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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高燃烧器

意 高 公 司 简 介

意高 EACOON 品牌燃烧器，是欧洲著名燃烧器专业厂家、与意高公司深度合作的节能环保优质产品，产品本着科学设计、

高端配置、高效节能、安全环保的原则，完全符合欧洲 EN、CE、ISO 标准及认证，在欧洲具有领先地位，是世界著名燃烧器品

牌之一，为中国能源行业提供高品质配套产品。

意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着“以质量求发展、以服务求信誉、以管理求效益”的原则，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售前、售

中、售后服务体系，精心服务于燃烧器配套行业。

意高在国内通过了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型式试验并获得证书，以及获得中国石油管道公司物资供应准入证

主要产品：Eacoon 系列燃烧器、燃烧器配件；服务项目：Eacoon 燃烧器的咨询、操作、服务

国内分支服务网络

分公司：无锡分公司

办事处：华南办事处、黑龙江办事处、辽宁办事处、华北办事处、山东办事处、西北办事处、西南办事处

代理商：无锡代理商、山东代理商、石家庄代理商、天津代理商、河南代理商、湖北代理商、甘肃代理商、浙江代理商

经销商：上海经销商、福建经销、石家庄经销商、新疆经销商、陕西经销商、四川经销商、广西经销商

国内服务网点分布图

EACOON 中华区服务网

车间、检测、仓储一角

生产流水装配车间一角 产品出厂测试车间一角 国内储备仓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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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高 产 品 简 介

结 构：箱式分体型

火段控制：电子比调式

功率范围：10000KW~54000KW（20~65 吨）

类 型：冷风型；热风型（最高回收温度 250℃）

适烧燃料：天然气、城市煤气、沼气、轻油、重油

燃烧形式：单燃气、单燃油、油气两用、油气混烧

结 构：枪式分体型

火段控制：双段式、滑动式、机械比调式、电子比调式

功率范围：180KW~20000KW（1~25 吨）

类 型：冷风型；热风型（最高回收温度 250℃）

适烧燃料：天然气、城市煤气、沼气、轻油、重油

燃烧形式：单燃气、单燃油、油气两用、油气混烧

结 构：枪式一体型

火段控制：单段式、双段式、滑动式、机械比调式、电子比调式

功率范围：17KW~17500KW（0.15~20 吨）

类 型：冷风型

适烧燃料：天然气、城市煤气、沼气、轻油、重油

燃烧形式：单燃气、单燃油、油气两用、油气混烧

 产品优点

 品质标准：产品设计、制造、检测符合欧洲 EN、CE、及 ISO9001-2000 标准。

 设计科学：结构紧凑、轻巧坚固、节约空间、便于安装调节和维保。

 配置高端：全机采用国际名牌通用零配件配置，确保高可靠性和稳定性。

 性能高效：采用先进的电机系统，实现高效风量调节，能适应高背压锅炉。

 安全保障：所有燃烧器均有独立的电控箱，采用先进的全自动操作系统、控制整个

运行过程，具备多重安全保护功能。

 节能环保：全系列标准机型，都严格按 II 级（Nox<120mg/kw）氮排放标准生产，低氮要求达到 III 级（Nox<80mg/kw）

氮排放标准的、需增加烟气再循环系统，噪音达到低噪音< 85 dB(A)标准，如需更小噪音，可另询技术解决。

 耐高温型：可适用于工业导热油炉、载体加热炉、热风烘烤、高温熔铸、以及特殊装置，可回收最高热风 250℃。

 技术特点

 燃烧器风箱进风口均含有消音设计，运行噪音低。

 5MW 以上均为钢制壳体，坚固耐用。

 7MW 以上都带有一次风自动调节装置，燃烧更稳定。

 0.5MW 以上均配装蝶阀，确保大小火转换平稳、调节灵活、方便维护。

 滑动式燃烧器都有电气伺服马达及可调整风燃比的复合调节装置，燃烧更充分。

 比例调节燃烧器都可带有 PID 控制系统，操作直观方便。

 特殊乳化燃烧器，可充分提高重油油滴的破碎率，有效提高重油的燃烧效率，意高公司可提供完整的方案。

 燃烧的火焰与炉膛结构形状相适应，火焰充满度好，满足锅炉负荷调节需要，即使在锅炉最高或最低负荷下，都能稳定工

作，不发生回火和脱水，以满足额定负荷生产。
 特殊高温行业，可采用滚动滑轨，方便拉出，避免受高温破坏。
 燃烧系统采用欧州 TUV 认证的模块化电子比例控制器。

 可提供烟气 O2 在线控制和更高效烟气 O2/CO 在线控制系统。

 节能风机变频和转速控制系统，定制燃烧系统和燃烧器，满足特定用户系统需求。

 化工特殊工艺控制如 PLC 可编程控制，DCS 系统控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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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高燃烧器应用行业

 服务主要行业

 石油化工、高温熔铸、热风烘烤、纺织整烫、汽车喷涂、热水锅炉、蒸汽锅炉、工业锅炉、焚烧锅炉、筑路机械等。

 在（石油）行业：EACOON 燃烧器，顺利通过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市场准入后，已签约和

实施多项中国石油输油管道加热炉、油田加热炉、以及中海石化等项目的改造和配套应

用，常用功率从 30KW-17500KW，克服了特殊行业的特殊条件要求（如：炉型构造特

别、火焰尺寸要求特殊、东西北超低温运行、确保 24 小时连续运行等）。

 在（锅炉）行业：EACOON 燃烧器，一体和分体机，被广泛用于热水锅炉、蒸汽锅炉，

从小型到大型，都能有效的克服和满足蒸汽锅炉炉膛背压高的特点，有效提高了锅炉的

热效率，实现节能、低氮、环保、安全要求。充分满足不同火段控制要求，从单段火、

两段火、滑动比例、全电子比例式。

 在（热风）行业：EACOON 燃烧器，在导热油炉、

热风烘烤、等被广泛配套应用，能满足最高热风

250℃回收，经检测，可提高节能效率 5-12.5%，



印染拉幅定型机：

本款机型，是专为印染拉幅定型设备（配套与改造）特殊要求设计的

1、燃烧器为机械比例式，调节比 ≧ 1：5～1：8，可控正负温度 ≦ 1 ℃；

2、完全满足拉幅设备，10 万 kcak/h、15 万 kcak/h、20 万 kcak/h；

3、燃气配套相应型号：GAS X 2 /M、GAS X 3 /M、GAS X 4 /M。



铝材烘烤设备：

本款机型，是专为铝材烘烤设备（配套与改造）特殊要求设计的

1、燃烧器为单段或两段式控制，调节比 ≧ 1：5，可耐温 ≦ 250 ℃

2、完全满足铝材设备，20 万 kcak/h、30 万 kcak/h、40 万 kcak/h、60 万 kcak/h

要求；

3、燃气配套相应型号：GAS L 20、GAS L 30、GAS L 40 /2、GAS L 60 /2。



熔铝干锅设备：

本款机型，是专为熔铝干锅设备（配套与改造）特殊要求设计的

1、燃烧器为单段式控制，调节比 ≧ 1：5，可耐温 ≦ 250 ℃

2、完全满足干锅设备，15 万 kcak/h、20 万 kcak/h、30 万 kcak/h、要求；

3、燃气配套相应型号：MAXGAS 170、MAXGAS 250、MAXGAS 350 HT。



汽车喷涂设备：

本款机型，是专为汽车喷涂设备（配套与改造）特殊要求设计的

1、燃烧器为单段式控制，调节比 ≧ 1：3；

2、完全满足喷涂设备，20 万 kcak/h、25 万 kcak/h；要求；

3、燃气配套相应型号：MAXGAS 250 、MAXGAS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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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忠武、庆铁、太阳升、长呼、铁锦、哈沈）部分业绩

庆铁线-配意高燃烧器

原油加热管道系统

英格索兰压缩系统

重油泵撬系统三站六台 6.5MW重油/天然气节燃烧器

2010-11中石油管道庆铁线六台加热炉改造，牧羊站、昌图站、梨树站，各改两台（4650KW）加热炉，

燃烧器配的是 EACOON 意高重油天然气两用燃烧器，型号为 T60ME GND箱式分体机，自安装调试交付多

年运行下来，运行很稳定、噪音低、低排放、没有出现因故障停机问题，有效的克服了特殊行业的特殊条件

要求（完全根据特殊炉型构造条件设计燃烧头、满足特殊火焰尺寸要求、适应东西北超低温环境、确保 24

小时连续运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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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忠武、庆铁、太阳升、长呼、铁锦、哈沈）部分业绩

长呼线-配意高燃烧器

2012-10中石油管道长呼线多台加热炉改造，达拉特旗站、土默站、油房庄站、鄂旗站、乌审旗站，各

改造（4.5-5MW）加热炉，燃烧器配的是 EACOON 意高重油天然气两用枪式一体燃烧器，自安装调试交付

多年运行下来，运行很稳定、噪音低、低排放、没有出现因故障停机问题，有效的克服了特殊行业的特殊条

件要求（完全根据特殊炉型构造条件设计燃烧头、满足特殊火焰尺寸要求、适应东西北超低温环境、确保

24小时连续运行等．．．）。

达拉特旗 2台 土默特 3台

油房庄 3台 鄂旗 2台

乌审旗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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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忠武、庆铁、太阳升、长呼、铁锦、哈沈）部分业绩

太阳升站-配意高燃烧器

2012-10中石油管道长呼线多台加热炉改造，太阳升站，改造（5MW）加热炉，燃烧器配的是 EACOON

意高重油天然气两用枪式一体燃烧器，自安装调试交付多年运行下来，运行很稳定、噪音低、低排放、没有

出现因故障停机问题，有效的克服了特殊行业的特殊条件要求（完全根据特殊炉型构造条件设计燃烧头、满

足特殊火焰尺寸要求、适应东西北超低温环境、确保 24 小时连续运行等．．．）。

太阳升站 2台开箱情况

太阳升站 2台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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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海南东方石化、宁波大榭石化）部分业绩

东方石化-配意高燃烧器

海南东方石化厂区

两台 15MW热风炉，配意高 EG-1800枪式天然气机

精细化工系统

2013-2014中海油海南东方精细化工两台 15MW热煤炉项目，浙江大榭精细化工两台 17MW热煤炉项

目，燃烧器配的是 EACOON 意高天然气热风型燃烧器，型号为 EG-1800/ME 和 EG-2000/ME 枪式分体机，

自安装调试交付使用以来，运行很稳定、噪音低、低排放、没有出现因故障停机问题，有效的克服了特殊

行业的特殊条件要求（完全根据特殊炉型构造条件设计燃烧头、满足特殊火焰尺寸要求等．．．），充分利用

回收利用排烟温度，大大提高节能效率。

技术交流现场 多个防爆电眼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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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新疆）部分业绩

2013-新疆广汇热力（荷兰小镇热力站）配多台 10-20 吨

双鸭山锅炉-配用意高燃烧器

2013-新疆广汇热力（果岭康城热力站）

配多台 20 吨

2013-新疆广汇热力（华都景盛苑热力站）

配多台 20 吨

2012-乌鲁木齐康师傅

(多台 20 吨天然气双炉胆 )

2012-乌鲁木齐特警一支队、五支队（多台 4-10 吨天然

气机 ），天鹿锅炉-配用意高燃烧器

2012-新疆卷烟厂（多台 120 万大卡），轻油/天然气

两用型导热油炉，综研-配用意高燃烧器



意高燃烧器

西东北（内蒙、宁夏、西宁、甘肃、东北）部分业绩

2011-西宁多所学校

多台 8-10 吨

2010 甘肃长青房产

多台 4吨

2013-宁夏回族自治区（多台 2-10 吨）

红光锅炉-配用意高燃烧器

2013-呼和浩特富康小区

多台 4吨

2012-大庆奥体中心（多台 10 吨）

红光锅炉-配用意高燃烧器

2012-辽宁仙鹤制药 X2、大连港务局 X1

多台 1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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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区域（甘肃、四川、广西、广东、福建、江苏、河南）部分业绩

2009-2014 年，华东区热风炉行业，选配 EACOON

意高（N台 1-25 吨）热风型燃烧器

2011-5 年，成都西昌卷烟厂等，配用 EACOON 意高

（多台 3-10 吨 ELG-300/MD）枪式分体热风机

广州雄星塑料，配用 EACOON 意高（多台 10 吨）天

然气枪式一体机

2007 年，广州东曹化工（日资企业），多台 10 吨轻

油枪式一体机，劲马锅炉-配用意高燃烧器

2012-11 年，西南财经大学等、配用 EACOON 意高（N

台 3-5 万卡）的油气两用机

印染定型设备改造，配套 EACOON 意高现场照

郑州人民医院 15 吨项目，双良锅炉-配用意高燃烧 烟台普吉生物 15 吨项目，特富锅炉-配用意高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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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鹿锅炉 配套 EACOON 意高燃烧器

甘肃长青房产

配EACOON意高燃烧器天然气枪式一体机多台4吨

福建康师傅EACOON意高燃烧器轻油天气然两用枪

式一体机多台 15 吨2011-广东筑路机械（轻油天气然两用多台 2 吨）

2010-福建台资企业（多台 4吨天然气机）

2010-2013-汽车涂装（N台小天然气机）

南宁康师傅 20 吨项目，扬州正宇-配意高

双鸭山锅炉-选配意高 10-20 燃烧器部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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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部分展会现场

1、2011上海国际锅炉展（EACOON 意高展厅）

2、2011北京 ISH国际会展

第二届中国锅炉节能减排国际论坛（意高协办）

近 200名各大锅炉厂负责人光临意高展厅 锅炉协会领导和专家参观意高展厅留影

杨培凯董事长在给参观领导专家介绍意高宏观 参展顾客在认真观察了解意高燃烧器特点

意高全球销售总裁和中国区代表董事长等 在展厅，客户与意方代表们进行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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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高燃烧器培训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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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荣 誉 资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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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高（中国）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市番禺大道 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总部中心 11号楼

电话：020-31125660 传真：020-31125657

邮编：511400

官方网址：www.eacoon.com

商务联系：

电话：

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