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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
收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汽轮机轴封支路包括
发电机、
汽轮机、
轴封加热器；
除氧支路包括除氧
器、
排氧管路、
联通管路，
所述联通管路连接在所
述轴封回气母管上，
联通管路上设置有接入火电
厂DCS系统并实现远程操作的第二电动隔离门 ；
直排支路设置在排氧管路与联通管路的连接处，
直排支路包括与大气直排的直排管路和并接入
火电 厂DCS系统实现远程操作的第一电 动隔离
门。通过采用上述结构，
通过设置第一电动隔离
门和第二电动隔离门，
用第二电动隔离门及联通
管路将排氧管路与汽轮机轴封回汽母管联接起
来，
其中第一电动隔离门和第二电动隔离门均可
以接入火电厂DCS系统，
从而实现远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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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其特征在于包括：
汽轮机轴封支路，
所述汽轮机轴封支路包括发电机、
与所述发电机相连的汽轮机、
与所
述汽轮机通过轴封回气母管相连的轴封加热器；
除氧支路，
所述除氧支路包括除氧器、
与所述除氧器通过排氧门相连的排氧管路、
与所
述排氧管路相连的联通管路，
所述联通管路连接在所述轴封回气母管上，
所述联通管路上
设置有接入火电厂DCS系统并实现远程操作的第二电动隔离门；
直排支路，
所述直排支路设置在所述排氧管路与所述联通管路的连接处，
所述直排支
路包括与大气直排的直排管路和设置在所述直排管路上并接入火电厂DCS系统实现远程操
作的第一电动隔离门。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排氧管路与所
述除氧器之间设置有若干并联设置的所述排氧门。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直排支路、排
氧管路和联通管路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一三通连接头。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联通管路与轴
封回气母管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二三通连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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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尤其一种可远程操控并实现两者
工作模式的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降低火电厂的能耗水平，
即是火电厂降低运行成本的迫切要求，
也是全国节能减
排的重点工作。
火电厂热力循环系统中，
凝结水经除氧器加热除氧后，
不凝结气体由排氧门
排至大气。
排放的蒸汽不仅浪费了除盐水及蒸汽热量，
而且产生大量噪音。
除氧器排汽是火
电厂的主要汽水损失之一，
而目前国内火电厂基本上没有除氧器排氧门排汽余热回收系
统，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火电厂的热经济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具有可远
程操控并实现两者工作模式的特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
其创新点在于包括：
[0005] 汽轮机轴封支路，
所述汽轮机轴封支路包括发电机、
与所述发电机相连的汽轮机、
与所述汽轮机通过轴封回气母管相连的轴封加热器；
[0006] 除氧支路，
所述除氧支路包括除氧器、
与所述除氧器通过排氧门相连的排氧管路、
与所述排氧管路相连的联通管路，
所述联通管路连接在所述轴封回气母管上，
所述联通管
路上设置有接入火电厂DCS系统并实现远程操作的第二电动隔离门；
[0007] 直排支路，
所述直排支路设置在所述排氧管路与所述联通管路的连接处，
所述直
排支路包括与大气直排的直排管路和设置在所述直排管路上并接入火电厂DCS系统实现远
程操作的第一电动隔离门。
[0008] 优选的，
所述排氧管路与所述除氧器之间设置有若干并联设置的所述排氧门。
[0009] 优选的，
所述直排支路、
排氧管路和联通管路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一三通连接头。
[0010] 优选的，
所述联通管路与轴封回气母管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二三通连接头。
[0011] 本实用新型优点在于：
通过采用上述结构，
通过设置第一电动隔离门和第二电动
隔离门，
用第二电动隔离门及联通管路将排氧管路与汽轮机轴封回汽母管联接起来，
其中
第一电动隔离门和第二电动隔离门均可以接入火电厂DCS系统，
从而实现远程操作。
本实用
新型包含两种运行模式，
运行方式1：
系统运行时，
可以通过打开第一电动隔离门关闭第二
电动隔离门，
使得系统按照原来设计的方式运行，
将除氧器排氧门排汽直接排入大气。
运行
方式2：
关闭第一电动隔离门，
打开第二电动隔离门，
将除氧器排氧门排汽直接引入轴封回
气母管，
然后进入轴封加热器加热凝结水。
附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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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
1-发电机、
2-汽轮机、
3-轴封回气母管、
4-轴封加热器、
5-除氧器、
6-排氧门、
7-排氧管路、
8-联通管路、
9-第二电动隔离门、
10-直排管路、
11-第一电动隔离门、
12-第一
三通连接头、
13-第二三通连接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本实用新型的除氧器排汽余热回收装置包括汽轮机轴封支路、
除氧支路和直排支
路。
其中汽轮机轴封支路包括发电机1、
与发电机1相连的汽轮机2、
与汽轮机2通过轴封回气
母管3相连的轴封加热器4。
除氧支路包括除氧器5、
与除氧器5通过排氧门6相连的排氧管路
7、
与排氧管路7相连的联通管路8，
联通管路8连接在轴封回气母管3上，
联通管路8上设置有
接入火电厂DCS系统并实现远程操作的第二电动隔离门9。直排支路设置在排氧管路7与联
通管路8的连接处，
直排支路包括与大气直排的直排管路10和设置在直排管路10上并接入
火电厂DCS系统实现远程操作的第一电动隔离门11。
通过采用上述结构，
通过设置第一电动
隔离门11和第二电动隔离门9，
用第二电动隔离门9及联通管路8将排氧管路7与汽轮机2轴
封回汽母管联接起来，
其中第一电动隔离门11和第二电动隔离门9均可以接入火电厂DCS系
统，
从而实现远程操作。本实用新型包含两种运行模式，
运行方式1：
系统运行时，
可以通过
打开第一电动隔离门11关闭第二电动隔离门9，
使得系统按照原来设计的方式运行，
将除氧
器5排氧门6排汽直接排入大气。运行方式2：
关闭第一电动隔离门11，
打开第二电动隔离门
9，
将除氧器5排氧门6排汽直接引入轴封回气母管3，
然后进入轴封加热器4加热凝结水。
[0016] 为了自主选择在同等时间内从除氧器5获得不同数量的气体，
排氧管路7与除氧器
5之间设置有若干并联设置的排氧门6。
为了便于连接，
直排支路、
排氧管路7和联通管路8的
连接处设置有第一三通连接头12，
联通管路8与轴封回气母管3的连接处设置有第二三通连
接头13。
[0017]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尽管参照前
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
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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