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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清洁高效型隧道窑

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有隧道窑和烘干窑；所

述隧道窑预热段通过第一排烟装置连接至烘干

窑；所述烘干窑通过第二排烟装置连接至隧道窑

冷却段；所述第一排烟装置包括第一风机、进气

管和送气管；所述第一风机将窑车底部和窑车上

部的空风送至烘干窑；所述隧道窑两侧还排列设

置有窑内引风装置；所述窑内引风装置包括包括

引风管和设置在引风管上的第二风机；所述第二

风机设置在隧道窑外；所述第二风机将窑车底部

的冷风送至隧道窑顶部；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

术方案在隧道窑烟气循环系统中引入窑车底部

的热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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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有隧道窑（1）和烘干窑（2）；所述隧

道窑（1）预热段通过第一排烟装置（3）连接至烘干窑（2）；所述烘干窑（2）通过第二排烟装置

（4）连接至隧道窑（1）冷却段；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烟装置（3）包括第一风机（31）、进气

管（32）和送气管（33）；所述第一风机（31）将窑车（10）底部和窑车（10）上部的空风送至烘干

窑（2）；所述隧道窑（1）两侧还排列设置有窑内引风装置（5）；所述窑内引风装置（5）包括引

风管（51）和设置在引风管（51）上的第二风机（52）；所述第二风机（52）设置在隧道窑（1）外；

所述第二风机（52）将窑车（10）底部的冷风送至隧道窑（1）顶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

管（32）包括有主管（321）、第一支管（322）和第二支管（323）；所述第一支管（322）一端与隧

道窑（1）预热段顶部连接；所述第一支管（322）另一端与主管（321）连接；所述第二支管

（323）一端与隧道窑（1）预热段底部连接；所述第二支管（323）另一端与主管（321）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支管（323）的进气端位于窑车（10）下方；所述第一风机（31）一端与主管（321）连接；所述第

一风机（31）的另一端与送气管（33）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支管（323）包括有进风段（6）和输风段（7）；所述进风段（6）位于隧道窑（1）预热段的底部；所

述进风段（6）的一端位于窑车（10）下方；所述进风段（6）的另一端连接至输风段（7）；所述输

风段（7）设置在隧道窑（1）外且与主管（321）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风机（31）与主管（321）的连接处还设置有第一过滤装置（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引风

管（51）包括有进风管（511）、输送管（512）和出风管（513）；所述进风管（511）的进风端设置

在窑体底部，且所述进风管（511）位于窑车（10）下方；所述进风管（511）的出风端与第二风

机（52）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输送

管（512）的进风端与第二风机（52）连接；所述输送管（512）的出风端与出风管（513）进风端

连接；所述输送管（512）设置在隧道窑（1）外。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出风

管（513）的出风端伸入隧道窑（1）顶部，且所述出风管（513）位于窑车（10）上方。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

管（511）与第二风机（52）的连接处设置第二过滤装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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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耐火材料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

环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耐火砖的生产过程中离不开隧道窑；隧道窑一般是一条唱的直线行隧道，其两侧

及顶部有固定的墙壁及天顶，窑体的底部设置有轨道，轨道上运行着窑车；窑车的两侧边缘

一般与窑壁滑动密封连接；在隧道窑的中部两侧还设置有燃烧设备，构成了固定的高温烧

结带，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在隧道窑前端烟囱或引风机的作用下，沿着隧道向窑头方向流

动，同时逐步地预热进入窑内的耐火制品，这一段则构成了隧道窑的预热端。在隧道窑的窑

尾则鼓入冷风，冷却隧道窑内后一段的耐火制品，鼓入的冷风流经耐火制品而被加热后，再

抽出送入干燥器作为干燥生坯的热源，这一段便构成了隧道窑的冷却带。载有待烧结品的

窑车连续的由预热段的入口慢慢地机械推入，而载有烧结完成品的窑车则由冷却带的出口

渐次被推出来。

[0003] 现有的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大多包括两条气体输送通道，一条是将隧道窑内

的气体送入烘干窑内，另一条是在将烘干窑内的气体送入隧道窑内，且气体输送通道上还

设置有气体处理装置；但在隧道窑内，窑车底部窑车底部也具有一定的温度，却由于窑车两

侧与隧道窑两侧壁密封滑动连接而难以向上排出，窑车底部的热量也存在难以利用的问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清洁高效型隧道窑烟气循环利用系统，以在隧道

窑烟气循环系统中引入窑车底部的热空气。

[0005] 为解决上述的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清洁高效型隧道窑

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有隧道窑和烘干窑；所述隧道窑预热段通过第一排烟装置连接至

烘干窑；所述烘干窑通过第二排烟装置连接至隧道窑冷却段；所述第一排烟装置包括第一

风机、进气管和送气管；所述第一风机将窑车底部和窑车上部的空风送至烘干窑；所述隧道

窑两侧还排列设置有窑内引风装置；所述窑内引风装置包括包括引风管和设置在引风管上

的第二风机；所述第二风机设置在隧道窑外；所述第二风机将窑车底部的冷风送至隧道窑

顶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进气管包括有主管、第一支管和第二支管；所述第一支管一端与隧

道窑预热段顶部连接；所述第一支管另一端与主管连接；所述第二支管一端与隧道窑预热

段底部连接；所述第二支管另一端与主管连接；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支管的进气端位于窑车下方；所述第一风机一端与主管连接；

所述第一风机的另一端与送气管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支管包括有进风段和输风段；所述进风段位于隧道窑预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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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所述进风段的一端位于窑车下方；所述进风段的另一端连接至输风段；所述输风段

设置在隧道窑外且与主管连接；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风机与主管的连接处还设置有第一过滤装置；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引风管包括有进风管、输送管和出风管；所述进风管的进风端设置

在窑体底部，且所述进风管位于窑车下方；所述进风管的出风端与第二风机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输送管的进风端与第二风机连接；所述输送管的出风端与出风管

进风端连接；所述输送管设置在隧道窑外；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出风管的出风端伸入隧道窑顶部，且所述出风管位于窑车上方；

[0013] 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是所述进风管与第二风机的连接处设置第二过滤装置。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至少是如下之一：

[0015] 1、第一风机提供适宜的动力，将隧道窑预热段内的干燥热空气通过送气管送入烘

干窑；

[0016] 2、第一风机将窑车底部和窑车上部的空气送至烘干窑，将隧道窑预热段上部的干

燥热空气抽出，用以烘干窑的烘干，同时抽出针对窑车底部的干燥热空气，有利于将窑车底

部的干燥热空气利用起来，有利于提高烘干窑的烘干风量，有利于提升烘干窑的干燥效率，

有利于节约能源；

[0017] 3、窑内引风装置起到在窑内平衡窑车上下温度，将窑车底部的空气引入窑车上

部，可根据需要调节窑车上部的温度，有利于提高窑车上部温度的均匀性，有利于避免局部

过热。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第一排烟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窑内引风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中：1.隧道窑；2.烘干窑；3.第一排烟装置；31.第一风机；32.进气管；321.主

管；322.第一支管；323.第二支管；33.送气管；4.第二排烟装置；5.窑内引风装置；51.引风

管；511.进风管；512.输送管；513.出风管；52.第二风机；6.进风段；7.输风段；8.第一过滤

装置；9.第二过滤装置；10.窑车。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

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3] 实施例1：一种清洁高效型隧道窑1烟气循环利用系统，包括有隧道窑1和烘干窑2；

所述隧道窑1预热段通过第一排烟装置3连接至烘干窑2；所述烘干窑2通过第二排烟装置4

连接至隧道窑1冷却段；所述第一排烟装置3包括第一风机31、进气管32和送气管33；所述第

一风机31将窑车10底部和窑车10上部的空风送至烘干窑2；所述隧道窑1两侧还排列设置有

窑内引风装置5；所述引风装置包括包括引风管51和设置在引风管51上的第二风机52；所述

第二风机52设置在隧道窑1外；所述第二风机52将窑车10底部的冷风送至隧道窑1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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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本实施例中，第二排烟装置4采用常规风机和管路，将烘干窑2内的带有水汽的空

气引入冷却带内，且在第二排烟装置4的管路上设置常规的烟气处理装置；本实施例中，第

一风机31采用市购常规风机，且电连接至外接电源，可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任意一种结构和

型号合理的风机及连接方式；本实施例中，进气管32和送气管33均采用具有一定机械强度

和耐热性能的常规管道材料，可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任意一种合理的材质；本实施例中，在隧

道窑1底部设置有轨道，窑车10对应设置行走机构，窑车10的两侧边缘采用常规滑动连接方

式与窑体侧壁滑动连接；本实施例中，在进气管32和送气管33上均设置有常规的止逆阀结

构。本实施例中，第二风机52采用市购常规风机，且电连接至外接电源，可根据需要选择使

用任意一种结构型号及连接安装方式合理的风机；本实施例中，引风管51采用具有一定机

械强度和耐热性能的常规管道材料，可根据需要选择使用任意一种合理的材质；本实施例

中，在隧道窑1的两侧壁上，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设置一个或者多个窑内引风装置5。

[0025] 第一风机31提供适宜的动力，将隧道窑1预热段内的干燥热空气通过送气管33送

入烘干窑2；第一风机31将窑车10底部和窑车10上部的空气送至烘干窑2，将隧道窑1预热段

上部的干燥热空气抽出，用以烘干窑2的烘干，同时抽出针对窑车10底部的干燥热空气，有

利于将窑车10底部的干燥热空气利用起来，有利于提高烘干窑2的烘干风量，有利于提升烘

干窑2的干燥效率，有利于节约能源；窑内引风装置5起到在窑内平衡窑车10上下温度，将窑

车10底部的空气引入窑车10商都，可根据需要调节窑车10上部的温度，有利于提高窑车10

上部温度的均匀性，有利于避免局部过热。

[0026] 所述进气管32包括有主管321、第一支管322和第二支管323；所述第一支管322一

端与隧道窑1预热段顶部连接；所述第一支管322另一端与主管321连接；所述第二支管323

一端与隧道窑1预热段底部连接；所述第二支管323另一端与主管321连接；本实施例中，第

一支管322与隧道窑1采用常规连接方式，第二支管323与主管321采用常规连接方式，第一

支管322与主管321采用常规连接方式，可根据需要选择任意一种合理的连接方式。

[0027] 进气管32的第一支管322一端与隧道窑1预热段顶部连接，有利于将隧道窑1预热

段上部的干燥热空气抽出，用以烘干窑2的烘干，有利于节约能源；进气管32的第二支管323

一端与隧道窑1余热段底部连接，且第二支管323的进气端位于窑车10下方，有利于抽出针

对窑车10底部的干燥热空气，有利于将窑车10底部的干燥热空气利用起来，有利于提高烘

干窑2的烘干风量，有利于提升烘干窑2的干燥效率，有利于节约能源。

[0028] 所述第二支管323包括有进风段6和输风段7；所述进风段6位于隧道窑1预热段的

底部；所述进风段6的一端位于窑车10下方；所述进风段6的另一端连接至输风段7；所述输

风段7设置在隧道窑1外且与主管321连接；本实施例中，进风段6和输风段7采用常规连接方

式连接，可根据需要选择任意一种合理的连接方式；进风段6的一端位于窑车10下方且位于

轨道一侧，有利于避免对窑车10的行驶产生阻碍；本实施例中，输风段7设置在窑体外，可选

择合适的固定方式固定支撑输风段7，有利于输风段7稳定向上方的主管321输送干燥热空

气。

[0029] 所述第一风机31与主管321的连接处还设置有第一过滤装置8；本实施例中，第一

过滤装置8选择常规颗粒粉尘过滤装置，且选择具有一定机械强度和耐热性能的材料，可根

据需要选择任意一种结构和材质合理的过滤装置；第一过滤装置8有利于将干燥气体内的

颗粒杂质和尘埃等后滤，有利于阻隔杂质进入第一风机31，有利于减少对第一风机31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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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窑2的影响。

[0030] 所述引风管51包括有进风管511、输送管512和出风管513；所述进风管511的进风

端设置在窑体底部，且所述进风管511位于窑车10下方；所述进风管511的出风端与第二风

机52连接；本实施例中，输送管512设置在窑体外部且向上输送冷空气，可根据需要选择合

适的管道和固定方式；在窑体两侧壁上对应进风管511和出风管513设置安装管道的通道，

有利于保护进风管511和出风管513。本实施例中，进风管511与第二风机52、输送管512与引

风风扇、输送管512与出风管513均采用常规连接方式进行连接，可根据需要选择任意一种

合理的连接方式。本实施例中，在出风管513上还设置有常规止逆阀。

[0031] 所述输送管512的进风端与第二风机52连接；所述输送管512的出风端与出风管

513进风端连接；所述输送管512设置在隧道窑1外；所述出风管513的出风端伸入隧道窑1顶

部，且所述出风管513位于窑车10上方；引风管51的进风管511设置在窑体底部且位于窑车

10下方，通过第二风机52的作用，将窑车10底部的冷空气引出，输送管512设置在窑体外，有

利于减少窑体内部高温对输送管512产生影响；将第二风机52设置在窑体外，有利于避免窑

体内的高温对第二风机52的正常工作产生影响；出风管513设置在窑体顶部，有利于将窑体

底部的空气和窑体上部的热空气对冲，有利于提高温度的均匀性，有利于根据需要调节窑

体内部的温度。

[0032] 所述进风管511与第二风机52的连接处设置第二过滤装置9；本实施例中，第二过

滤装置9选择常规颗粒粉尘过滤装置，且选择具有一定机械强度和耐热性能的材料，可根据

需要选择任意一种结构和材质合理的过滤装置；本实施例中，第二过滤装置9一端与进风管

511采用常规连接方式连通，第二过滤装置9的另一端与第二风机52采用常规连接方式连

通；当进风管511将窑车10底部的冷空气送入第二风机52之前，冷空气先进入第二过滤装置

9中，有利于冷空气中的固体杂质和尘埃等被第二过滤装置9阻隔，有利于减少对第二风机

52的影响，有利于减少冷空气中夹杂的固体和灰尘。

[0033] 尽管这里参照本实用新型的多个解释性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描述，但是，

应该理解，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设计出很多其他的修改和实施方式，这些修改和实施方式

将落在本申请公开的原则范围和精神之内。更具体地说，在本申请公开、附图和权利要求的

范围内，可以对主题组合布局的组成部件和/或布局进行多种变型和改进。除了对组成部件

和/或布局进行的变形和改进外，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其他的用途也将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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