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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包

括上部外壳体、下部外壳体支撑隔板、烧嘴砖、空

气喷嘴、烟气吸嘴、燃气管、蓄热箱体以及传动机

构，支撑隔板夹在上部外壳体与下部外壳体之

间，上部外壳体外沿上的螺栓孔、下部外壳体外

沿上的螺栓孔以及支撑隔板外边缘上螺栓孔经

螺栓紧密固定为一体；下部外壳体底部保温材质

中设置有分别与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对应的空

气进口和烟气出口；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均设于

烧嘴砖中，烧嘴砖设于上部外壳体内；下部外壳

体内安装有蓄热箱体，燃气管由底部进入蓄热箱

体内腔；传动机构安装于蓄热箱体底端。本发明

烟气吸收通道和空气喷射通道设置在燃烧器内，

占用空间小，拆装容易，能够产生连续稳定的火

焰，热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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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上部外壳体、下部外壳体支撑隔板、

烧嘴砖、空气喷嘴、烟气吸嘴、燃气管、蓄热箱体以及传动机构，其中支撑隔板夹在上部外壳

体与下部外壳体之间，上部外壳体外沿上的螺栓孔、下部外壳体外沿上的螺栓孔以及支撑

隔板外边缘上螺栓孔经螺栓紧密固定为一体；下部外壳体底部保温材质中设置有分别与空

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对应的空气进口和烟气出口；所述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均设于烧嘴砖

中，烧嘴砖设于上部外壳体内；下部外壳体内安装有蓄热箱体，燃气管由底部进入蓄热箱体

内腔；传动机构安装于蓄热箱体底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喷嘴由收缩

口、一次空气管和二次空气管构成，二次空气管与一次空气管连通汇合，汇合管路与收缩口

连通；一次空气管出口位于烧嘴砖内侧壁面，二次空气管出口位于烧嘴砖顶侧壁面，两个空

气管都向烧嘴砖内侧倾斜，与喷出的燃气流先后混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吸嘴包括收

缩-扩张管和侧吸管，收缩-扩张管的下口比上口大，其喉部开有L形侧孔，L形侧孔一端连接

在收缩-扩张管喉部，另一端从烧嘴砖顶端连入炉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各

有两个，两个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呈“十”形对立布置在烧嘴砖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热箱体包括箱体

外壁、箱体内壁以及隔板，其中箱体内壁同轴设于箱体外壁内部；隔板为四片，均匀支撑于

箱体内壁与箱体外壁之间的夹层中，将箱体外壁、箱体内壁组成的空间均分为四个蓄热室，

每个蓄热室内装有蓄热介质；箱体内壁为圆筒形，上端套接于支撑环槽中，下端通过轴承伸

到下部外壳体外侧，轴承伸到下部外壳体的部分安装有齿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隔板由用于支

撑烧嘴砖的隔板面和下部支撑环槽构成，隔板面中心设有用于固定燃气管的燃气通孔和与

空气喷嘴、烟气吸嘴以及烟气通道和空气通道相连通的圆通孔；支撑环槽插入蓄热箱体的

箱体内壁中。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外壳体由耐高

温的金属材料制成，包括外围壳壁、上部固定环、以及上外沿，其中上部固定环设于外围壳

壁的上外沿上，烧嘴砖通过上外沿放置于上壳体中；上外沿周边设有螺栓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下部外壳体为由外

壁钢板及保温材料形成的筒状结构，筒状结构底部设有四个用于安置空气进口通道和烟气

出口通道的圆形通道，下部外壳体底部中心设有轴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燃气管位于蓄热箱

体内腔中心，用于通入燃料气体的进气侧凸出于箱体内壁外端，喷口侧穿过支撑隔板上的

燃气管通孔，凸伸到烧嘴砖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其特征在于：空气进口直接凸伸到

下部外壳体外，烟气出口由下部外壳体底部侧面凸伸到外部；空气喷嘴与空气进口在蓄热

箱体中对应的空间构成空气通道，烟气吸嘴与烟气出口在蓄热箱体中对应的空间则构成烟

气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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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炉用燃烧器，具体为一种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

背景技术

[0002] 高温空气燃烧技术能最大限度回收高温烟气的余热，可使预热空气温度达到1000

～1400℃，并减少氮氧化物的生成量，降低环境污染，因而是一种具有节能减排效果的先进

燃烧技术。该项技术在工业用炉窑上得到广泛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0003] 目前冶金工业炉广泛采用基于高温空气燃烧技术的切换式蓄热燃烧系统，然而该

系统的蓄热室与燃烧器必须成对配置，因而要求有较大的布置空间；在工作过程中换向时

间约为3～8s，频繁切换易造成炉温、炉压的波动，换向瞬间会造成燃烧不连续，影响炉温均

匀性，导致加热质量降低；此外蓄热室在换向时，还存在容积效应；同时由于燃料是换向式

燃烧，容易使烧嘴造成堵塞、结焦、断火、爆鸣、爆燃等问题；因而常规切换式高温空气燃烧

技术的优势不大。

[0004] 自身蓄热燃烧器能避免切换式蓄热燃烧的种种不足，有着更加突出的优点。烟气

吸收通道和空气喷射通道同时设置在燃烧器内，使整个蓄热式燃烧器体积占用空间小；燃

气不需要换向，可以产生连续稳定的火焰；自蓄热烧嘴的蓄热室可以做成模块，利于蓄热体

更换；而且燃烧系统连接也更加简单，更利于控制和操作。

[0005] 然而，自身蓄热也有一定的缺点。由于自身蓄热燃烧器烟气吸口离燃料喷口较近，

容易被吸入的烟气携带，造成在蓄热体中二次燃烧，缩短蓄热体和燃烧器的寿命；其次，空

气喷口同时也是排烟口，而空气出口为保持正常的喷出速度，出口截面不可能太大，为使烟

气能顺利排出，一般都需要引风机强制抽排，较大的抽力容易造成“短路”，使得自身蓄热燃

烧器的调节比小，炉温调节难度大；由于传统的自蓄热结构需要使用空气换向阀，其价格相

对昂贵，不利于工业化应用。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中自身蓄热燃烧器缩短蓄热体和燃烧器寿命、自身蓄热燃烧器的调

节比小、炉温调节难度大等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能实现连续燃

烧的用以弥补切换式蓄热燃烧和自身蓄热燃烧的不足、进一步提高热能利用效率，同时大

大降低NOx生成量的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本发明一种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包括上部外壳体、下部外壳体支撑隔板、烧嘴

砖、空气喷嘴、烟气吸嘴、燃气管、蓄热箱体以及传动机构，其中支撑隔板夹在上部外壳体与

下部外壳体之间，上部外壳体外沿上的螺栓孔、下部外壳体外沿上的螺栓孔以及支撑隔板

外边缘上螺栓孔经螺栓紧密固定为一体；下部外壳体底部保温材质中设置有分别与空气喷

嘴和烟气吸嘴对应的空气进口和烟气出口；所述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均设于烧嘴砖中，烧

嘴砖设于上部外壳体内；下部外壳体内安装有蓄热箱体，燃气管由底部进入蓄热箱体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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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机构安装于蓄热箱体底端。

[0009] 所述空气喷嘴由收缩口、一次空气管和二次空气管构成，二次空气管与一次空气

管连通汇合，汇合管路与收缩口连通；一次空气管出口位于烧嘴砖内侧壁面，二次空气管出

口位于烧嘴砖顶侧壁面，两个空气管都向烧嘴砖内侧倾斜，与喷出的燃气流先后混合。

[0010] 所述烟气吸嘴包括收缩-扩张管和侧吸管，收缩-扩张管的下口比上口大，其喉部

开有L形侧孔，L形侧孔一端连接在收缩-扩张管喉部，另一端从烧嘴砖顶端连入炉膛。

[0011] 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各有两个，两个空气喷嘴和烟气吸嘴呈“十”形对立布置在烧

嘴砖中。

[0012] 所述蓄热箱体包括箱体外壁、箱体内壁以及隔板，其中箱体内壁同轴设于箱体外

壁内部；隔板为四片，均匀支撑于箱体内壁与箱体外壁之间的夹层中，将箱体外壁、箱体内

壁组成的空间均分为四个蓄热室，每个蓄热室内装有蓄热介质；箱体内壁为圆筒形，上端套

接于支撑环槽中，下端通过轴承伸到下部外壳体外侧，轴承伸到下部外壳体的部分安装有

齿轮。

[0013] 所述支撑隔板由用于支撑烧嘴砖的隔板面和下部支撑环槽构成，隔板面中心设有

用于固定燃气管的燃气通孔和与空气喷嘴、烟气吸嘴以及烟气通道和空气通道相连通的圆

通孔；支撑环槽插入蓄热箱体的箱体内壁中。

[0014] 所述上部外壳体由耐高温的金属材料制成，包括外围壳壁、上部固定环、以及上外

沿，其中上部固定环设于外围壳壁的上外沿上，烧嘴砖通过上外沿放置于上壳体中；上外沿

周边设有螺栓孔。

[0015] 所述下部外壳体为由外壁钢板及保温材料形成的筒状结构，筒状结构底部设有四

个用于安置空气进口通道和烟气出口通道的圆形通道，下部外壳体底部中心设有轴承。

[0016] 所述燃气管位于蓄热箱体内腔中心，用于通入燃料气体的进气侧凸出于箱体内壁

外端，喷口侧穿过支撑隔板上的燃气管通孔，凸伸到烧嘴砖内。

[0017] 空气进口直接凸伸到下部外壳体外，烟气出口由下部外壳体底部侧面凸伸到外

部；空气喷嘴与空气进口在蓄热箱体中对应的空间构成空气通道，烟气吸嘴与烟气出口在

蓄热箱体中对应的空间则构成烟气通道。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及优点：

[0019] 1.本发明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烟气吸收通道和空气喷射通道同时设置在燃烧

器内，使整个蓄热式燃烧器体积占用空间小，结构简单，安装拆卸容易，能够产生连续稳定

的火焰，热效率高。

[0020] 2.本发明上部外壳体和下部外壳体与支撑隔板，通过外沿的螺栓孔用螺栓紧密固

定为一体，便于安装、拆卸。

[0021] 3.本发明将蓄热箱体内分为四个蓄热室模块，利于蓄热介质更换，同时也可使蓄

热介质既能为块状的蜂窝体也能为球形的陶瓷小球，使蓄热介质的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0022] 4 .本发明通过旋转蓄热箱体持续对空气进行预热，经预热后的空气持续供入炉

内，可以实现高温烟气与常温空气的连续蓄热式换热，并且燃烧过程不换向，燃烧稳定。

[0023] 5.本发明中燃料气体喷出后分别与一次空气管和二次空气管喷出的预热空气混

合，从而实现分级燃烧，能有效地降低火焰温度，并极大的降低NOx的排放。

[0024] 6.本发明中烟气吸嘴的缩放结构会造成排烟时烟气吸嘴处阻力加大,而侧孔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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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相对容易，致使大量的烟气从侧孔排出，极大地降低了烟气吸嘴处的排烟抽力，可以有效

地克服煤气“短路”问题。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的主剖面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的侧剖面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的旋转蓄热箱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的上部外壳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的支撑隔板结构示意图。

[0030] 其中，1为上部外壳体，101为固定环，102为上外沿，104为螺栓孔，105为烧嘴砖，2

为空气喷嘴，201一次空气管，202为二次空气管，203为收缩口，3为烟气吸嘴，301为收缩-扩

张管，302为侧吸管，4为支撑隔板，401为圆通孔，402为燃气通孔，403为支撑环槽，5为下部

外壳体，501为下外沿，502为保温材料，503为空气进口，504为烟气出口，505为空气通道，

506为烟气通道，6为蓄热箱体，601为箱体外壁，602为箱体内壁，603为隔板，604为筛孔，605

为蓄热介质，7为轴承，8为传动机构，9为燃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32] 如图1～2所示，本发明一种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包括上部外壳体1、下部外壳

体5、支撑隔板4、烧嘴砖105、空气喷嘴2、烟气吸嘴3、燃气管9、蓄热箱体6以及传动机构8，其

中支撑隔板4夹在上部外壳体1与下部外壳体5之间，上部外壳体1外沿上的螺栓孔、下部外

壳体5外沿上的螺栓孔以及支撑隔板4外边缘上螺栓孔经螺栓紧密固定为一体；下部外壳体

5底部保温材质中设置有分别与空气喷嘴2和烟气吸嘴3对应的空气进口503和烟气出口

504；所述空气喷嘴2和烟气吸嘴3均设于烧嘴砖105中，烧嘴砖105设于上部外壳体1内；下部

外壳体5内安装有蓄热箱体6，燃气管9由底部进入蓄热箱体6内腔；传动机构8安装于蓄热箱

体6底端，传动机构8的输出轴与蓄热箱体6固连。

[0033] 空气喷嘴2由收缩喷口203、一次空气管201和二次空气管202构成，二次空气管202

与一次空气管201连通汇合，汇合管路与收缩喷口203连通；一次空气管201出口位于烧嘴砖

105内侧壁面，二次空气管202出口位于烧嘴砖105顶侧壁面，两个空气管都向烧嘴砖内侧倾

斜，与喷出的燃气流以一定的角度先后混合。

[0034] 烟气吸嘴3包括收缩-扩张管301和侧吸管302，收缩-扩张管301的下口比上口大，

其喉部开有L形侧孔，L形侧孔一端连接在收缩-扩张管喉部，另一端从烧嘴砖105顶端连入

炉膛。

[0035] 空气喷嘴2和烟气吸嘴3各有两个，空气喷嘴2和烟气吸嘴3呈“十”形对立布置在烧

嘴砖105中。

[0036] 燃气管9位于蓄热箱体内腔中心，用于通入燃料气体的进气侧凸出于箱体内壁602

外端，喷口侧穿过支撑隔板4上的燃气管通孔，凸伸到烧嘴砖105内。

[0037] 空气进口503直接凸伸到下部外壳体5外，烟气出口504由下部外壳体5下部侧面凸

伸到外部；空气喷嘴2与空气进口503在蓄热箱体6中对应的空间构成空气通道505，烟气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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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3与烟气出口504在蓄热箱体6中对应的空间则构成烟气通道506。

[0038] 如图3所示，蓄热箱体6包括箱体外壁601、箱体内壁602以及隔板603，其中箱体内

壁602同轴设于箱体外壁601内部；隔板603为四片，均匀支撑于箱体内壁602与箱体外壁601

之间的夹层中，将箱体外壁601、箱体内壁602组成的空间均分为四个蓄热室，每个蓄热室内

装有蓄热介质605；箱体内壁602为圆筒形，上端套接于支撑环槽403中，下端通过轴承7伸到

下部外壳体5外侧，轴承7伸到下部外壳体5的部分安装有齿轮。

[0039] 支撑隔板4由用于支撑烧嘴砖105的隔板面和下部支撑环槽403构成，隔板面中心

设有用于固定燃气管9的燃气通孔402和与空气喷嘴、烟气吸嘴以及烟气通道和空气通道相

连通的两对圆通孔；支撑环槽403插入蓄热箱体6的箱体内壁602中。

[0040] 上部外壳体1由耐高温的金属材料制成，包括外围壳壁、上部固定环、以及上外沿，

其中上部固定环设于外围壳壁的上外沿102，上部固定环用于稳固烧嘴砖；上外沿102设有

一定数目的螺栓孔104。

[0041] 下部外壳体5为由外壁钢板及保温材料502形成的筒状结构，筒状结构底部设有四

个用于安置空气进口通道和烟气出口通道的圆形通道，下部外壳体5底部中心设有轴承7，

顶部的上外沿还设有螺栓孔104。燃气管9位于箱体内壁602中心，用于通入燃料气体的进气

侧凸出于箱体内壁602外端，喷口侧穿过支撑隔板4上的燃气管通孔，凸伸到烧嘴砖105内。

燃气管9内的燃料可以为煤气也可以为天然气。

[0042] 空气进口503直接凸伸到下部外壳体5外，烟气出口504由下部外壳体5下部侧面凸

伸到外部；空气喷嘴2与空气进口503在蓄热箱体6中对应的空间构成空气通道505，烟气吸

嘴3与烟气出口504在蓄热箱体6中对应的空间则构成烟气通道506。

[0043] 本实施例中，旋转式连续蓄热燃烧器的整体结构为圆柱形，支撑隔板4通过上部外

壳体1上外沿12的螺栓孔104、下部外壳体5下外沿501上的螺栓孔104以及支撑隔板4外边缘

上对应的螺栓孔104，用螺栓紧密固定为一体。如图4所示，上部外壳体1由耐高温的金属材

料制成，由外围壳壁、上部固定环11和上外沿102环紧密连接成一体，上部固定环101用于稳

固烧嘴砖105。整个壳体结构便于烧嘴砖105的更换。

[0044] 下部外壳体5由外部的钢板以及内侧和底部的保温材料502浇注而成，底部有四个

圆形通道用于安置空气进口503通道和烟气出口504，下部外壳体5底部的中心设置有圆桶

状轴承7，箱体内壁602通过轴承7凸伸到箱体外部用于安装传动机构8。

[0045] 烧嘴砖105为由耐高温的陶瓷材料制成的环柱形，固定于上壳体中并放置在支撑

隔板4上，两个对立的空气喷嘴2与两个对立的烟气吸嘴3呈十字交叉状固定于烧嘴砖105

中。

[0046] 如图5所示，支撑隔板4由隔板面和下部支撑环槽403构成，隔板面中心有一个燃气

通孔402用于固定燃气管9，两对圆通孔401与上壳体的空气喷嘴2、烟气吸嘴3以及下壳体的

烟气通道506和空气通道505相连通。隔板面用于支撑烧嘴砖105，下部支撑环槽403插入蓄

热箱体6内壁，用于稳固支撑旋转时的蓄热箱体6。

[0047] 蓄热箱体6由箱体外壁601、箱体内壁602、隔板603和底部的筛孔604组成，所述的

隔板603有四个，将内外壁组成的空间均分为四个蓄热室，每个蓄热室内装有蓄热介质605，

蓄热箱体6内壁为圆筒形，凸伸到下壳体5外侧用于安装传动机构8，在传动机构8的带动下，

以一定的速度持续地旋转，使蓄热箱体6持续交替地经过烟气通道506和空气通道505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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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交换。

[0048] 蓄热介质605可以为陶瓷小球或者陶瓷-金属蜂窝蓄热体。采用陶瓷-金属蜂窝蓄

热体，具有传热速度快，传热效率高的特点，能有效避免蜂窝陶瓷蓄热体在使用过程中通孔

破裂、蓄热体崩塌、错位等问题。

[0049] 蓄热室截面呈扇形，四个蓄热室位于蓄热箱体6中随减速电机匀速缓慢地旋转，一

对空气喷嘴2与一对空气进口503在蓄热箱体6中对应的空间为空气通道505，另一对烟气吸

嘴3与烟气出口504在蓄热箱体6中对应的空间则为烟气通道506。空气通道505和烟气通道

506的顶端以及空气进口503与烟气出口504中设置有热电偶，用于测量空气和烟气的进出

温度，通过温度设定传动机构8的转速以及风机流量，从而保障炉膛按设定的标准燃烧。

[0050] 空气喷嘴2的两个空气管都向烧嘴砖105内侧倾斜，与喷出的燃气流以一定的角度

相遇。其中，燃料气体喷出后先与一次空气管201喷出的预热燃气混合，再与二次空气管202

喷出的燃气混合，从而实现分级燃烧，能有效地降低火焰温度，并极大的降低了NOx的排放

量。

[0051] 烟气吸嘴3由收缩-扩张管301和侧吸管302组成，在收缩-扩张管301喉部开有一个

较大的侧孔与炉膛连通。由于缩放结构会造成排烟时烟气吸嘴处阻力加大,而侧吸管302口

处排烟相对容易，所以大量的烟气从侧孔排出，极大地降低了烟气吸嘴处的排烟抽力，可以

有效地克服煤气“短路”问题。

[0052] 传动机构8采用齿轮传动，齿轮套在蓄热箱体6内壁外端，通过轴承7与支撑环槽

403保障旋转的稳定性，齿轮与减速电机连接，电机的运转速度通过变频控制。

[0053]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为：

[0054] 将燃烧器的烧嘴砖105部分插入炉膛，蓄热箱体6在传动机构8的连续旋转带动下，

使箱体中的蓄热介质605持续交替地经过烟气通道506和空气通道505进行换热。高温烟气

在外部引风机的作用下持续地从炉侧进入烟气吸嘴3，然后经过烟气通道506将热量传递给

蓄热介质605，最后从烟气出口504排出。同时，常温空气在高压风机的作用下经过空气进口

503流入空气通道505吸收蓄热介质605的热量成为预热空气，然后分别从空气喷嘴2的一次

空气管201和二次空气管喷出202，与持续喷射的燃料气体依次混合后在炉膛中燃烧。在实

施过程中，空气通道505和烟气通道506的顶端以及空气进口503与烟气出口504中设置有热

电偶，用于测量空气和烟气的进出温度，通过温度设定传动机构8的转速以及风机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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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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