（简称ＯＥＡＳ技术———Ｏｘｙｇｅｎ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ｉｒＳｔａｇｉｎｇ）。当然，若想大幅度地降低ＮＯ狓浓度，就要将富氧燃烧发展为全氧燃烧，因为全氧燃
烧时几乎不产生ＮＯ狓。
２全氧燃烧技术
纯氧燃烧是指利用Ｏ２浓度的体积分数≥８５％（一般为９１％）的空气（简称纯氧）助燃，有助氧

燃烧（简称纯氧助燃，或纯氧助熔）和全部纯氧燃烧（简称全氧燃烧）两种。

　图１２１　助氧燃烧技术

（１）助氧燃烧
助氧燃烧在本质上起到提高助燃空气中Ｏ２浓度的作

用，因此其效果类似于富氧燃烧。助氧燃烧技术的具体
实施有两种方法：第一，使用辅助氧枪喷氧燃烧，包括在
空气助燃烧嘴的下方喷入氧气来达到增氧效果；另外，在
１号小炉与前脸墙之间（俗称０号小炉）的两侧胸墙上以
及最后一对小炉与后山墙之间的两侧胸墙上，根据需要
安装全氧燃烧器对喷，其目的是调整窑内温度或在池窑
使用后期补充窑内热量，如图１２１所示。第二，部分纯
氧燃烧，如将池窑的部分空气燃烧器改为纯氧燃烧器。

（２）全氧燃烧
全氧燃烧技术则是指池窑的全部烧嘴都是纯氧助燃的燃烧器（燃油雾化介质除外）。
全氧燃烧技术具有富氧燃烧技术的全部优点且更明显，如玻璃池窑的熔化率可提高１倍以上，

节能１５％～２２％（甚至更高），废气量约减少６０％，废气中ＮＯ狓浓度降低８０％～９０％，粉料扬尘量
约减少８０％。除此以外，还有更显著的优点，这就是大大简化了玻璃池窑的结构，因为全氧燃烧的
温度能够满足玻璃熔化的要求，因此不需像空气助燃那样要依靠蓄热室（或换热室）预热。没有蓄
热室及其小炉，也就不需要换火装置，这样也简化了烟道结构，还可减少熔制车间所需的厂房跨度。
不仅如此，空气助燃时，因换火瞬间失去作为热源的火焰，必然会导致窑温波动，受换火过程的冲
击，窑压也会瞬时波动，但全氧燃烧时则不存在此问题，因此窑温、窑压非常稳定，玻璃液质量也因
而得到大大提高。空气助燃时，燃烧器的布置受制于小炉的布置，全氧燃烧时就没有这个限制，所
以完全可以按照熔化曲线布置燃烧器，强化配合料的预熔，减少粉料的飞扬，这一般会使窑内热点
温度下降，从而保护窑体的耐火材料。
ａ．全氧燃烧器
在全氧燃烧技术中，全氧燃烧器（俗称氧枪）是关键问题之一。选型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有：火

焰的覆盖面要大、可控制炭黑形成的辐射率要大、ＮＯ狓的生成量要少、能用低压氧气（一般小于
５０．６６３ｋＰａ，不需升压）、高调节比、低噪声、维修量少、可兼用燃气和燃油、价廉、耐久。传统的水冷
套管式氧枪因喷射的火焰短而窄、覆盖面小、局部温度高，已逐渐被淘汰。常用的全氧燃烧器有Ａ
型与密闭式，如图１２２所示。燃烧器喷口的形状有圆形［参见图１２２（ａ），图１２３（ａ）（ｂ）与
图１２４］和矩形［参见图１２３（ｃ）］，矩形喷口具有火焰覆盖面大的特点，其应用正日益受到推广。

国外常用的全氧燃烧器有美国Ｐｒｅａｘａｉｒ公司、Ａ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公司、Ｍａｘｏｎ公司、天时（Ｅｃｌｉｐｓｅ）公
司等生产的氧枪。图１２３（ａ）（ｂ）（ｃ）为天时公司三种ＰｒｉｍｅＦｉｒｅ型燃天然气氧枪的外观，其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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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　常用两种类型全氧燃烧器
（ａ）Ａ型；（ｂ）密闭式

图１２３　美国天时（犈犮犾犻狆狊犲）公司的三种犘狉犻犿犲犉犻狉犲型氧枪
（ａ）ＰｒｉｍｅＦｉｒｅ１００型；（ｂ）供料道加热用；（ｃ）ＰｒｉｍｅＦｉｒｅ４００型

１２３（ａ）所示的氧枪适合于小型玻璃池窑或其他特殊用途，其喷口为圆形，喷出锥形焰；图１２３（ｂ）
所示的氧枪用于日用玻璃池窑或玻璃纤维池窑的供料加热，也是圆形喷口；图１２３（ｃ）所示的
ＰｒｉｍｅＦｉｒｅ４００型氧枪以及该图未列出的ＰｒｉｍｅＦｉｒｅ３００型氧枪适用于大、中型横焰玻璃池窑，它们
的喷口均为矩形，喷出覆盖面较宽的扁平焰。ＰｒｉｍｅＦｉｒｅ４００型的改进之处在于：分级燃烧，即小量
氧气喷入燃料流中预燃后足以将燃料裂解为炭黑、ＯＨ－基等，这些裂解物不仅能抑制ＮＯ狓产生，也

　图１２４　犕犃犡犗犖犔犈型氧枪的结构

能减少玻璃液中的气泡，炭黑也能提高火焰的亮度和辐射
率，从而增加火焰向玻璃液的辐射传热量。Ｍａｘｏｎ公司
的ＭＡＸＯＮＬＥ型氧枪和原美国燃烧技术公司（已被美
国天时公司兼并）的ＣＴＩＨＲ型氧枪也属于分级燃烧。
图１２４为ＭＡＸＯＮＬＥ型燃油氧枪的结构，该油枪用压
缩空气雾化（也可用水蒸气、丙烷、天然气来雾化），雾化油
喷嘴的结构与普通油枪相同，其第一次供氧到火根部助
燃，因部分供氧造成Ｏ２不足，因此不利于ＮＯ狓生成，但可形成许多高亮度的炭黑来增强热辐射，第
二次供氧到火梢，该处尽管Ｏ２充足，但因温度较低同样可抑制ＮＯ狓的生成。
ｂ．全氧燃烧的安装
横焰全氧燃烧池窑在安装氧枪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绝对水平安装，不能上倾或下倾，这

是因为全氧燃烧时火焰短、火焰温度高，上倾会烧坏大碹，下倾会影响玻璃液的质量。第二，喷嘴砖
要内缩安装，一般缩进胸墙内壁３０～７０ｍｍ，以防个别熔融的碹滴沿胸墙内壁流下时分散火焰或堵
塞燃烧器喷口。第三，严格密封，喷嘴砖与胸墙之间约３ｍｍ的缝隙用耐火纤维塞紧，以防火焰逸
出烧损氧枪的外壳。第四，氧枪在两侧胸墙上的安装有顺排（两侧火焰对喷）与错排（两侧火焰交错
喷射）之分：一般来说，当窑池宽度小于７．３ｍ时应为错排，以防火焰对冲后上冲而烧坏大碹；当窑
池宽度大于７．３ｍ时应为顺排，以避免因火焰长度不够造成窑宽方向上的温度不均。另外，在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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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角处应增补氧枪来弥补这些部位的温度不足。第五，氧枪的安装高度要科学合理，一般应在玻璃
液面之上４６０ｍｍ处，这样既可避免火焰造成玻璃液面或大碹处出现局部高温，也能充分地利用烟
气对热辐射的缓冲作用。
ｃ．全氧燃烧的应用
因燃烧过快使火焰缩短，因此全氧燃烧最好用于横焰窑。全氧燃烧时，因燃烧温度升高，也可

能有局部高温，而且窑内气体中Ｈ２Ｏ、ＣＯ２、碱蒸气浓度增大，因此碹顶材料要用抗高温、抗化学侵
蚀能力强的电熔耐火材料，一般用４１＃电熔ＡＺＳ砖。全氧燃烧技术在向大型池窑推广过程中，目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因火焰短，因而在窑宽方向上加热不均。为此，也有在碹顶上安装全氧燃烧
器（简称顶烧式）的尝试。目前，国外拥有先进全氧燃烧技术的企业有美国的康宁（ＤｏｗＣｏｒｎｉｎｇ）
公司、ＰＰＧ公司、普莱克斯（Ｐｒｅａｘａｉｒ）公司、ＡＰ（Ａｉｒｐｒｏｄｕｃｔ）空气化工公司、Ｍａｘｏｎ公司、天时
（Ｅｃｌｉｐｓｅ）公司以及日本的旭硝子株式会社等。
３乳化油燃烧技术
将一种液体以液珠形式均匀地分散于另一个和它不相容的液体中，该工艺被称为乳化工艺，简

称乳化。均匀混合后的液体被称为乳化液，水以液珠形式掺在燃油中并混合均匀后的液体被称为
乳化油。乳化油中以液珠形式为主的那一相称为分散相（或称内相），另外一相叫作连续相（或称外
相）。乳化油有三种类型：油包水型，水包油型，多重型。油包水型乳化油目前应用最为广泛。

（１）乳化油燃烧技术的优点
①节油效果明显：据报道，当掺水率为１３％～１５％时，节油率可达８％～１０％；②火焰短而亮，

刚度增强，火焰温度也略有提高；③基本消除了化学不完全燃烧；④烟气中水蒸气量增加，从而提高
了烟气的辐射率；⑤烟气中ＮＯ狓等有害成分含量和噪声均明显降低，从而有利于环境保护。

（２）乳化设备

　图１２５　悬臂式簧片超生乳化器

实现燃油的乳化必须采用合适的乳化设备，其中超声波
乳化器应用最为广泛，它的类型主要有机械式（也称液体动
刀式）、压电式和磁致伸缩式等。其中，机械式又分为簧片式
（也称簧片哨）、圆板式、旋涡式、旋笛等，这其中以悬臂式簧
片哨超声波发生器的乳化效果最好，且结构紧凑、简单、牢
固，工作稳定，更换方便，易与管道连接、成本低，是目前应用
得较为广泛的一种燃料油乳化设备。如图１２５所示。

（３）乳化油燃烧需注意的问题
合理的掺水量；掺水后燃油黏度的变化；有回油时掺水量的调节；烧嘴处乳化油温度的控制；长

距离输送时，乳化油的质量是否会改变等。应注意，燃油中掺水的乳化油与燃油中含有水分是完全
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中的水是能够促进燃油均匀雾化和完全燃烧的有益分散相；后者中的水则是
对燃烧不利的杂质，应设法去除。
４燃料油经过强磁场的磁化处理技术
将重油经过０．１４～０．３３Ｔ强磁场的处理，即油流在可控磁石的Ｓ极和Ｎ极中间流过时，磁力

线将会减弱燃油分子之间的凝聚力，使其中的碳链断开，从而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于是降低了燃
油的黏度和表面张力。有关试验研究表明：燃油磁化１０ｍｉｎ后，其黏度和表面张力均可降低约
１５％，这将提高燃油的雾化质量，提高燃烧的完全程度且不易结焦，也可降低空气过剩系数，从而提
高燃烧效率、节约燃油，也能减少ＮＯ狓生成量，燃烧时的噪声也稍有降低。
５水煤浆代油技术
相对于固体燃料煤来讲，燃油的价格较高，但是燃油在燃烧的稳定性、燃烧热效率较高以及清

洁性等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优势。为此，在煤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考虑用水煤浆代油的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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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浆是将煤粉碎、磨细后制成的一种类似于重油的液体燃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能够满
足雾化燃烧的要求，是一种以煤代油的理想燃料。

１３　煤气的制备过程及设备
煤是工业中经常采用的一种固体燃料，目前世界上石油资源日趋枯竭，而我国煤炭资源丰富，

煤炭品种齐全，分布面较广，这就为遍布全国的硅酸盐工厂提供了足够的能量来源。
用煤作燃料时可以采用直接燃烧法、半煤气燃烧法或全煤气燃烧法。直接烧煤存在着较多缺

点，如燃烧中若不能严格控制窑炉的温度制度，会使得产品质量难以稳定和提高；煤直接燃烧时，许
多可燃物在燃烧室内不能完全烧尽，热能利用率低，造成能源浪费；同时，由直接烧煤而排放的烟气
中含有大量粉尘及有害气体ＮＯ狓、ＳＯ２等，严重污染了环境；此外，窑炉使用周期短，产量低，工作
环境差，劳动强度大，难以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全煤气燃烧法是将煤制成煤气以后再进行燃烧。
以煤气作燃料，较容易满足窑炉内火焰气氛和温度分布的要求。此外，使用煤气的话劳动条件好，
环境污染少，而且燃料费用低，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煤制气的方法较多，由于发生炉
煤气的质量能够满足硅酸盐工业的要求。所以，一般工厂都采用煤气发生炉发生煤气，以供生产的
需要。本节主要介绍煤的气化过程、常压固定床（移动床）煤气发生炉的结构和操作。

　　１３１　煤的气化及煤气的种类

把煤或炭等固体燃料放在某一设备中，在高温下通入气化剂，经过一系列物理、化学变化后转
化为含有可燃气体、具有一定热值的煤气的过程，称为固体燃料的气化。制煤气的过程称为煤的气
化，使用的设备称为煤气发生炉，生成的煤气称为发生炉煤气。由此可知，进行气化的基本条件是：
有气化剂，有气化燃料和发生炉，还要使炉内保持一定的温度和压力。

根据气化过程所用气化剂不同，可以得到成分和性质不同的发生炉煤气。常用的气化剂有空
气或水蒸气，或两者合用。得到的煤气相应称为空气煤气、水煤气、混合煤气。上述三种煤气的组
成及发热量见表１５。

表１５　三种煤气的组成及发热量

煤气名称 气化剂
煤气组成（体积分数）

ＣＯ２ ＣＯ Ｈ２ ＣＨ４ Ｃ犿Ｈ狀 Ｎ２ Ｏ２

低位发热量
（标准状态）
／（ｋＪ／ｍ２）

空气煤气空　气 ０．５～１．５３２～３３ ０．５～０．９ — — ６４～６６ — ３７６５～４３９５
水煤气蒸　汽 ５．０～７．０３５～４０ ４７～５２０．３～０．６ — ２．６～６．００．１～０．２ １１０３５～１１４６０
混合煤气空气＋蒸汽５．０～７．０２４～３０ １２～１５０．５～３．００．２～０．４４６～５５０．１～０．３ ４８１０～６４９０

　　１空气煤气
以空气为气化剂，利用煤中碳与空气中的氧进行反应制得的可燃气体，称为空气煤气。若纯碳

与空气反应，使碳全部转化成ＣＯ的煤气，称理想空气煤气。
（１）气化反应
空气煤气的气化按如下反应进行：

Ｃ＋Ｏ２＋３．７６Ｎ２＝ＣＯ２＋３．７６Ｎ２＋４０８７６３ｋＪ／ｋｍｏｌ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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