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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

式翅片板换热器，包含若干外部通道翅片、外部

通道折弯板、内部通道翅片和内部通道折弯板，

外部通道折弯板为两侧向上侧垂直弯折的平板，

内部通道折弯板为上端无盖的长方体盒体并且

内部通道折弯板上端与外部通道折弯板下侧密

封固定，若干外部通道翅片平行设置在外部通道

折弯板内侧，内部通道翅片设置在内部通道折弯

板内侧，内部通道折弯板两条长边对应的侧面端

部设置有一个开口并且两个开口分别设置在两

侧侧面的不同端。本发明设备紧凑，换热效果强，

便于安装，能有效防止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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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若干组逆流式翅片板沿

厚度方向叠加固定组成换热单元体，两个空气通道固定在换热单元体两侧并且分别与换热

单元体两侧的逆流式翅片板的内部通道折弯板侧面开口连通，若干换热单元体横向叠加固

定构成换热单元体组，若干换热单元体组沿竖直方向叠加并且相邻换热单元体组之间通过

烟气通道连接，若干换热单元体组外侧通过支撑框架固定，支撑框架外侧设置有换热器壳

体，空气在换热器内呈S型流动；

所述换热器壳体包含空气进口封头、空气侧密封罩、空气进口侧封板、封板、烟气进口

法兰、空气出口封头、空气出口侧封板、换热器芯体和烟气出口法兰，空气进口侧封板、封板

和空气出口侧封板构成长方体空心筒体并且固定在支撑框架外侧，烟气进口法兰和烟气出

口法兰分别固定在长方体空心筒体上端和下端，空气进口侧封板和空气出口侧封板上对应

换热单元体的开口位置开有通孔，空气进口封头固定在空气进口侧封板下端并且与空气进

口侧封板最下端通孔连通，空气出口封头固定在空气出口侧封板上端并且与空气出口侧封

板最上端通孔连通，空气侧密封罩固定在空气进口侧封板上并且与相邻两组通孔连通，所

述相邻两组通孔分别对应两个上下相邻的换热单元体组中的空气通道的开口。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换热器壳体中间采用波纹或者矩形变径结构。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逆流式翅片板包含若干外部通道翅片、外部通道折弯板、内部通道翅片和内部通道折弯板，

外部通道折弯板为两侧向上侧垂直弯折的平板，内部通道折弯板为上端无盖的长方体盒体

并且内部通道折弯板上端与外部通道折弯板下侧密封固定，若干外部通道翅片平行设置在

外部通道折弯板内侧，内部通道翅片设置在内部通道折弯板内侧，内部通道折弯板两条长

边对应的侧面端部设置有一个开口并且两个开口分别设置在两侧侧面的不同端。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外部通道折弯板和内部通道折弯板的两端设置有导流结构。

5.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流结构为导流片。

6.按照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导流结构为球冠，球冠呈交错分布，两球冠间距为球冠底部圆的直径的2~4倍。

7.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外部通道折弯板弯折高度比若干外部通道翅片高度多0.5~1mm，内部通道折弯板侧边高度

比内部通道翅片高度多0.5~1mm。

8.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部通道折弯板两侧侧面开口长度与开口距离内部通道折弯板侧面端部距离之和为内部

通道折弯板总长度的1/8~1/6。

9.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

内部通道翅片和外部通道翅片采用平直形、锯齿形、三角形或多孔形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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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换热器，特别是一种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

背景技术

[0002] 钢铁工业和化工工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这些行业中众多的工业加热炉、燃气燃

油锅炉烟气的排放温度均在150℃以上，烟气中含有的显热及水蒸汽所含的汽化潜热非常

大，直接排放不仅极大的浪费了能源，还增加了污染物的排放。同时，部分钢铁行业的能源

利用率只有30-50%，生产过程中浪费了大量的余热，而这些余热可以合理回收并用于提高

助燃空气或煤气的温度，产生水蒸汽发电和生活供热等。随着我国现代工业对能源需求的

持续增加，余热回收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如何对余热进行高效回收利用已经成为节能减

排的热点问题。

[0003] 换热器作为余热回收系统的核心部件，提高换热器的传热性能对余热回收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换热器可以分为管式换热器、板式换热器、热管换热器和板面式换热器。相

对于普通管式换热器，板式换热器和板面式换热器从换热元件的形状和表面结构来实现强

化传热。

[0004] 在余热回收过程中，随着烟气温度降低，换热器阻力降和可能发生的结垢、腐蚀现

象是阻碍余热回收系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在余热回收领域，由于烟气回收的热量

大，传统的管式、翅片管式和板式换热器占用安装空间大，且抗腐蚀能力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

器，它烟气侧阻力小，不容易积灰，可有效防止露点腐蚀。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其特征在于：若干组逆流式翅片板

沿厚度方向叠加固定组成换热单元体，两个空气通道固定在换热单元体两侧并且分别与换

热单元体两侧的逆流式翅片板的内部通道折弯板侧面开口连通，若干换热单元体横向叠加

固定构成换热单元体组，若干换热单元体组沿竖直方向叠加并且相邻换热单元体组之间通

过烟气通道连接，若干换热单元体组外侧通过支撑框架固定，支撑框架外侧设置有换热器

壳体，空气在换热器内沿着空气通道呈S型流动。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换热器壳体包含空气进口封头、空气侧密封罩、空气进口侧封板、

封板、烟气进口法兰、空气出口封头、空气出口侧封板、换热器芯体和烟气出口法兰，空气进

口侧封板、封板和空气出口侧封板构成长方体空心筒体并且固定在支撑框架外侧，烟气进

口法兰和烟气出口法兰分别固定在长方体空心筒体上端和下端，空气进口侧封板和空气出

口侧封板上对应换热单元体的开口位置开有通孔，空气进口封头固定在空气进口侧封板下

端并且与空气进口侧封板最下端通孔连通，空气出口封头固定在空气出口侧封板上端并且

与空气出口侧封板最上端通孔连通，空气侧密封罩固定在空气进口侧封板上并且与相邻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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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通孔连通，所述相邻两组通孔分别对应两个相邻的换热单元体的开口。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换热器壳体中间采用波纹或者矩形变径结构。

[0010] 进一步地，所述逆流式翅片板包含若干外部通道翅片、外部通道折弯板、内部通道

翅片和内部通道折弯板，外部通道折弯板为两侧向上侧垂直弯折的平板，内部通道折弯板

为上端无盖的长方体盒体并且内部通道折弯板上端与外部通道折弯板下侧密封固定，若干

外部通道翅片平行设置在外部通道折弯板内侧，内部通道翅片设置在内部通道折弯板内

侧，内部通道折弯板两条长边对应的侧面端部设置有一个开口并且两个开口分别设置在两

侧侧面的不同端。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外部通道折弯板和内部通道折弯板的两端设置有导流结构。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导流结构为导流片。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导流结构为球冠，球冠呈交错分布，两球冠间距为球冠底部圆的直

径的2~4倍，球冠底部圆的直径小于2倍的翅片间距。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外部通道折弯板弯折高度比若干外部通道翅片高度多0.5~1mm，内

部通道折弯板侧边高度比内部通道翅片高度多0.5~1mm。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内部通道折弯板两侧侧面开口长度与开口距离内部通道折弯板侧

面端部距离之和为内部通道折弯板总长度的1/8~1/6。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内部通道翅片和外部通道翅片采用平直形、锯齿形、三角形或多孔

形翅片。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

[0018] 1、  烟气侧阻力小，不容易积灰，可有效防止露点腐蚀；

[0019] 2、换热器由多个换热单元组装而成，安装拆卸方便，结构紧凑，设备制造安装简

单，换热效率高；

[0020] 3、设备成本低，采用新的串、并联连接、封板与支撑框架结合的组装方法和高效换

热结构，适合用于大型余热回收系统中。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换热器的外形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换热器的分散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逆流式翅片板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的换热单元体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换热器的组装示意图。

[0026] 图6是本发明的换热器壳体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是对本发

明的解释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28] 本发明的换热器主要由换热器箱体、外部构件和换热器芯体组成，烟气从上向下

流进，与侧边进入的空气进行换热。两种换热介质呈逆流流动。

[0029] 一种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若干组逆流式翅片板沿厚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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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固定组成换热单元体801，两个空气通道802固定在换热单元体两侧并且分别与换热单

元体801两侧的逆流式翅片板的内部通道折弯板侧面开口连通，若干换热单元体801横向叠

加固定构成换热单元体组，若干换热单元体组沿竖直方向叠加并且相邻换热单元体组之间

通过烟气通道803连接，若干换热单元体组外侧通过支撑框架804固定，支撑框架外侧设置

有换热器壳体，空气在换热器内沿着空气通道802呈S型流动。换热器单元体801按从下至上

分层组装，每层由若干个换热单元体组成一组，一般地，一组换热单元体的数量为1~5，上下

分1~4组布置，换热单元体801数量可根据换热需求做相应变化。换热单元体801两侧焊有空

气通道802，从而使得空气能从空气通道802流进和流出若干翅片板101。上下两层中的换热

单元体801由烟气通道803一一对应串联焊接。支撑框架804由采用304不锈钢槽钢和方钢，

与换热单元体801和空气通道802接触部分焊接，支撑框架804主要对芯体起支撑作用，并充

当骨架方便换热器箱体焊接。支撑框架804组装完成后，进行焊接换热器箱体。最后依次焊

接换热器箱体的封板4和其他外部构件。根据换热器温度分布不同，若采用上下两组换热单

元体，且烟气温度由较高的温度降至露点温度以下，上组换热单元体的翅片板可采用镍基

钎焊，下组采用铜基钎焊。若折弯板上采用多层翅片，相邻翅片的间距为2~6mm，该尺寸可以

保证烟气侧的传热性能和阻力大小。

[0030] 换热器壳体包含空气进口封头1、空气侧密封罩2、空气进口侧封板3、封板4、烟气

进口法兰5、空气出口封头6、空气出口侧封板7、换热器芯体8和烟气出口法兰9，空气进口侧

封板3、封板4和空气出口侧封板7构成长方体空心筒体并且固定在支撑框架804外侧，烟气

进口法兰5和烟气出口法兰9分别固定在长方体空心筒体上端和下端，空气进口侧封板3和

空气出口侧封板7上对应换热单元体的开口位置开有通孔，空气进口封头1固定在空气进口

侧封板3下端并且与空气进口侧封板3最下端通孔连通，空气出口封头6固定在空气出口侧

封板7上端并且与空气出口侧封板7最上端通孔连通，空气侧密封罩2固定在空气进口侧封

板3上并且与相邻两组通孔连通，该相邻两组通孔分别对应两个相邻的换热单元体的开口。

空气进口侧封板3、封板4和空气出口侧封板7采用埋弧焊，焊接在换热器芯体8四周。

[0031] 烟气从烟气进口法兰5流进换热器芯体8，从烟气出口法兰9流出。空气从空气进口

封头1流进，通过下层各个空气通道802分别流入换热单元体801，然后经空气侧密封罩2实

现空气上下串联流通，经上层换热单元体801后流出，最后通过空气出口封头6向外输送加

热后的空气。换热器壳体中间采用波纹或矩形变径结构，以避免该换热装置在温度较高运

行中热膨胀产生的变形。整个换热器材料为304或316L不锈钢，整个换热器完成后需进行气

密性试验。其翅片板中折弯板和翅片的表面采用镀靶技术处理，大大提高换热器的耐腐蚀

性能，延长换热器寿命。

[0032] 逆流式翅片板包含若干外部通道翅片102、外部通道折弯板103、内部通道翅片104

和内部通道折弯板105，外部通道折弯板103为两侧向上侧垂直弯折的平板，内部通道折弯

板105为上端无盖的长方体盒体并且内部通道折弯板105上端与外部通道折弯板103下侧密

封固定，若干外部通道翅片102平行设置在外部通道折弯板103内侧，内部通道翅片104设置

在内部通道折弯板105内侧，内部通道折弯板105两条长边对应的侧面端部设置有一个开口

并且两个开口分别设置在两侧侧面的不同端。折弯板103内为外部通道翅片102，烟气从其

中流过；折弯板105内为内部通道翅片104，空气从其中流走，翅片层数根据换热效果来确

定，翅片形状可根据需求做相应改变。折弯板103和105进行折弯，其中折弯板105经过折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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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侧边相接位置进行焊接，折弯高度h比相应翅片高度多0.5~1mm。其中，折弯板105的流体

进口处的开口长度l2和距折弯板边缘的长度l1之和为折弯板长度L的1/8~1/6，l1不宜过

短，可取30~50mm。折弯板103和105采用导流片或者冲压成型的球冠作为导流结构，其中折

弯板103和105上的球冠呈交错分布，两球冠间距为球冠底部圆的直径的2~4倍，球冠底部圆

的直径小于2倍的翅片间距。相邻的翅片板101采用氩弧焊接工艺进行焊接，翅片板101采用

折弯板连接技术可以简化制造程序，减小焊接点，从而减小焊接应力、减少漏点。若干翅片

板101焊接组成换热单元体801，翅片板101的数量根据换热需求来定，各个换热单元体801

焊接完成后，其内部通道进行气密性试验和水压试验，保证翅片板101内部通道的密封性和

承压性能以及检验各翅片板101之间焊接的质量。

[0033] 翅片板内部通道和外部通道翅片可采用平直形、锯齿形、三角形或多孔形翅片，翅

片可为多层。若烟气含极少固体悬浮物，外部通道翅片采用锯齿型翅片，强化换热，便于水

份析出；若烟气含较多固体悬浮物，采用平直形或多孔形翅片，能够有效防止颗粒、水份的

附着，不容易堵塞。作为一种优选，所述外部翅片的高度大于等于6mm，该尺寸的翅片可有效

防止结垢。若干外部通道翅片采用两层型号为90SJ6002的三角形翅片，内部通道翅片采用

型号为12JC4002的锯齿形翅片。

[0034] 用于气-气热交换的逆流式翅片板换热器将一个加热炉烟气降至180℃以下。设计

工况为：9.83kg/s烟气从320℃降至170℃，8.63kg/s空气从67预热至260℃，烟气侧和空气

侧压降分别不低于0.4kPa、0.5kPa，烟气成分如下表1所示。

[0035] 表1烟气组分

[0036] 组分 CO2 H2O O2 N2 SO2

体积分数% 15.3 12.7 2.2 69.8 2.85ppm

[0037] 经计算，烟气侧翅片采用两层三角形翅片，翅片型号为90SJ6002；空气侧翅片采用

单层锯齿形翅片，翅片型号为12JC4002。折弯板103和105的厚度为1 .2mm，高度分别为

21.2mm和13.2mm，长度为1000mm。翅片板101有效长度（带翅片）为400mm，换热单元体801共6

个，每个换热单元体801含70片翅片板101。按具体实施方式组装完成后，本实施例的用于烟

气余热回收的逆流翅片板式换热器总尺寸为5600×2900×4770。其中，横向换热单元体间

距为164mm，纵向间距（烟气通道高）为300mm。为满足该换热器强度要求，支撑框架801选用

160×65×8.5槽钢和60×6等边角钢。该换热器可回收1690kW热量。

[0038] 本说明书中所描述的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说明。本发明所属技术

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

要不偏离本发明说明书的内容或者超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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