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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回转窑发展的潜在需求

➢ 通过增加低热值燃料(液态或固态)使用量降低燃料成本

➢ 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单位时间产能

➢ 减少污染物排放(NOx, CO)

➢ 增加回转窑/窑内火焰燃烧的稳定性

➢ 提高水泥质量/促进燃料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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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水泥窑富氧技术解决方案
Linde Experience in Cement Industry

50+ Years of successful cement industry oxygen applications!

林德在水泥窑富氧燃烧技术开发与应用方面有超过50年的经验

◼ oxycement™富氧燃烧提高回转窑生产率

◼ OxyCement™富氧燃烧用于替代燃料回转窑

◼ OptiLance™富氧燃烧技术降低CO和NOx排放

O2

O2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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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燃烧在替代燃料应用过程中的必要性
Oxygen for Solid Alternate Fuel Use

– 高替代燃料率在德国和欧盟的水泥行业很常见

– 根据燃料质量的不同，超过50-70%的替代燃料可能具有挑战性

– 潜在问题：影响火焰长度和稳定性；熟料质量不佳

– 向替代燃料中注入氧气可使低热值燃料稳定燃烧。

– 水或二次燃料引起的火焰冷却可以得到补偿。

– 火焰根部的氧气提高了燃料的引燃性。

– 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

– 升温、点火和燃尽都变得更快

Fluff 
(Plastic Waste, Paper, Wood)

Oxygen enables combustion of low quality alternate 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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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燃烧效率
=> 在窑内需要的位置提高燃烧温度, 实现

- 增加传热效率 (-> 提高生产效率)
- 燃烧产生更多热量 (->提高生产效率)

=> 降低常规燃料消耗
=> 减少CO2和CO排放

➢使用替燃料带来的优点
=> 增加使用替代燃料和低热值燃料的比例份额
=> 生产总成本净减少
=> 增加生产效率
=> 生产操作更加灵活/可根据燃料成分的变化迅速调整操作

➢ 取得较大效益提升, 仅需要很少的投资

水泥回转窑应用富氧燃烧的优点

> 2.0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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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gen Use in 

Cement Plants –

2012 6

富氧燃烧技术改造方案概况

➢助燃空气富氧

➢氧枪喷射富氧

富氧空气

通入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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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交流与讨论

林德将与客户展开技术交流与讨论 ,直到获得可靠的技术可行性.
包括以下内容:

➢ 选取恰当的氧气应用技术方案

➢ 核算项目需要的氧气用量

➢ 项目安全和风险评估

➢ 运行工艺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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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

➢富氧燃烧技术方案

➢氧气供应(液氧/现场制气)

➢氧气储罐/汽化器系统

➢氧气流量控制

➢氧气注入系统

➢安装与调试

➢安全与工艺技术培训

Oxygen flow control train 1.000 N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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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实施例:

1. 欧洲,新型干法预分解法回转窑
改造目标: 
a) 增加使用二次燃料比例
b) 提高熟料质量

林德提供的实施方案:
- 改造现有的回转窑燃烧器,内置一组氧枪
- 径向助燃空气富氧

实施效果:
- 最高增加5%的替代燃料使用量=> 显著降低成本
- 提高燃烧效率,促进燃料燃尽=> 提高熟料质量

案例分析：林德设计实施的富氧燃烧技术改造结果
Specifically designed solution by 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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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实施例:

– 2. 欧洲,新型干法预分解窑

改造目标 :
a) 提高生产效率
b) 改进燃料组成,降低成本

实施方案:
- 为客户设计定制氧枪,安装在燃烧器内

实施效果:
- 高达15%的生产效率增加
- 替代燃料使用比例增加
- 常规燃料使用量下降
- 窑内燃烧和火焰更加稳定
- 回转窑运转稳定性增加

案例分析：林德设计实施的富氧燃烧技术改造结果
Specifically designed solution by 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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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实施例:

3. 欧洲, 干法预热回转窑工艺,
改造目标 :
a) 提高使用替代燃料的比例,降低生产成本
b) 提高回转窑稳定性

实施方案:
- 针对客户设计固体燃料运载气体富氧方案

实施效果:
- 替代燃料使用比例增加到20%
- 二次燃料使用比例增加5%
- 褐煤使用比例下降
- 常规燃料消耗下降
- 燃烧和火焰更加稳定
- 增加回转窑运行稳定

案例分析：林德设计实施的富氧燃烧技术改造结果
Specifically designed solution by 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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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热氧富氧燃烧技术的减排效果
OPTILANCE™Hot Oxygen Lance Technology

• 高活性氧热射流（370-1650°C）

• 高动量射流与周围气体迅速混合

– 应用

– 固体燃料燃烧/气化

– 污泥的雾化和点火

– 部分氧化（POX）

– 炼油厂和其他行业的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减排

OPTILANCE™氧气注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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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OPTILANCE™热氧注射富氧燃烧技术
Case Study： NOx and CO Reduction

– 客户情况： 德国某知名水泥公司-预热预分解回转窑

– 主要燃料：用作燃料的废弃物、塑料、褐煤和无烟煤

– 改造目标: 在主燃烧器上使用氧气增加替代燃料（AF）以降低成本，要求不对熟料质量或
排放产生负面影响。

– 改造前： 褐煤和替代燃料由于固有的质量变化而影响燃烧和排放。

– 改造方案：

– 在进料端架设高温热氧注射氧枪

– 注射氧气的温度900-1000°C
CO level

Oxygen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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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LANCE™热氧注射富氧燃烧技术的实施结果
Case Study NOx and CO Reduction

– 改造目标：

• 氮氧化物从约500 mg/mn3减少到小于200 mg/mn3

• 一氧化碳从5000 mg/mn3以上减少到3000 mg/mn3以下

• 避免建设SCR/SNCR（资本成本支出）和氨处理

– 改造结果：

• 改造周期短

• 排放目标是在较小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下实现的。

• 全面分析具体窑炉结构和燃料混合产生的CO/NOX和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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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氧气的主要供应模式经济性对比
Cost Effective Oxygen Supply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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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VPSA真空变压吸附现场制氧技术开发历程

1950 Robert Milton earns the first molecular sieve patent

1960 Praxair is the first to develop Hydrogen PSAs

1970 Praxair is the first to develop Oxygen PSAs

1980 Praxair earns patent for the ultra-efficient adsorbent

Startup of the first VPSA system – 36 mtpd

1993 Startup of the first single bed VPSA system – 16 mtpd

1996 12 step, 2-bed process cycle with single plant capacity increases to over 118 mtpd

1997 开发出普莱克斯独用的分子筛吸附剂

1998 第一套径向床投入使用
2000 Single train capacity increased to over 160 mtpd

2005 开发出干式真空鼓风机流程
2008 Containerized single bed VPSA systems developed

2009 单套工厂设计能力增加至每天200吨

2010 采用VSA流程，让普莱克斯装置电耗业界最低
2011 Development of the lowest power, single skid, 480/380 VAC system – V40

2012 Development of modularized designs over entire range of VPSA systems

2013 第一套离心式鼓风机应用到VPSA系统
2014 开发出超高效分子筛，进一步提高VPSA产能

林德VPSA技术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998 林德（普莱克斯）发明第一套VPSA真空变压吸附制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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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与结论
Summary and Conclusions

➢ 使用氧气的技术对与燃料密切相关的如下因素是很敏感的
=> 实现最高的燃烧效率
=> 最高的生产效率
=> 最少的氧气消耗
=> 最高的二次燃料使用比例
=> 最经济的技术方案

–

➢ 关键的解决措施是如何射入氧气,实现生产成本降低
=> 有多种解决方案是可行的

➢ 林德在水泥领域拥有氧气应用核心技术和众多应用业绩,可以确
保为顾客提供合适的技术,通过最低成本实现客户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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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德提供一站式富氧燃烧技术解决方案

Linde oxyfuel solutions & customer benefits

富氧燃烧技术 Oxyfuel Technology

为客户实现的效益 Customer Benefits林德提供的解决方案 Solution Provider

提高能源效率 energy savings

减少尾气排放 emission reduction

提高生产效率 efficiency increase

提高产品质量 quality improvement

灵活生产安排 flexibility increase

专家知识 Industry Experience

气体供应 Gas Supply



Leading Combustion Technologies

领先的低排放节能高效富氧燃烧技术

Supporting Energy Savings and Emission Reductions,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a New Era!

助力节能减排, 绿水青山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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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关注！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林德中国研发中心燃烧技术实验室 Linde Combustion Center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