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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热水锅炉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生物质热水锅炉，包括一

设备主体，设备主体内部设置有用于生物质燃料

进行初燃烧的一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

行连通向一次燃烧系统输送燃料的送料供料系

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将燃料进行再

次燃烧的二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和二次

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

进行传导的烟火气热交换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

进行连通向一次燃烧系统输入风力为燃料燃烧

过程提供氧气的供风输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

和二次燃烧系统分别进行连通用于对燃料在一

次燃烧系统中燃烧产生的灰尘排出设备主体的

除尘清灰系统，借此，本实用新型具有节省能源、

降低污染、减少在燃烧和热交换的过程中造成热

量损耗的优点。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209622760 U

2019.11.12

CN
 2
09
62
27
60
 U



1.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包括一设备主体，设备主体内部设置有用于生物质燃

料进行初燃烧的一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向一次燃烧系统输送燃料的送料

供料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将燃料进行再次燃烧的二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

烧系统和二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进行传导的烟火气热交换系

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向一次燃烧系统输入风力为燃料燃烧过程提供氧气的供风输

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和二次燃烧系统分别进行连通用于对燃料在一次燃烧系统中燃烧

产生的灰尘排出设备主体的除尘清灰系统，所述一次燃烧系统和供风输氧系统均设置于设

备主体的底部，所述二次燃烧系统设置于一次燃烧系统的一侧、通过高温火焰点燃通道与

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供料系统包括设置有

燃料添加门的燃料储存仓，用于存储添加燃料；燃料储存仓底部设置有送料装置，用于将燃

料储存仓内部的燃料导出到一次燃烧系统，燃料储存仓底部向下倾斜形成的下料滑坡，把

燃料储存仓内的燃料输送到送料装置，所述送料装置包括与下料滑坡的底部进行连接的上

螺旋送料绞龙，设置于上螺旋送料绞龙底部与上螺旋绞龙连通的下螺旋送料绞龙，分别与

上螺旋送料绞龙和下螺旋送料绞龙进行连接为上螺旋送料绞龙和下螺旋送料绞龙提供动

力的送料绞龙动力电机，所述下螺旋送料绞龙的一端与上螺旋送料绞龙进行连接，另一端

伸入到一次燃烧系统的内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供风输氧系统包括设置于

设备本体底部用于向设备主体内部输送风力的冷风进风通道、与冷风进风通道连通将冷风

进风通道输送的风进行升温增压的加温增压风室、与加温增压风室连接并向一次燃烧系统

导入升温增压后的风力的风向导流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次燃烧系统包括一设置

于设备主体底部对容纳燃料进行燃烧的燃烧胆体，燃烧胆体的底部设置有炉底进风通道圆

孔，燃烧胆体的中间设置有二次补风增氧孔、燃烧胆体的顶部设置有再次补风增氧孔，设置

于再次补风增氧孔上方用于对燃烧胆体内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导向汇合的火焰通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烟火气热交换系统包括设

置于一次燃烧系统上方的气化燃烧室，设置于气化燃烧室上方的人字形气化仓载水层、设

置于气化燃烧室上方两侧的烟火热交换室、设置于烟火热交换室上方的热水储存室，所述

烟火热交换室与气化燃烧室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燃烧系统包括烟火烟

气室，设置于烟火烟气室下方的再燃室，设置于烟火烟气室一侧的烟火室，连接再燃室和烟

火室的烟火通道，所述烟火烟气室与再燃室一体设置，所述烟火通道一端与再燃室进行连

接、另一端与烟火室进行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清灰系统包括与一次

燃烧系统进行连接的泻尘通道、设置于设备主体底部与泻尘通道进行连接的烟气冷却除尘

箱体，所述烟气冷却除尘箱体与设备主体外部通过清灰门进行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燃室通过高温火焰点火

通道与气化燃烧室进行连通，所述高温火焰点火通道与气化燃烧室连接的一端高度较低、

与再燃室进行连接的一端高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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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螺旋送料绞龙，一端与

上螺旋送料绞龙的底部进行连接、另一端设置于二次补风增氧孔和再次补风增氧孔之间。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主体顶部设置有仪

表连接端口，仪表连接端口的一侧设置有热水出口，设备主体的内侧设置有一保温层，所述

设备主体外部设置有一与冷风进风通道进行连接的供风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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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热水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生物质燃烧能源利用领域，特别涉及生物质热水锅炉。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人类赖以生存的化石能源逐渐面临枯竭，全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生产生活

所需的消耗量在不断攀升，为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使用替代能源迫在眉睫，上至各国政府政

策支持，下至中小企业及技术人才的努力和支持，生物质再生能源的加工利用已经得到了

基本的解决，节能环保的燃烧设备与能源转换设备的制造、创新成为替代化石能源的关键。

[0003] 但是，生物质颗粒、压块、燃烧与能源转换的各种锅炉普遍存在着燃烧不完全、热

交换效率低下、氮氧化合物、粉尘等排放浓度高、辅机购置与运行成本较高的问题，同时还

存在在生物质燃料燃烧过程中存在通风不够充分，使得生物质燃料在燃烧过程中出现燃烧

不够完全的粉尘，烟尘等问题，对环境造成污染。

[0004] 因此，鉴于上述方案于实际制作及实施使用上的缺失之处，而加以修正、改良，同

时本着求好的精神及理念，并由专业的知识、经验的辅助，以及在多方巧思、试验后，方创设

出本实用新型，特再提供生物质热水锅炉，用于解决生物质燃料燃烧不够充分、热交换效率

低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提出生物质热水锅炉，解决了现有技术中生物质燃料燃烧不够充分、

热交换效率低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生物质热水锅炉，包括一设备主体，设备主

体内部设置有用于生物质燃料进行初燃烧的一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向一

次燃烧系统输送燃料的送料供料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将燃料再次燃烧的二

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和二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进行传

导的烟火气热交换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向一次燃烧系统输入风力为燃料燃烧过

程提供充足氧气的供风输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通用于对燃料在一次燃烧系统中

燃烧产生的灰尘排出设备主体的除尘清灰系统，一次燃烧系统和供风输氧系统均设置于设

备主体的底部，二次燃烧系统设置于一次燃烧系统的一侧、通过高温火焰点燃通道与一次

燃烧系统进行连接。

[0007]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送料供料系统包括设置有燃料添加门的燃料储存仓，

用于存储添加燃料；燃料储存仓底部设置有送料装置，用于将燃料储存仓内部的燃料导出

到一次燃烧系统，燃料储存仓底部向下倾斜形成的下料滑坡，把燃料储存仓内的燃料输送

到送料装置，送料装置包括与下料滑坡的底部进行连接的上螺旋送料绞龙，设置于上螺旋

送料绞龙底部的下螺旋送料绞龙，分别为上螺旋送料绞龙和下螺旋送料绞龙提供动力的送

料绞龙动力电机，下螺旋送料绞龙的一端与上螺旋送料绞龙进行连接，另一端伸入到一次

燃烧系统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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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供风输氧系统包括设置于设备本体底部用于向设备主

体内部输送风力的的冷风进风通道、与冷风进风通道连接将冷风进风通道输送的风进行升

温增压的加温增压风室、与加温增压风室连接并向一次燃烧系统导入升温增压后的风力的

风向导流装置。

[0009]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一次燃烧系统包括一设置于设备主体底部对容纳燃料

进行的燃烧的燃烧胆体，燃烧胆体的底部设置有炉底进风通道圆孔，燃烧胆体的中间设置

有为二次补风增氧孔、燃烧胆体的顶部设置有再次补风增氧孔，设置于再次补风增氧孔上

方用于对燃烧胆体内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导向汇合的火焰通道。

[0010]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烟火气热交换系统包括设置于一次燃烧系统上方的气

化燃烧室，设置于气化燃烧室上方的人字形气化仓载水层、气化燃烧室上方两侧的烟火热

交换室、设置于烟火热交换室上方的热水储存室，烟火热交换室与气化燃烧室连通。

[0011]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二次燃烧系统系统包括烟火烟气室，设置于烟火烟气

室下方的再燃室，设置于烟火烟气室一侧的烟火室，连接再燃室和烟火室的烟火通道，烟火

烟气室与再燃室一体设置，烟火通道一端与再燃室进行连接、另一端与烟火室进行连接。

[0012]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除尘清灰系统包括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接的泻尘通

道、设置于设备主体底部与泻尘通道进行连接的烟气冷却除尘箱体，除尘箱体与设备主体

外部通过清灰门进行连接。

[0013]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再燃室通过高温火焰点火通道与气化燃烧室进行连

接，高温火焰点火通道与气化燃烧室连接的一端高度较低、与再燃室进行连接的一端高度

较高。

[0014]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下螺旋送料绞龙，一端与上螺旋送料绞龙的底部进行

连接、另一端设置于二次补风增氧孔和再次补风增氧孔之间。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设备主体顶部设置有仪表连接端口，仪表连接端口的

一侧设置有热水出口，设备主体的内侧设置有一保温层，设备本体外部设置有一与冷风进

风通道进行连接的供风风机。

[0016] 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后，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能使得生物质颗粒、压块、燃烧与能源转换的各种锅炉燃烧过程更加完全、提高

热交换效率；

[0018] 2、减少氮氧化合物、粉尘等排放浓度、同时避免辅机购置与运行成本较高的问题；

[0019] 3、避免生物质燃料燃烧过程中存在的通风不够充分，使得生物质燃料在燃烧过程

中出现燃烧不够完全的粉尘，烟尘等问题，对环境造成污染；

[0020] 4、减少在进行热交换时产生的热量损失，能充分的利用生物质燃料过程产生的热

量，提高能源利用率，节约资源。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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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左视图；

[002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右视图。

[0026] 图中，1-加温增压风室；2-风向导流装置；3-燃烧胆体；4-炉底进风通道圆孔；5-进

风炉底；6-初燃干馏气化分解室；7-燃烧室；8-再次补风增氧孔；  9-二次补风增氧孔；10-风

室进风通道；11-气化燃烧室；12-火焰通道；13-人字形气化仓载水层；14-泻尘通道；15-高

温火焰点火通道；16-人字形气化仓泻尘坡；17-圆柱型火焰热交换室入口通道；18-双室连

接火焰通道；19-烟火热交换室；20-烟火热交换室；21-圆柱型火焰室；22-强加热环水套；

23-垂直分室板载体；24-烟火室专用通道；25-圆柱型火焰室火焰出口；26-仪表连接端口； 

27-热水出口；28-热水储存室；29-烟火室；30-环形加热水套热水出水口；31-  烟气室烟气

入口；32-烟火烟气室；33-设备主体；34-垂直分室板中载体；35-  烟火室；36-设备保温层；

37-再燃室；38-烟火通道；39-圆柱型烟气室与冷却除尘仓连接通道；40-冷风进风通道；41-

风机连接法兰；42-烟气冷却除尘箱体；  43-加温增压风室；44-供风增压室进风口；45-除尘

仓；46-高温区加热水套；  47-送料电机降温室；48-双螺旋送料机燃料出入口；49-下螺旋送

料绞龙；50-  下螺旋送料绞龙动力传动轴；51-送料绞龙动力电机；52-上螺旋绞龙；53-料仓

与螺旋绞龙连接法兰；54-燃料储存仓下料口；55-燃料储存仓下料滑坡；56-燃料储存仓；

57-排污口；58-燃料添加门安装斜台；59-清灰门；60-烟火室清灰口；61-清灰门；62-火焰室

清灰口；63-燃料添加门；64-送料系统检修门；65-  尾气出口通道；66-引风机连接法兰。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8] 如图1～图4所示，生物质热水锅炉，包括一设备主体33，设备主体33内部设置有燃

料燃烧产生烟气和火焰的一次燃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接不断向一次燃烧系统输

送燃料的送料供料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接用于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进行再次燃

烧的二次燃烧系统，设置于一次燃烧系统上方用于将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进行传导的烟火

气热交换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接向一次燃烧系统输入风力为燃料燃烧过程提供充

足氧气的供风输氧系统，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接用于对燃料在一次燃烧系统中燃烧产生

的灰尘排出设备主体33的除尘清灰系统，一次燃烧系统和供风输氧系统均设置于设备主体

33的底部，二次燃烧系统设置于一次燃烧系统的一侧、通过高温火焰点燃通道与一次燃烧

系统进行连接，送料供料系统向一次燃烧系统添加燃料，在燃料初次燃烧的过程中供风输

氧系统为初次燃烧提供不断风力，使得初次燃烧达到最充分的状态，初次燃烧产生的火焰

到达烟火气热交换系统，即通过火焰的热量实现水的升温过程，在持此燃烧过程中会出现

未完全充分燃烧的烟尘颗粒聚积到一起，烟火通过烟火室专用通道24向烟火室29内流动，

通过高温火焰点火通道将未燃尽的烟火再次点燃，实现再次燃烧过程。

[0029] 送料供料系统包括设置有燃料添加门的燃料储存仓56，用于存储添加燃料；燃料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209622760 U

6



储存仓56底部设置有送料装置，用于将燃料储存仓内部的燃料导出到一次燃烧系统，燃料

储存仓底部向下倾斜形成的下料滑坡55，把燃料储存仓内的燃料输送到送料装置，送料装

置包括与下料滑坡的底部进行连接的上螺旋送料绞龙52，设置于上螺旋送料绞龙底部的下

螺旋送料绞龙49，分别为上螺旋送料绞龙52和下螺旋送料绞龙49提供动力的送料绞龙动力

电机51，下螺旋送料绞龙  49的一端与上螺旋送料绞龙52进行连接，另一端伸入到一次燃烧

系统的内部。供风输氧系统包括设置于设备本体底部用于向设备主体33内部输送风力的的

冷风进风通道40、与冷风进风通道40连接将冷风进风通道输送的风进行升温增压的加温增

压风室43、与加温增压风室43连接并向一次燃烧系统导入升温增压后的风力的风向导流装

置2。

[0030] 一次燃烧系统包括一设置于设备主体33底部对容纳燃料进行的燃烧的燃烧胆体

3，燃烧胆体3的底部设置有炉底进风通道圆孔4，燃烧胆体的中间设置有二次补风增氧孔9、

燃烧胆体3的顶部设置有再次补风增氧孔8，设置于再次补风增氧孔8上方用于对燃烧胆体3

内燃料燃烧产生的火焰导向汇合的火焰通道  18。烟火气热交换系统包括设置于一次燃烧

系统上方的气化燃烧室11，设置于气化燃烧室11上方的人字形气化仓载水层13、气化燃烧

室11上方两侧的烟火热交换室、设置于烟火热交换室上方的热水储存室，烟火热交换室19

和20与气化燃烧室11连通。二次燃烧系统系统包括烟火烟气室32，设置于烟火烟气室  32下

方的再燃室37，设置于烟火烟气室32一侧的烟火室35，连接再燃室37和烟火室35的烟火通

道，烟火烟气室32与再燃室37一体设置，烟火通道一端与再燃室进行连接、另一端与烟火室

进行连接。

[0031] 除尘清灰系统包括与一次燃烧系统进行连接的泻尘通道14、设置于设备主体33底

部与泻尘通道14进行连接的烟气冷却除尘箱体42，烟气冷却除尘箱体  42与设备主体33外

部通过清灰门61进行连接。再燃室37通过高温火焰点火通道15与气化燃烧室11进行连接，

高温火焰点火通道15与气化燃烧室11连接的一端高度较低、与再燃室37进行连接的一端高

度较高。下螺旋送料绞龙49，一端与上螺旋送料绞龙52的底部进行连接、另一端设置于二次

补风增氧孔9和再次补风增氧孔8之间。设备主体33顶部设置有仪表连接端口26，仪表连接

端口26的一侧设置有热水出27口，设备主体33的内侧设置有一保温层36，设备主体33外部

设置有一与冷风进风通道40进行连接的供风风机。

[0032] 该生物质热水锅炉的工作原理是：供风输氧系统通过风机输送冷风至烟火气热交

换室20外围将风加热后由风室进口10进入风室1，利用燃烧室的辐射热再次加热风，风被加

热后体积增大，风压增强，强风由风向导流装置2进入初燃室7，将初燃后的燃料托起形成上

燃料下热风的燃料床，达到悬浮燃烧的目的，燃烧气化系统在燃烧时，燃料通过送料绞龙源

源不断的将燃料送入燃烧室7参与初燃烧，由于利用风托起的燃料床初燃温度不是很高，完

成干馏、分解气化的大量可燃气体上浮至高温燃烧室通过二次进风补氧进行猛烈燃烧，强

烈火焰上喷，未燃烧的可燃气体被人字形气化仓载水层下弦反射再燃，实现燃料充分燃烧

的目的，将燃料向燃料储存仓内56添加，通过燃料储存仓56底部的送料绞龙49不断的将燃

料送至燃烧室7内，通过进风风机和导流装置2的作用下向燃烧室7内不断通风，燃料会被吹

起，在燃烧室7内进行燃烧，燃烧产生的火焰在双室连接火焰通道18处继续向四周散发，发

散后的火焰通过圆柱型火焰室  21火焰出口25向烟火气热交换室19和20内流动，在烟火气

热交换室20内完成热交换的过程，剩余的烟火通过烟火室专用通道24向烟火室29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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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温火焰点火通道将未燃尽的烟火再次点燃，燃料燃烧产生的灰尘通过泻尘通道14收

集并排出设备主体33。

[0033]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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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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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