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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

双旋流燃烧器，属于燃烧领域。本发明包括大直

径连接管、小直径连接管、内六角螺钉、第一旋流

块、第二旋流块、轴向液体雾化器和六角螺母。将

气体燃料与氧化剂从第一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

口通入燃烧室混合燃烧，利用产生的高温气体加

热第二旋流块内部同轴切向喷入的空气；受热后

的空气将热量传递给位于第二旋流块内部的同

轴液体燃料导管，通过与旋流空气的热量传递，

使液体燃料沸腾、蒸发，并在液体导管出口处与

被预热的空气在旋流的作用下充分混合及燃烧，

实现火焰稳燃，并增长燃烧器运行周期。本发明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减少液体燃料燃烧过程中

蒸发、雾化、污染物排放，实现火焰稳燃，增长燃

烧器运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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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包括大直径连接管(1)、小直径

连接管(2)、内六角螺钉(3)、第一旋流块(4)、第二旋流块(5)、轴向液体雾化器(6)和六角螺

母(7)；将小直径连接管(2)安装在第二旋流块(5)的凹槽内；第二旋流块(5)开有N1个切向

入口，并具有与N1个切向入口相对应联通的气体入孔，第二旋流块(5)用于加热轴向液体雾

化器(6)，并与轴向液体雾化器(6)蒸发出的气体混合燃烧；将大直径连接管(1)安装在第一

旋流块(4)的凹槽内；所述的第一旋流块(4)开有N1个切向入口，并具有与N1个切向入口相

对应联通的气体入孔，第一旋流块(4)用于加热第二旋流块(5)；在六角螺母(7)和内六角螺

钉(3)之间，从左往右依次将轴向液体雾化器(6)、第二旋流块(5)和第一旋流块(4)叠放在

一起，通过六角螺母(7)和内六角螺钉(3)固定；轴向液体雾化器(6)、第二旋流块(5)和第一

旋流块(4)的中心孔对齐以保证燃烧室同心；大直径连接管(1)的左部分需保证短于小直径

连接管(2)的左部分；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从第一旋流块(4)的N1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混

合燃烧，利用产生的高温气体加热第二旋流块(5)内部同轴切向喷入的空气；受热后的空气

将热量传递给位于第二旋流块(5)内部的轴向液体雾化器(6)，通过与旋流空气的热量传

递，使液体燃料沸腾、蒸发，并在液体导管出口处与被预热的空气在旋流的作用下充分混合

及燃烧，实现火焰稳燃，并增长燃烧器运行周期，即组成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大直

径连接管(1)、小直径连接管(2)材质选用石英玻璃。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N1的

数量根据气体混合效果需求而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其特征在于：通过调节气

体燃料与氧化剂的配比，所述的配比选为1。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其特征在于：工作方法

为，使用时打开气瓶，根据实际需要的混合方式，气体燃料燃烧根据需要选择预混合或非预

混合两种不同的方式，预混合的方式一：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充分混合后通入燃烧室燃烧；

非预混合的方式二：将燃料和氧化剂分别从第一旋流块(4)的N1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内

快速混合后燃烧，能有效消除回火危险；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通过管路通入到第一旋流块

(4)的N1个切向入口处，气体从切向入口流入燃烧室，并沿着圆弧形燃烧室流动，产生旋流；

同时，将氧化剂通入第二旋流块(5)的N1个切向入口处，氧化剂从第二旋流块(5)的N1个切

向入口进入燃烧室，并沿着圆弧形燃烧室流动，产生旋流；促进燃料与氧化剂的快速掺混，

火焰外部为低温高密度的未燃气体，能够遏制火焰与燃烧室外壁面之间的热传导作用，有

效地降低热量的损失，点着后能形成均匀稳定的火焰；此外，使用注射泵将低沸点液体燃料

注入轴向液体雾化器(6)入口，液体燃料通过轴向液体雾化器(6)另一端的雾化头后被雾

化，随后喷入燃烧室中；点着由第一旋流块(4)的N1个切向入口进入大直径连接管(1)燃烧

室的燃料和氧化剂的混合气，随后由轴向液体雾化器(6)入口和第二旋流块(5)的N1个切向

入口进入小直径连接管(2)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剂被点着，形成稳定火焰，从而燃料充分燃

烧，提高火焰可控度，提高效率，减少碳烟、一氧化碳气体排放，同时可通过控温来抑制氮氧

化物的生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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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燃烧领域，涉及一种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具体涉及一种高效清

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化石燃料是社会生产和日程生活的主要能源来源，但其燃烧产生的温室气

体、氮氧化物、硫化物和碳烟等排放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

常生活，如何更高效环保地利用化石燃料、发展低污染物排放的经济兼环保型能源技术，成

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点。

[0003] 燃烧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如雾霾、气候变暖、酸雨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人

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各国环境研究学者也正在积极研究各种燃烧技术，解决污染物的排放

以及能源消耗的问题。如今国内火电站锅炉均采用了烟气循环的燃烧方式，大大降低了烟

气和污染物的排放，提高了燃烧效率。此外，随着固有化石燃料的不断消耗，能源问题越发

严峻。因此，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迫在眉睫。现如今，甲醇、乙醇等可再生燃料备受学

者和政府部门关注，但是相关的高效、清洁、稳定的燃烧技术尚处于研究阶段，尤其针对液

体燃料的雾化、蒸发、掺混及燃烧等系列问题，尚未开发高效、紧致、可控的燃烧技术。因此，

设计一种环保且能长时间安全、稳定、高效运行的适用于液体燃料的燃烧器有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燃烧器液体燃料燃烧过程中液体燃料的蒸发、雾化、污染物排放

(碳烟、氮氧化物等)、稳燃及燃烧器运行周期短等问题。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

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减少液体燃料燃烧过程中液体燃料的蒸发、雾

化、污染物排放，实现火焰稳燃，并增长燃烧器运行周期。所述的污染物指碳烟、氮氧化物等

气体污染物。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包括大直径连接管、小

直径连接管、内六角螺钉、第一旋流块、第二旋流块、轴向液体雾化器和六角螺母。将小直径

连接管安装在第二旋流块的凹槽内。第二旋流块开有N1  个切向入口，并具有与N1个切向入

口相对应联通的气体入孔，第二旋流块用于加热轴向液体雾化器，并与轴向液体雾化器蒸

发出的气体混合燃烧。将大直径连接管安装在带有第一旋流块的凹槽内。所述的第一旋流

块开有N1个切向入口，并具有与N1个切向入口相对应联通的气体入孔，第一旋流块用于加

热第二旋流块。在六角螺母和内六角螺钉之间，从左往右依次将轴向液体雾化器、第二旋流

块和第一旋流块叠放在一起，通过六角螺母和内六角螺钉固定。轴向液体雾化器、第二旋流

块和第一旋流块的中心孔对齐以保证燃烧室同心。大直径连接管的左部分需保证长于小直

径连接管的左部分。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从第一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混合燃

烧，利用产生的高温气体加热第二旋流块内部同轴切向喷入的空气；受热后的空气将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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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给位于第二旋流块内部的同轴液体燃料导管，通过与旋流空气的热量传递，使液体燃

料沸腾、蒸发，并在液体导管出口处与被预热的空气在旋流的作用下充分混合及燃烧，实现

火焰稳燃，并增长燃烧器运行周期，即组成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

[0007]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具有下述优点：1)  气体

燃料燃烧根据需要选择预混合和非预混合两种不同的方式，方式一(预混合)：将气体燃料

与氧化剂充分混合后通入燃烧室燃烧；方式二(非预混合)：将燃料和氧化剂分别从第一旋

流块的N1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内快速混合后燃烧，能有效消除回火危险；2)通过调节气

体燃料与氧化剂的配比调节火焰温度，同时能够调节第二旋流块切向喷入空气的入口速度

和流量，进而调节燃烧放出的热量，调控温度，从而调节液体燃料的沸腾和蒸发速率，使液

体燃料充分燃烧，提高燃烧效率，降低碳烟等污染物排放；3)液体燃料出口处的旋流具有良

好的稳焰作用，并防止部分未蒸发的燃料液滴粘壁；此外，氧化剂为受热的空气，能够拓宽

液体燃料的贫燃极限，并保证燃烧能在较低当量比下运行，进而降低火焰温度，减少热力型

氮氧化物的生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4)从第二旋流块切向入口进入燃烧室的气体燃料

和氧化剂沿着圆柱形管壁流动，产生旋流，促进燃料与氧化剂的快速掺混，点着后能形成均

匀稳定的火焰，火焰外部为低温高密度的未燃气体，能够遏制火焰与燃烧室外壁面之间的

热传导作用，有效地降低热量的损失，热效率提高，同时降低燃烧室的壁面温度，对燃烧器

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延长燃烧器的使用寿命，广泛用于工业锅炉领域。

[0008] 所述的大直径连接管、小直径连接管材质优选石英玻璃。

[0009] 所述的N1的数量根据气体混合效果需求而定。

[0010] 通过调节气体燃料与氧化剂的配比，所述的配比优选为1。

[0011]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的工作方法为：使用时打

开气瓶，根据实际需要的混合方式，气体燃料燃烧根据需要选择预混合和非预混合两种不

同的方式，预混合的方式一：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充分混合后通入燃烧室燃烧；非预混合的

方式二：将燃料和氧化剂分别从第一旋流块的  N1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内快速混合后燃

烧，能有效消除回火危险。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通过管路通入到第一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

口处，气体从切向入口流入燃烧室，并沿着圆弧形燃烧室流动，产生旋流；同时，将氧化剂通

入第二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口处，氧化剂从第二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口进入燃烧室，并沿

着圆弧形燃烧室流动，产生旋流；促进燃料与氧化剂的快速掺混，火焰外部为低温高密度的

未燃气体，能够遏制火焰与燃烧室外壁面之间的热传导作用，有效地降低热量的损失，点着

后能形成均匀稳定的火焰。此外，使用注射泵将低沸点液体燃料注入轴向液体雾化器入口，

液体燃料通过轴向液体雾化器另一端的雾化头后被雾化，随后喷入燃烧室中。点着由第一

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口进入大直径连接管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剂的混合气，随后由轴向液

体雾化器入口和第二旋流块的N1个切向入口进入小直径连接管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剂被

点着，形成稳定火焰，从而燃料充分燃烧，提高火焰可控度，提高效率，减少碳烟、一氧化碳

等气体排放，同时可通过控温来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0012] 有益效果：

[0013] 1.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利用气体燃料与氧化

剂混合燃烧产生的高温燃气来预热内部的空气及液体燃料，液体燃料通过雾化器后产生液

滴以及受热汽化的燃料后与受热的氧化剂在旋流作用下充分混合燃烧，形成均匀稳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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焰，充分利用热传导效应使液体燃料受热蒸发，提高蒸发效率，提高工作效率，简化燃烧器

结构。

[0014] 2.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可改变气体燃料与氧

化剂的配比，使火焰温度改变，从而调控液体燃料的蒸发速率，进而达到期望的燃烧状态，

让燃料充分燃烧，提高火焰可控度，提高效率，减少碳烟、一氧化碳等气体排放，同时可通过

控温来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0015] 3.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与液体燃料进行混合

燃烧的氧化剂通过切向入口进入燃烧室，产生的旋流环绕雾化器高速旋转，促进与液体燃

料间的热传递，同时，在雾化器喷口处，雾化的燃料液滴被氧化剂旋流包裹，抑制燃料液滴

的粘壁，且在旋流作用下增强气化的燃料与氧化剂间的掺混，提高燃烧效率。

[0016] 4.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外旋流可使用预混合

与非预混合两种不同的燃烧方式，非预混燃烧时，气体燃料与氧化剂分别通过切向入口进

入燃烧室，在圆柱形室壁导流作用下产生旋流，促进两者的快速混合燃烧，在流速较低或者

氧气浓度较高的情况下能防止回火甚至爆炸的发生。

[0017] 5.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火焰外部为低温高密

度的未燃气体，遏制火焰与燃烧室壁面之间的热传导作用，有效降低热量的损失，热效率提

高，同时降低燃烧室的壁面温度，对燃烧器起到有效保护作用，延长燃烧器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燃烧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为燃烧器旋流框截面A-A结构示意图；

[0020] 图3为燃烧器旋流框截面B-B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大直径连接管、2—小直径连接管、3—内六角螺钉、4—第一旋流块、5—

第二旋流块、6—轴向液体雾化器、7—六角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和优点，下面结合图示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来

进一步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包括大直

径连接管1、小直径连接管2、内六角螺钉3、第一旋流块4、第二旋流块5、轴向液体雾化器6和

六角螺母7。所述的大直径连接管1直径为30mm，小直径连接管2直径为15mm。将小直径连接

管2安装在第二旋流块5的凹槽内。所述的大直径连接管1、小直径连接管2材质选用石英玻

璃。如图3所示，第二旋流块5开有四个切向入口，并具有与四个切向入口相对应联通的气体

入孔，第二旋流块5用于加热轴向液体雾化器6，并与轴向液体雾化器6蒸发出的气体混合燃

烧。将大直径连接管1安装在带有第一旋流块4的凹槽内。如图3所示，所述的第一旋流块4开

有四个切向入口，并具有与四个切向入口相对应联通的气体入孔，第一旋流块4用于加热第

二旋流块5。在六角螺母7和内六角螺钉3  之间，从左往右依次将轴向液体雾化器6、第二旋

流块5和第一旋流块4叠放在一起，通过六角螺母7和内六角螺钉3固定。轴向液体雾化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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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旋流块5  和第一旋流块4的中心孔对齐以保证燃烧室同心。大直径连接管1的左部分需

保证长于小直径连接管2的左部分。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从第一旋流块4的四个切向入口通

入燃烧室混合燃烧，利用产生的高温气体加热第二旋流块5内部同轴切向喷入的空气；受热

后的空气将热量传递给位于第二旋流块5内部的同轴液体燃料导管6，通过与旋流空气的热

量传递，使液体燃料沸腾、蒸发，并在液体导管出口处与被预热的空气在旋流的作用下充分

混合及燃烧，实现火焰稳燃，并增长燃烧器运行周期，即组成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

燃烧器。

[0025] 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具有下述优点：  1)气

体燃料燃烧根据需要选择预混合和非预混合两种不同的方式，方式一(预混合)：将气体燃

料与氧化剂充分混合后通入燃烧室燃烧；方式二(非预混合)：将燃料和氧化剂分别从第一

旋流块4的四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内快速混合后燃烧，能有效消除回火危险；2)通过调节

气体燃料与氧化剂的配比为1，调节火焰温度，同时能够调节第二旋流块5切向喷入空气的

入口速度和流量，进而调节燃烧放出的热量，调控温度，从而调节液体燃料的沸腾和蒸发速

率，使液体燃料充分燃烧，提高燃烧效率，降低碳烟等污染物排放；3)液体燃料出口处的旋

流具有良好的稳焰作用，并防止部分未蒸发的燃料液滴粘壁；此外，氧化剂为受热的空气，

能够拓宽液体燃料的贫燃极限，并保证燃烧能在较低当量比下运行，进而降低火焰温度，减

少热力型氮氧化物的生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4)从第二旋流块5切向入口进入燃烧室的

气体燃料和氧化剂沿着圆柱形管壁流动，产生旋流，促进燃料与氧化剂的快速掺混，点着后

能形成均匀稳定的火焰，火焰外部为低温高密度的未燃气体，能够遏制火焰与燃烧室外壁

面之间的热传导作用，有效地降低热量的损失，热效率提高，同时降低燃烧室的壁面温度，

对燃烧器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延长燃烧器的使用寿命，广泛用于工业锅炉领域。

[0026] 本实施例公开的一种高效清洁的气液双燃料双旋流燃烧器的工作方法为：使用时

打开气瓶，根据实际需要的混合方式，外旋气体燃料燃烧根据需要选择预混合和非预混合

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充分混合后通入燃烧室燃烧，以及将燃料和氧化

剂分别从第一旋流块4的四个切向入口通入燃烧室内快速混合后燃烧，能有效消除回火危

险。将气体燃料与氧化剂通过管路通入到第一旋流块4的四个切向入口处，气体从切向入口

流入燃烧室，并沿着圆弧形燃烧室流动，产生旋流；同时，将氧化剂通入第二旋流块5的四个

切向入口处，氧化剂从第二旋流块5的四个切向入口进入燃烧室，并沿着圆弧形燃烧室流

动，产生旋流；促进燃料与氧化剂的快速掺混，火焰外部为低温高密度的未燃气体，能够遏

制火焰与燃烧室外壁面之间的热传导作用，有效地降低热量的损失，点着后能形成均匀稳

定的火焰。此外，使用注射泵将低沸点液体燃料注入轴向液体雾化器6入口，液体燃料通过

轴向液体雾化器6另一端的雾化头后被雾化，随后喷入燃烧室中。点着由第一旋流块4的四

个切向入口进入大直径连接管1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剂的混合气，随后由轴向液体雾化器6

入口和第二旋流块5的N1个切向入口进入小直径连接管2燃烧室的燃料和氧化剂被点着，形

成稳定火焰，从而燃料充分燃烧，提高火焰可控度，提高效率，减少碳烟、一氧化碳等气体排

放，同时可通过控温来抑制氮氧化物的生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0027] 以上所述的描述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进行了进一步详细说明，所应

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过程，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7084390 B

6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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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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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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