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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

多功能炉体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顶部一

侧固定连接有燃烧机炉体主体，所述底座的顶部

另一侧固定连接有鼓风机，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

内设有炉膛燃烧室，所述炉膛燃烧室远离鼓风机

的一侧内壁上设有喷火口，所述炉膛燃烧室靠近

鼓风机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落料口和鼓风

口，所述落料口为倾斜设置，所述落料口位于鼓

风口的上方，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外侧设有炉

门，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与鼓风口相连接，所述

底座的顶部另一侧固定安装有落料斗。本发明设

计合理，实用性高，充分利用余热制造蒸汽以实

现余热高效利用，提高热转化率，降低能耗成本，

场地占用少，方便进行移动和维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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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包括底座(17)，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7)

的顶部一侧固定连接有燃烧机炉体主体(16)，所述底座(17)的顶部另一侧固定连接有鼓风

机(4)，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16)内设有炉膛燃烧室(5)，所述炉膛燃烧室(5)远离鼓风机

(4)的一侧内壁上设有喷火口(8)，所述炉膛燃烧室(5)靠近鼓风机(4)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

接有落料口(13)和鼓风口(12)，所述落料口(13)为倾斜设置，所述落料口(13)位于鼓风口

(12)的上方；

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外侧设有炉门(1)，所述鼓风机(4)的出风口与鼓风口(12)

相连接，所述底座(17)的顶部另一侧固定安装有落料斗(3)，所述落料斗(3)位于鼓风机(4)

的上方，所述落料斗(3)的出料口与落料口(13)相连接，所述落料斗(3)的一侧固定安装有

变频电控箱(11)，所述炉膛燃烧室(5)的内部有连通的循环冷却水套并固定安装有多个炉

膛燃烧集热置换管(9)，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顶侧固定连接有蒸汽排出管(6)，所述

炉门(1)、蒸汽排出管(6)、喷火口(8)、鼓风口(12)和落料口(13)均与炉膛燃烧室(5)相连

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落

料斗(3)的出料口上设有隔料阀板(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燃

烧机炉体主体(16)的顶侧固定连接有气体减压排放管(7)，气体减压排放管(7)位于蒸汽排

出管(6)的一侧，且气体减压排放管(7)与炉膛燃烧室(5)相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燃

烧机炉体主体(16)的内侧填充有炉膛保护水套(2)，所述炉膛燃烧室(5)位于炉膛保护水套

(2)的内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燃

烧机炉体主体(16)的外侧固定连接有补给水箱(15)，且补给水箱(15)的出水口与炉膛燃烧

室(5)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燃

烧机炉体主体(16)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水位尺(14)，且水位尺(14)的两端均与炉膛燃烧室

(5)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底

座(17)的底部四角均安装有万向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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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燃烧机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利用生物质的常规用能设备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生物质全气化燃烧

设备；另一类则是采用沸腾燃烧。其中：生物质全气化燃烧设备是将生物质燃料投入炉膛，

缺氧燃烧产生可燃气体。不论那一类燃烧设备都必须在炉体中的炉膛内燃烧，从而产生高

温热能。从国内情况看所有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制造者，炉体都是采用钢板作为炉体的

外保护层，炉膛采用硅镁砂或高铝耐火材料制作的耐火砖彻成。经检索，申请号为

201010217924.9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生物质半气化自动控制燃烧机，主要由机座，设置

在机座内部的半气化燃烧室，设置在机座上并与该半气化燃烧室相连通的火口，以及与该

火口相连通的火筒组成，在机座外部设有与该半气化燃烧室相连接的进料装置；在半气化

燃烧室的内部设有将其分割成燃烧腔和清灰腔两部分的炉排，火口与该燃烧腔相连通，且

在机座上还设有伸于燃烧腔内部的点火装置；同时在机座外部还设有分别与燃烧腔、清灰

腔、火筒及进料装置相连接的鼓风装置。能大量的减少环境污染，同煤相比能降低99％的碳

排放和100％的硫排放；比用油成本费用低40-60％，同时也减少了60％的碳排放和99％的

硫排放。

[0003] 但是现有燃烧机的炉膛在高温条件下(1000℃)，炉膛内热能扩散温度没有充分利

用，造成很大的浪费，长期使用运行炉膛内耐火砖容易产生“结湽”，耐火砖烧损严重甚至脱

落，炉膛内大量的热量外散到炉体外壳钢板保护层，长期高温氧化钢板保护层烧穿，造成炉

体报废，引发安全事故，因此我们提出了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用于解决

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背景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了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

装置。

[0005] 本发明提出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包括底座，所述底座的顶

部一侧固定连接有燃烧机炉体主体，所述底座的顶部另一侧固定连接有鼓风机，所述燃烧

机炉体主体内设有炉膛燃烧室，所述炉膛燃烧室远离鼓风机的一侧内壁上设有喷火口，所

述炉膛燃烧室靠近鼓风机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落料口和鼓风口，所述落料口为倾斜设

置，所述落料口位于鼓风口的上方；

[0006] 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外侧设有炉门，所述鼓风机的出风口与鼓风口相连接，所

述底座的顶部另一侧固定安装有落料斗，所述落料斗位于鼓风机的上方，所述落料斗的出

料口与落料口相连接，所述落料斗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变频电控箱，所述炉膛燃烧室的内部

有连通的循环冷却水套并固定安装有多个炉膛燃烧集热置换管，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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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固定连接有蒸汽排出管，所述炉门、蒸汽排出管、喷火口、鼓风口和落料口均与炉膛燃烧

室相连通。

[0007] 优选的，所述落料斗的出料口上设有隔料阀板。

[0008] 优选的，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顶侧固定连接有气体减压排放管，气体减压排放

管位于蒸汽排出管的一侧，且气体减压排放管与炉膛燃烧室相连通。

[0009] 优选的，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内侧填充有炉膛保护水套，所述炉膛燃烧室位于

炉膛保护水套的内侧。

[0010] 优选的，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外侧固定连接有补给水箱，且补给水箱的出水口

与炉膛燃烧室相连通。

[0011] 优选的，所述燃烧机炉体主体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水位尺，且水位尺的两端均与炉

膛燃烧室相连通。

[0012] 优选的，所述底座的底部四角均安装有万向轮。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1)通过炉门、落料斗、鼓风机、炉膛燃烧室、隔料阀板、变频电控箱、鼓风口、落料

口、补给水箱和燃烧机炉体主体相配合，保证热能高效输出外，能实现余热高效利用，在炉

体中采取独特的设计利用水套回路保护炉膛、炉体，同时充分利用了余热制造蒸汽，极大地

提高了炉膛、炉体的寿命，减少整机重量和体积，场地占用少、移动和维护方便，运行成本

低，在安全、耐用下实现炉膛保护，利用炉膛外散热量充分转化成蒸汽，采用炉体外壳与炉

膛之间水冷循环原理，通过水冷循环的保护和利用，提高使用寿命，节约能耗成本，燃烧机

炉体主体在启动前，清理炉膛内的积灰，包括炉壁、炉底部位，积灰清理完成后，将生物质燃

料加入落料斗，将落料斗的盖子关闭，然后将隔料阀板打开，检查供电系统、供水系统、风机

系统、上料系统是否正常，检查补给水箱内的水是否供足(通过水位尺察看确认)；

[0015] (2)通过炉膛保护水套、蒸汽排出管、气体减压排放管、喷火口、炉膛燃烧集热置换

管、水位尺、底座和万向轮相配合，利用变频器电控箱将风机风量调至较小，加入少量生物

质燃料进入炉膛燃烧室内，开始点火，轻开炉门适当送风然后关上炉门，启动送料系统，逐

渐调增大风机的风量到适量，送料速度及送风量应逐渐增加，以便炉膛内温度正常上升。

[0016] 本发明设计合理，实用性高，充分利用余热制造蒸汽以实现余热高效利用，提高热

转化率，降低能耗成本，场地占用少，方便进行移动和维护操作。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中燃烧机炉体主体的

侧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炉门、2炉膛保护水套、3落料斗、4鼓风机、5炉膛燃烧室、6蒸汽排出管、7气

体减压排放管、8喷火口、9炉膛燃烧集热置换管、10隔料阀板、11变频电控箱、12鼓风口、13

落料口、14水位尺、15补给水箱、16燃烧机炉体主体、17底座、18万向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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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实施例

[0022] 参考图1-2，本实施例中提出了生物质自动控制燃烧机多功能炉体装置，包括底座

17，底座17的顶部一侧固定连接有燃烧机炉体主体16，底座17的顶部另一侧固定连接有鼓

风机4，燃烧机炉体主体16内设有炉膛燃烧室5，炉膛燃烧室5远离鼓风机4的一侧内壁上设

有喷火口8，炉膛燃烧室5靠近鼓风机4的一侧内壁上固定连接有落料口13和鼓风口12，落料

口13为倾斜设置，落料口13位于鼓风口12的上方；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外侧设有炉门1，鼓

风机4的出风口与鼓风口12相连接，底座17的顶部另一侧固定安装有落料斗3，落料斗3位于

鼓风机4的上方，落料斗3的出料口与落料口13相连接，落料斗3的一侧固定安装有变频电控

箱11，炉膛燃烧室5的内部有连通的循环冷却水套并固定安装有多个炉膛燃烧集热置换管

9，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顶侧固定连接有蒸汽排出管6，炉门1、蒸汽排出管6、喷火口8、鼓风

口12和落料口13均与炉膛燃烧室5相连通，在炉门1、落料斗3、鼓风机4、炉膛燃烧室5、隔料

阀板10、变频电控箱11、鼓风口12、落料口13、补给水箱15和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配合之下，

保证热能高效输出外，能实现余热高效利用，在炉体中采取独特的设计利用水套回路保护

炉膛、炉体，同时充分利用了余热制造蒸汽，极大地提高了炉膛、炉体的寿命，减少整机重量

和体积，场地占用少、移动和维护方便，运行成本低，在安全、耐用下实现炉膛保护，利用炉

膛外散热量充分转化成蒸汽，采用炉体外壳与炉膛之间水冷循环原理，通过水冷循环的保

护和利用，制作的材料全部采用耐高温、防腐、高强度8K304#不锈钢材料制成，提高使用寿

命，节约能耗成本，燃烧机炉体主体16在启动前，清理炉膛内的积灰，包括炉壁、炉底部位，

积灰清理完成后，将生物质燃料加入落料斗3，将落料斗3的盖子关闭，然后将隔料阀板10打

开，检查供电系统、供水系统、风机系统、上料系统是否正常，检查补给水箱15内的水是否供

足通过水位尺14察看确认；在炉膛保护水套2、蒸汽排出管6、气体减压排放管7、喷火口8、炉

膛燃烧集热置换管9、水位尺14、底座17和万向轮18的配合之下，利用变频器电控箱11将风

机4风量调至较小，加入少量生物质燃料进入炉膛燃烧室5内，开始点火，轻开炉门1适当送

风然后关上炉门1，启动送料系统，逐渐调增大风机4的风量到适量，送料速度及送风量应逐

渐增加，不宜加速太快，应有2-3分钟时间，以便炉膛内温度正常上升；本发明设计合理，实

用性高，充分利用余热制造蒸汽以实现余热高效利用，提高热转化率，降低能耗成本，场地

占用少，方便进行移动和维护操作。

[0023] 本实施例中，落料斗3的出料口上设有隔料阀板10，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顶侧固定

连接有气体减压排放管7，气体减压排放管7位于蒸汽排出管6的一侧，且气体减压排放管7

与炉膛燃烧室5相连通，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内侧填充有炉膛保护水套2，炉膛燃烧室5位于

炉膛保护水套2的内侧，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外侧固定连接有补给水箱15，且补给水箱15的

出水口与炉膛燃烧室5相连通，燃烧机炉体主体16的外侧固定安装有水位尺14，且水位尺14

的两端均与炉膛燃烧室5相连通，底座17的底部四角均安装有万向轮18，在炉门1、落料斗3、

鼓风机4、炉膛燃烧室5、隔料阀板10、变频电控箱11、鼓风口12、落料口13、补给水箱15和燃

烧机炉体主体16的配合之下，保证热能高效输出外，能实现余热高效利用，在炉体中采取独

特的设计利用水套回路保护炉膛、炉体，同时充分利用了余热制造蒸汽，极大地提高了炉

膛、炉体的寿命，减少整机重量和体积，场地占用少、移动和维护方便，运行成本低，在安全、

耐用下实现炉膛保护，利用炉膛外散热量充分转化成蒸汽，采用炉体外壳与炉膛之间水冷

循环原理，通过水冷循环的保护和利用，制作的材料全部采用耐高温、防腐、高强度8K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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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材料制成，提高使用寿命，节约能耗成本，燃烧机炉体主体16在启动前，清理炉膛内

的积灰，包括炉壁、炉底部位，积灰清理完成后，将生物质燃料加入落料斗3，将落料斗3的盖

子关闭，然后将隔料阀板10打开，检查供电系统、供水系统、风机系统、上料系统是否正常，

检查补给水箱15内的水是否供足通过水位尺14察看确认；在炉膛保护水套2、蒸汽排出管6、

气体减压排放管7、喷火口8、炉膛燃烧集热置换管9、水位尺14、底座17和万向轮18的配合之

下，利用变频器电控箱11将风机4风量调至较小，加入少量生物质燃料进入炉膛燃烧室5内，

开始点火，轻开炉门1适当送风然后关上炉门1，启动送料系统，逐渐调增大风机4的风量到

适量，送料速度及送风量应逐渐增加，不宜加速太快，应有2-3分钟时间，以便炉膛内温度正

常上升；本发明设计合理，实用性高，充分利用余热制造蒸汽以实现余热高效利用，提高热

转化率，降低能耗成本，场地占用少，方便进行移动和维护操作。

[0024] 本实施例中，使用时，燃烧机炉体主体16在启动前，应清理炉膛内的积灰，包括炉

壁、炉底部位，积灰清理完成后，将生物质燃料加入落料斗3，将落料斗3的盖子关闭，然后将

隔料阀板10打开，检查供电系统、供水系统、风机系统、上料系统是否正常，选择AC220V、

380V/50Hz中的一种电力为燃烧机炉体主体16进行供电，检查补给水箱15内的水是否供足

通过水位尺14察看确认，利用变频器电控箱11将风机4风量调至较小，加入少量生物质燃料

进入炉膛燃烧室5内，开始点火，轻开炉门1适当送风然后关上炉门1，启动送料系统，逐渐调

增大风机4的风量到适量，送料速度及送风量应逐渐增加，不宜加速太快，应有2-3分钟时

间，以便炉膛内温度正常上升；

[0025] 运行管理：

[0026] 1、送料速度：调整和设置变频器电控箱11以30-80为常规用量，最高不能超过90速

度，最慢不低于20运转，风机4风量配置为中高档位；根据生物质燃烧机型号不同，供料量随

之改变，生产线传热系统通风良好的情况下送料速度可适当加快，风量可配最高档位，但应

随时观测烟囱排气情况，以无烟尘排放为确定送料速度的标准；

[0027] 2、本炉体设计下半部是燃烧室，上半部即是常压蒸汽发生室，不定时观察补给水

箱15的水位，观察水位尺14，确保补给水箱15的供水正常，运行中如蒸汽室压力高时气体减

压排放管7会自动排放，确保安全运行；

[0028] 3、根据用户原料消耗量规律适当添加燃料，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0029] 4、根据产品耗能量的变化调整保温阶段的间歇送料量，做到不浪费；

[0030] 5、炉膛燃烧室5内燃烧时严禁打开炉门1；

[0031] 停炉管理：

[0032] 1、提前15分钟左右做到停止送料，但是风机4必须运行，关闭隔料阀板10；

[0033] 2、关闭电源，关闭风机4，轻开炉门1，保持适量自然风，以尽量减少炉膛积碳。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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