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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供热助力碳中和

跨界创新保卫蓝天



前 言

学会用火是猿人进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时至今日

尽管人类在火的应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仍没有

彻底摆脱简单粗放的燃烧方式。燃煤在高温富氧环

境中燃烧生成的SO2和NOx，不仅形成酸雨污染环境，

同时也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

为治理燃煤烟气污染一直采用末端治理的传统方

法，末端烟气治理不仅成本很高，而且还伴随着高

腐蚀性、污水泥渣、重金属废弃物等的二次污染。

近年来烟气排放指标不断提高，大气中的SO2、NOx

已经降到90年代的水平，污染治理成效显著。

火电厂的湿烟气



烟气治理工艺亟待改变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大气污染的降低，雾霾

却有上升的趋势。今年北京两会期间12天内

就有7天重雾霾，我国对国际上“冬奥无霾”

的承诺令人堪忧。现状给人们的印象是：只

有关停企业、取缔燃煤才能消除雾霾。能源

的安全性、经济性被忽略，曾经的“黑金”

与污染划等号，人们谈煤色变避而远之。

雾霾中的“大裤衩”

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是必须的，但我国

人均GDP世界排名很低，还有9亿人口月均收入

不足2000元，如此国情之下一蹴而就地去碳化

肯定不行。因此我们还要脚踏实地做好当前的

清洁供热，既要为国民经济发展、为民生谋福

祉，又要根除雾霾保卫蓝天。

与污染划等号，人们谈煤色变避而远之。



烟气治理工艺现状亟待改变

大量数据证明：雾霾主要来自于燃煤烟

气治理工艺排放的非常规污染物，彻底消

除各种夹带可凝结颗粒物的湿烟气、氨排

放以及水蒸气，才能精准治理雾霾。

超低排放的火电厂

消除雾霾与能源转型的协同发展，既是环

保工作者应交的答卷，也是我们燃烧领域科

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要立足国情确保

能源安全、还要治理雾霾保卫蓝天，就必须

打破传统的燃烧理念和烟气治理工艺，用

“清洁燃烧技术”从燃烧源头彻底消除烟气

污染。



科技创新使燃煤成为清洁能源

所谓“清洁燃烧技术”就是燃烧阶段脱硫

脱硝，从词义上与“煤炭清洁利用”所泛指

的先燃烧后治理工艺完全不同。如今中国人

在清洁燃烧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消除我国工业燃煤锅炉导致的雾霾有希望了

洁燃锅炉运行中的烟囱

从能源安全和经济性来说我国都离不开燃

煤，既然离不开燃煤同时还要保卫蓝天，就

必须用颠覆性的清洁燃烧技术和通透无烟的

烟囱来证明：

燃煤也是清洁能源

。



蒂吉博纳公司简介

蒂吉博纳是专业从事数

控燃烧设备研发与制造的高

科技公司。公司创始人李延

新先生是国际上数控燃烧机

的发明人，是中国锅炉协会

燃烧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燃烧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目前拥有的数十项专利

技术涵盖了液体、气体和煤

粉等多种燃烧领域，多项发

明专利都处于国际国内的领

先地位，并多次获得科技创

新奖。



蒂吉博纳公司简介

蒂吉博纳公司生产的ZZR系列燃烧机，

让用户“既省钱，又省心”。因其具有高

效节能、高调节比、高智能、低能耗、低

故障率、低污染等优良品质，改造替换了

上百台进口名牌大型燃烧器，成为被侵权

ZZR系列

燃烧机

上百台进口名牌大型燃烧器，成为被侵权

仿冒的首选目标。

目前上千台蒂吉博纳的ZZR燃烧机运行在

全国各地并出口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若以

燃用重渣油与柴油相对比，每年节约的燃油

费用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



为扩大企业的生产能力，2014年蒂吉博纳在河北怀来省级开发区成立了新公司。公司占地面积83

亩，规划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可容纳600个科研、生产、销售等各种工作岗位。目前，厂区基本

建设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形成了初步的生产能力，全部建成后计划年产600台套数控燃烧设备。

蒂吉博纳公司简介

整体效果 综合楼 实验楼 研发楼



 2014年提出清洁燃烧设计方案

怀来蒂吉博纳公司在新厂建设之初就提出了燃

烧阶段脱硫脱硝的理念，并以文字的形式确认了

“清洁燃烧技术”的设计方案。

清洁燃烧技术发展进程

 2015年首推低氮煤粉燃烧机

配套28MW营口绿源煤粉锅炉的8台低氮煤粉燃烧

机，在紧邻北京的燕郊连续稳定供暖6年，一直处

于良好的运行状态，整机性能和及时良好的售后

服务都得到了用户的好评。

配套营口绿源锅炉的低氮煤粉燃烧机



跨界创新实现清洁燃烧的理念

91.13%

锅炉热效率
146mg/m³

170mg/m³

氮氧化物
≤1146mg/m³

二氧化硫

≤1

烟气黑度

2015年在国内研讨会上提出清洁燃烧理念，2016年洁燃锅炉试制成功并取得了国家特检院的检测认证。



蒂吉博纳洁燃锅炉
高效清洁燃烧锅炉

煤气化洁燃锅炉，

彻底颠覆了传统煤粉燃烧

跨界创新的产物

彻底颠覆了传统煤粉燃烧

的理念和传统煤粉工业锅

炉的结构型式。因其没有

外置烟气脱硫脱硝设施既

可达标排放的优异性能，

突显了锅炉与烟气脱硫脱

硝工艺的重大突破。洁燃锅炉效果图



洁燃锅炉核心技术之一

煤制气可以还原占比高达75%的燃料型NOx，但

是传统煤制气设备体积庞大一次性投入很高，还

存在热损失和二次污染等问题，因此极大的限制

了煤制气设备的应用。

煤粉气化燃烧一体机

了煤制气设备的应用。

烧煤变为烧气

蒂吉博纳公司发明的煤气化燃烧一体机，突破

了先制气后燃烧的套路，从而打破了煤制气应用

的瓶颈，将煤制气与清洁燃烧技术融合在一起，

一次性实现了燃烧阶段的脱硫与脱硝。



煤粉气化直燃机视频 清洁燃烧煤改气



洁燃锅炉核心技术之二

 洁燃锅炉用途广泛

1、可用于高效的分布式热电

联供，或用于城镇及企业

的集中供热、供汽。

2、负荷调节比 6︰1，可为风

光电新能源消峰填谷。

跨界创新的煤气化

洁燃锅炉将气相燃烧、

炉内脱硫技术和火焰分

全新结构的洁燃锅炉

光电新能源消峰填谷。

 运行成本大幅降低

1、没有烟气脱硫脱硝，运行

成本低于传统层燃及煤粉

锅炉。

2、运行成本是燃气锅炉的

1/2～1/3。

割、分布供风、烟气循

环等低氮燃烧技术巧妙

地组合在一起，实现了

炉内燃烧阶段的脱硫与

脱硝。



1、精确的空燃比和高温场

煤制气是复杂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精确量化的数字燃烧

控制系统，可以为不同品质的煤粉提供适宜稳定的高温缺氧

环境，从而实现煤粉的良好气化燃烧。

2、高智能故障诊断确保安全性

洁燃锅炉核心技术之三

高智能的控制系统具有完善的安全连锁保护和故障自诊断

功能，出现故障时系统将发出文字及声光报警，提示故障原因

和解决方法，可帮助操作人员尽快排除故障恢复运行。

3、高自动化水平高稳定性

具有一钮开停机的全自动控制功能，确保燃烧机在6:1的负

荷调节比情况下稳定运行。



洁燃锅炉特色

烧煤等于烧气

 1、无需外置烟气脱硫脱硝设施，即可达标排放；

 2、脱硫不用水，无污水、泥渣等二次污染排放；

 3、脱硝不喷氨无氨排放，低烟温NOx排放不超标；

烟囱比天燃气炉无烟
实现梦想中的煤炭清洁燃烧

 3、脱硝不喷氨无氨排放，低烟温NOx排放不超标；

 4、没有二次可凝结颗粒物排放，不会导致雾霾；

 5、烟囱通透无烟，无需进行烟气脱水除湿改造；

 6、煤碳高效清洁利用，粉煤灰是建材无废排放。



后续脱硫试验数据

未投石粉原始排放 投石粉17Hz后燃烧系统画面 投石粉后SO2数据

钙硫比为4.0时，

脱硫效率>99%

重量/小时 时间/分钟 含硫量 含钙量 实际消耗kg

石 粉 335 6 0.4 13.4

煤 粉 1040 6 2.56% 2.66（硫）

钙硫比 4.02

创世界纪录



见证洁燃锅炉烟气检测

2020年1月6日蒂

吉博纳公司参加了与

大同市长的座谈会，

1月16日来自清华、

山大、中国建筑节能

减排产业联盟等多位减排产业联盟等多位

专家学者，以及大同

市科技、环保、工信、

发改等多部门的主要

领导,在怀来蒂吉博

纳公司见证了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洁燃锅炉

烟气的检测。



洁燃锅炉烟气检测报告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

的烟气检测报告显示：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

25.3mg/m3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低于

3mg/m3

洁燃锅炉在没有外置

烟气脱硫脱硝的情况下，

已经达到了超低排放。



洁燃锅炉技术研讨会

1月16日见证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洁

燃锅炉烟气的检测

之后，第二天召开

了洁燃锅炉技术的

研讨会。研讨会。

钙硫比为4.0时，

脱硫效率>99%

与会专家一致认

为：洁燃锅炉是对

“国内外煤炭清洁

利用技术的突破和

创新”。



右图为2020年3月中旬安装完毕的

20吨洁燃供暖锅炉，目前该炉已经正

式投入运行。 2021年4月2日辽宁省安

科院对该锅炉进行了能效及烟气排放

指标的检测。

14MW洁燃锅炉项目情况

14MW（20吨）洁燃锅炉

该锅炉系统简单操作方便，故障率很

低。因其炉膛内已经完成了脱硫脱硝，

因此不存在燃煤锅炉普遍存在的低温受

热面、烟道、引风机、烟囱等设备的严

重腐蚀。同时即便是超负荷运行，也不

会出现传统煤粉锅炉定期停炉清焦砟的

尴尬局面。



14MW洁燃锅炉项目情况

右图为14MW洁燃

锅炉运行中的系统

画面。

设计输出功率

为14MW的洁燃锅炉，

20吨洁燃锅炉系统画面

为14MW的洁燃锅炉，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

16MW。原设计SO2、

NOx指标均为

200mg/M3，实际排

放，远远优于设计

标准。



洁燃锅炉项目进展情况

右图为14MW洁燃锅

炉的能效测试报告

锅炉热效率 91.7%，

高于原设计指标。



洁燃锅炉项目进展情况

右图为14MW洁燃锅

炉的烟气检测报告

经过辽宁省安全

科学研究院的检测，科学研究院的检测，

实际烟气排放浓度，

烟尘：9.11mg/m3；

SO2：22.96mg/m3；

NOx：43.08mg/m3。

已经达到了超低排放

的国家标准。



不同锅炉共用烟囱对比

原层燃锅炉湿法脱硫+喷氨脱硝，脱硫水雾白烟滚滚，是典型的雾霾发生器。

洁燃锅炉清洁燃烧，脱硫不用水、脱硝不喷氨，烟囱比烧天然气还通透无烟。



20吨锅炉运行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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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洁燃锅炉比链条锅炉每年运行费用可节约100万元；比普通煤粉锅炉节约41万元。

而一次性脱硫脱硝系统投入则比传统煤粉锅炉大至节约200万元。

比
链条锅炉
年

运行费低
100万



洁燃锅炉助力能源转型

控制地球温升必须减少碳排放，

可再生能源将逐步替代火电成为主

力电源。目前我国新能源发电的占

比仅为29%，预计到2030年将要达到

57%的目标。风光电的波动较大被电

网视作“垃圾电”，为确保电网的

稳定性，火电机组的负荷调节比需

要≥6:1。

前国内火电机组的负荷调节比均低

于3:1，原因是 1.负荷低于40%就可

能熄火。 2.冷态点火和低负荷稳燃

的成本都很高。

3.负荷偏低时烟温过低，NOx排放很难达标。 4.烟温过低时，锅炉低温受热面会严重腐蚀。



洁燃锅炉助力能源转型

洁燃锅炉的负荷调节比高达

6:1，由它组成分布式热电联供

发达国家为新能源调峰多采

用燃气轮机，由于天然气依赖

进口安全性和经济性都较差不

适合我国的国情。

6:1，由它组成分布式热电联供

的火电机组，将是我国未来能源

转型中高效、灵活且低成本的最

佳选择。

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中国人发明的这项新技术，必将引领世界燃烧环保领域的新潮流！

清洁燃烧技术还可应用于垃

圾生物质焚烧、石灰建材等相关



清洁燃烧技术保卫蓝天，洁燃锅炉助力能源转型。

联系电话：13910864369

蒂吉博纳科技有限公司

E-mail:hxl@djbn.com 网站: www.djbn.com

办公: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中一路1号博雅国际中心写字楼1603室

电话及传真: 010-84782251   010-84782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