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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勒特超蓝型(CUBL)燃烧器
			
凯勒特超蓝型(CUBL)燃烧器已成

适用于所有应用

为超低NOx工艺燃烧器的首选。

● 自然通风或强制通风

采用创新设计，提高了燃烧器的
稳定性，并可在典型炼厂气和

● 热释放从 0.6 MW到13 MW ，也
可实现更高负荷需求

能。创新设计同时提高了燃料空

● 在同等负荷的超低NOx燃烧器中

气混合物在耐火砖出口的速度，

具有最小的圆形炉瓦直径，无		

从而增强燃料/烟气/助燃空气混合

需对地面进行改动即可完成		

效果，比其他下一代超低NOx燃

设备更新

烧器的火焰更为紧凑刚直。

● 在同等负荷的各类超低NOx燃烧
器中具有最小的耐火砖直径，		

基于我们广泛的工程经验和突破

无需改动炉板即可完成设备改		

性的创新技术，UOP 凯勒特所设

造

计的CUBL燃烧器可帮助客户轻松
应对面临的挑战。
根据业界领先企业的特殊请求，

● 可适用于更加宽广的燃料组分范
围
● 是用来升级改造加热炉最初设计
配套传统无分级燃烧器和预混		

结合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我们

式燃烧器的首选

制造的CUBL燃烧器具有以下独特

显著特点：

CUBL-HC型燃烧器基于成熟的

设计针对于裂化和焦化炉的燃烧器

● 适用燃料范围广

CUBL燃烧技术，并特别应用在大

更紧凑的火焰长度

应用，CUBLF技术适用于附墙或自

● 低维护

● 典型火焰长度为1.56 m/MW

立燃烧工况要求。

● 卓越的燃烧性能

节比可达10比1

● 扁平火焰或圆形火焰

100%天然气工况下实现最佳性

CUBLF

● 超低NOx排放
更有效降低NOx排放
● 无需采用额外的技术手段（比		
如蒸汽、外部烟气			
循环等），典型			
排放值可低至10-20 ppmv
● CUBL燃烧器采用高度燃料分级
和内部烟气循环技术

● 与传统燃烧器的操作运行没

在延长燃烧器使用寿命的同时还可

CUBLX型燃烧器基于成熟的CUBL

以提供更好的热膨胀性能

燃烧技术，采用一系列一次助燃空
气文丘里引射管最大化进入燃烧器

控制火焰质量

更低的维护成本

加刚直紧凑，避免火焰翻转

● 无需金属稳焰器来稳定燃烧

● 所有喷嘴孔径的设计均通过精心

● 一次喷嘴远离燃烧区域并借助助
燃空气进行冷却
● 利用耐火砖特殊结构对二次喷嘴
进行有效防护

的工程计算和试验验证，以实现最
佳的热通量曲线
无需特殊的操作流程
● CUBLF不需要启动气枪或其他特
别操作步骤
● 现场实测氮氧化物排放量低于40
PPMV

无需特殊的操作流程
别操作步骤

● 燃烧器耐火砖未使用金属部件，

CUBLX

CUBL性能曲线
热释放与空气压降曲线

热释放（MMBtu/ 小时）

● CUBL燃烧器运行非常稳定，调

一代”燃烧器技术来说都极具挑战
性。这种先进技术使得CUBLX燃烧
器相比较其他“下一代”燃烧器多
出40%的热释放，而且所需加热炉

● 以更小尺寸的燃烧器提供更大的

现超低NOx排放和紧凑的火焰。

显著特点
● 火焰长度可缩短至0.52 m/MW
● 紧凑的外形设计适用于极特别受
限的加热炉改造

可靠
● 基于升级改造项目的现有炉板开
孔尺寸及供风系统提供可调节的
模块化设计

热 释放
● 更短小、更刚直的火焰轮廓
(1.3 m/MW)
大的燃烧器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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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炉应用工况常见的火焰偏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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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UOP 凯勒特至今已经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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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降，CUBL-HC型燃烧器可以实

炉板开孔尺寸相比更小。

● 更小的燃烧器圆周排布直径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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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释放且强制通风工况下的高空气

● 在10:1负荷调节范围内性能稳定

这些棘手应用工况对于其他“下

化的出口流速可大大减少在顶烧

尺寸 7

器更短的火焰。利用在绝大多数高

● 适用于高空气压降的应用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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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还需要相比传统超低NOx燃烧

流动场提供显著的燃烧器性能，而

通过CUBL-DF型燃烧器耐火砖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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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工况不仅要求较大的热释放负

紧凑狭小的燃烧器间距或炉内热

CUBL-DF型燃烧器基于成熟的

实现极低的NOx排放水平。此外，
尺寸 16

运行抽力不足、辐射段高度限制、

显著特点

气集环用于燃烧PSA或弛放气，以
极为稳定

这种预混技术特别针对于加热炉的

CUBL-DF
CUBL燃烧技术，并采用独立的燃

有区别
CUBL 性能曲线基准条件
燃烧天然气
15% 过剩空气
15.6℃助燃空气温度
海拔高度相对应大气压 101.283KPa

一次燃烧区域的助燃空气量。

● 更小的耐火砖尺寸可以使火焰更

的优势：

● CUBL不需要启动气枪或其他特

机械安全与整体性

功率需求和强制通风的工况。这些

● 超低NOx排放

氢、合成氨和甲醇转化炉装置提供
了数千套顶烧向下的CUBL-DF燃
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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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L-HC

空气压降（英寸水柱）

超低NOx CUBLX燃烧器

超低NOx CUBL燃烧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