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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包

括锅炉本体、燃烧机、冷凝器和控制器，其特征在

于：锅炉本体包括前炉片、后炉片和固定在前炉

片和后炉片中间的多个中炉片；前炉片、中炉片

和后炉片上设有供给高温烟气流动的燃烧室、主

烟道、侧烟道等；同时，炉片上还设有供给冷却水

流动的水道；炉片表面上还设有增加导热面积的

导热锥。炉片间通过固定部连接，炉片之间的连

接通过铸铁环状接头，在热胀冷缩状态下实现无

渗漏密封，形成密闭容器；炉片结构经过精密设

计，使循环水量与烟腔匹配，烟气流道成“S”形

状，延长了烟气在炉膛内的停留时间，从而增加

热交换过程。本发明具有结构合理、重量轻、出力

大等特点，整体结构合理，体积小，外形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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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包括锅炉本体、与锅炉本体相连的燃烧机、冷凝器(4)和

控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锅炉本体包括前炉片(1)、后炉片(3)和固定在所述前炉片(1)和

所述后炉片(3)中间的多个中炉片(2)；炉片之间的连接通过设置在水道孔和排污水口处的

铸铁环状接头；

所述冷凝器(4)内设置的翅片管管内水体与锅炉水系统相连；

所述前炉片(1)的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封头Ⅰ(101)，所述燃烧室封

头Ⅰ(101)的中间设有与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相连通的燃烧孔(112)，所述燃烧孔(112)

与所述燃烧机相连；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的中部设有主烟道封头(102)，沿所述主烟道

封头(102)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凹槽Ⅰ(108)，所述U型导流凹槽Ⅰ(108)两

侧的炉片主体Ⅰ上设有烟道Ⅰ(103)，所述主烟道封头(102)上端设有主水道孔Ⅰ(104)，所述

主水道孔Ⅰ(104)与所述炉片主体Ⅰ顶端设置的出水口(105)相连通，所述炉片主体Ⅰ底端两

侧设有排污水口Ⅰ(107)；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上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Ⅰ(106)；所

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上与所述主水道孔Ⅰ(104)相对的位置左右两侧设有低水位传感器

(114)，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上与所述主烟道封头(102)相对的位置两侧分别设有温压

表(115)和温度传感器(116)；

所述中炉片(2)的炉片主体Ⅱ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201)，所述燃烧室(201)的两侧设

有侧烟道Ⅰ(202)和设置在所述侧烟道Ⅰ(202)上端的侧烟道Ⅱ(203)；所述炉片主体Ⅱ的中

部设有主烟道(204)，沿所述主烟道(204)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罩(208)，

所述U型导流罩(208)两侧的炉片主体Ⅱ上设有烟道Ⅱ(205)，所述主烟道(204)上端设有主

水道孔Ⅱ(207)，所述炉片主体Ⅱ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Ⅱ(212)；所述炉片主体Ⅱ的前后

端面上均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Ⅱ(206)；烟气流道经由燃烧室(201)、侧烟道I(202)、

侧烟道II(203)主烟道(204)、主烟道两侧的烟道(205)从而成“S”形状绕行；

所述后炉片(3)的炉片主体Ⅲ的前端面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封头Ⅲ(301)，所述燃烧室

封头Ⅲ(301)的中间设有与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后端面相连通的泄压孔(302)；所述炉片主体

Ⅲ的中部设有主烟道Ⅲ(303)，所述主烟道Ⅲ(303)的后端与所述冷凝器(4)的进烟气口

(403)相连，沿所述主烟道Ⅲ(303)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凹槽Ⅲ(305)，所

述U型导流凹槽Ⅲ(305)两侧的炉片主体Ⅲ上设有烟道Ⅲ(304)，所述主烟道Ⅲ(303)上端设

有主水道孔Ⅲ(306)，所述主水道孔Ⅲ(306)与所述炉片主体Ⅲ顶端设置的进水口(307)相

连通，所述炉片主体Ⅲ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Ⅲ(312)；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前端面上设有多

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Ⅲ(30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炉片(1)的炉片主

体Ⅰ的出水口(105)两侧设有第一固定端Ⅰ(110)，所述炉片主体Ⅰ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

端Ⅰ(109)，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Ⅰ(111)；所述中炉片(2)的炉片主体

Ⅱ的顶端中间设有第一固定端Ⅱ(209)，所述炉片主体Ⅱ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端Ⅱ

(210)，所述炉片主体Ⅱ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Ⅱ(211)；所述后炉片(3)的炉片主体Ⅲ

的进水口(307)两侧设有第一固定端Ⅲ(309)，所述炉片主体Ⅲ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端

Ⅲ(310)，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Ⅲ(3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前炉片(1)、所述中炉

片(2)和所述后炉片(3)采用高硅树脂铸铁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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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凝器(4)采用ND钢

材质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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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燃气锅炉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铸铁锅炉存在燃烧流程短、排烟温度高、水蒸气浪费、烟气中空气过量系数

大的因素，导致锅炉热效率低、浪费燃料、排放物超标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降低排烟温

度会产生冷凝水，由于冷凝水属于弱酸性，容易腐蚀锅炉本体，因此锅炉生产厂往往采用提

高排烟温度将冷凝水蒸发。通过对锅炉的形式改进，可以解决排烟温度高等问题。在当今治

理雾霾、节能降耗的前提下，为解决以上弊端急需设计一种新型燃气锅炉，从而使锅炉燃烧

后的排放物更环保，以还祖国一片蓝天。

发明内容

[0003] 根据上述提出的锅炉导热效率低，浪费燃料，排放物超标等技术问题，而提供一种

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本发明主要利用各部分合理布局，并在炉片上合理布置燃烧室、烟道

及水道，同时还增设导热锥增加受热面积，从而起到增加高温烟气导流路径，提高热效率、

耐腐蚀性强等效果。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

[0005] 一种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包括锅炉本体、与锅炉本体相连的燃烧机、冷凝器和控

制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锅炉本体包括前炉片、后炉片和固定在所述前炉片和所述后炉片中

间的多个中炉片；

[0006] 所述前炉片的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封头Ⅰ，所述燃烧室封头Ⅰ

的中间设有与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相连通的燃烧孔，所述燃烧孔与所述燃烧机相连；所

述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的中部设有主烟道封头，沿所述主烟道封头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

向设有U型导流凹槽Ⅰ，所述U型导流凹槽Ⅰ两侧的炉片主体Ⅰ上设有烟道Ⅰ，所述主烟道封头

上端设有主水道孔Ⅰ，所述主水道孔Ⅰ与所述炉片主体Ⅰ顶端设置的出水口相连通，所述炉片

主体Ⅰ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Ⅰ；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上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Ⅰ；

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上与所述主水道孔Ⅰ相对的位置左右两侧设有低水位传感器，所述

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上与所述主烟道封头相对的位置两侧分别设有温压表和温度传感器；

[0007] 所述中炉片的炉片主体Ⅱ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所述燃烧室的两侧设有侧烟道Ⅰ

和设置在所述侧烟道Ⅰ上端的侧烟道Ⅱ；所述炉片主体Ⅱ的中部设有主烟道，沿所述主烟道

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罩，所述U型导流罩两侧的炉片主体Ⅱ上设有烟道

Ⅱ，所述主烟道上端设有主水道孔Ⅱ，所述炉片主体Ⅱ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Ⅱ；所述炉片

主体Ⅱ的前后端面上均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Ⅱ；

[0008] 所述后炉片的炉片主体Ⅲ的前端面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封头Ⅲ，所述燃烧室封头

Ⅲ的中间设有与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后端面相连通的泄压孔；所述炉片主体Ⅲ的中部设有主

烟道Ⅲ，所述主烟道Ⅲ的后端与所述冷凝器的进烟气口相连，沿所述主烟道Ⅲ的底端向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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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凹槽Ⅲ，所述U型导流凹槽Ⅲ两侧的炉片主体Ⅲ上设有烟道Ⅲ，

所述主烟道Ⅲ上端设有主水道孔Ⅲ，所述主水道孔Ⅲ与所述炉片主体Ⅲ顶端设置的进水口

相连通，所述炉片主体Ⅲ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Ⅲ；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前端面上设有多个

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Ⅲ。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前炉片的炉片主体Ⅰ的出水口两侧设有第一固定端Ⅰ，所述炉片主

体Ⅰ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端Ⅰ，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Ⅰ；所述中炉

片的炉片主体Ⅱ的顶端中间设有第一固定端Ⅱ，所述炉片主体Ⅱ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

端Ⅱ，所述炉片主体Ⅱ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Ⅱ；所述后炉片的炉片主体Ⅲ的进水口

两侧设有第一固定端Ⅲ，所述炉片主体Ⅲ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端Ⅲ，所述炉片主体Ⅲ

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Ⅲ。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前炉片、所述中炉片和所述后炉片采用高硅树脂铸铁材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冷凝器采用ND钢材质制成。

[0012] 较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铸铁模块锅炉的炉片采用高硅树脂铸铁材质，通过精密

铸造、加工而成，本身具有较强的耐腐蚀性，冷凝器选用ND钢材质，同样具有耐腐蚀性，从而

解决了现有锅炉易被腐蚀的缺陷。前、中、后炉片三种规格连接在一起，形成密闭容器；炉片

结构经过精密设计，使循环水量与烟腔匹配，烟气流道经由燃烧室、侧烟道、主烟道、主烟道

两侧的烟道从而成“S”形状绕行，延长了烟气在炉膛内的停留时间，从而增加热交换过程。

炉片表面的导热锥增加了锅炉的受热面积。炉片之间的连接通过设置在水道孔和排污水口

处的铸铁环状接头，在热胀冷缩状态下同步，形成无渗漏密封连接，延长使用寿命。

[0013] 鉴于燃烧天然气会产生大量水蒸气和高温烟气一同排向大气，在铸铁锅炉尾部加

装冷凝装置，不仅可以吸收烟气中的温度，还可以将水蒸气冷凝，冷凝过程中的汽化潜热也

被回收，并通过锅炉回水送回锅炉，从而提高锅炉进水温度，热效率在理论上可以提高

13％。

[0014] 本发明的锅炉及其炉片规格、壁厚都要经过严格测试，使承压性、密闭性达到最

佳，同时可虑安装、运输因素，比一般的铸铁锅炉具有结构合理、重量轻、出力大等特点，整

体结构合理，体积小，外形美观。

[0015]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6] 采用多烟道导流技术增加高温烟气路径，形成横向和纵向两个“S”型烟道(俗称三

回程)，使烟气在炉体内停留的时间更长，便于热交换。传统炉型排烟温度在180℃‑220℃，

这种结构会把烟温降至120℃‑150℃；

[0017] 烟气通过锅炉本体尾部主烟道的排烟口直接进入冷凝器，同时，冷凝器内设置的

翅片管管内水体与锅炉水系统相连，当烟气通过冷凝器时，进行二次交换，进一步吸收烟气

中热量，使排烟温度降至最低。正常状态下应该是70℃‑80℃；

[0018] 多烟道导流燃烧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烟气中的含氧量，相当于烟气经过二次燃烧，

进一步减小空气过量系数，使烟气中NOx、CO降至最低，高标准排放烟气。传统炉型排量为

180mg/m3，现在将控制在100mg/m3以下。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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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图1是本发明锅炉本体和冷凝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本发明前炉片的前端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前炉片的后端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中炉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后炉片的前端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后炉片的后端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1、前炉片  101、燃烧室封头Ⅰ  102、主烟道封头  103、烟道Ⅰ  104、主水道孔Ⅰ 

105、出水口  106、导热锥Ⅰ  107、排污水口Ⅰ  108、U型导流凹槽Ⅰ  109、第二固定端Ⅰ  110、第

一固定端Ⅰ  111、第三固定端Ⅰ  112、燃烧孔113、出水口法兰面  114、低水位传感器  115、温

压表  116、温度传感器  2、中炉片  201、燃烧室  202、侧烟道Ⅰ  203、侧烟道Ⅱ  204、主烟道 

205、烟道Ⅱ  206、导热锥Ⅱ  207、主水道孔Ⅱ  208、U型导流罩  209、第一固定端Ⅱ  210、第

二固定端Ⅱ  211、第三固定端Ⅱ  3、后炉片  301、燃烧室封头Ⅲ  302、泄压孔  303、主烟道Ⅲ 

304、烟道Ⅲ  305、U型导流凹槽Ⅲ  306、主水道孔Ⅲ  307、进水口  308、导热锥Ⅲ  309、第一

固定端Ⅲ  310、第二固定端Ⅲ  311、第三固定端Ⅲ、312、排污水口Ⅲ  313、进水口法兰面  4、

冷凝器  401、冷凝器进水口  402、冷凝器出水口  403、进烟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冷凝式铸铁模块锅炉，如图1所示，包括锅炉本体、与锅炉本体相连的燃烧机、

冷凝器4和控制器，控制器控制整个铸铁模块锅炉各部分有序运行；所述锅炉本体包括前炉

片1、后炉片3和固定在所述前炉片1和所述后炉片3中间的多个中炉片2，所述前炉片1、所述

中炉片2和所述后炉片3采用高硅树脂铸铁材质，所述冷凝器4采用ND钢材质制成。

[0028] 如图2、图3所示，所述前炉片1的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封头Ⅰ

101，所述燃烧室封头Ⅰ101的中间设有与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相连通的燃烧孔112，燃烧

孔112外接燃烧街，供给整个锅炉热源；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前端面的中部设有主烟道封头

102，沿所述主烟道封头102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凹槽Ⅰ108，所述U型导流

凹槽Ⅰ108两侧的炉片主体Ⅰ上设有烟道Ⅰ103，此种设计方式，可以将从烟道Ⅰ103进入的烟气

沿U型导流凹槽Ⅰ108导流从主烟道封头102上方进入主烟道内，所述主烟道封头102上端设

有主水道孔Ⅰ104，所述主水道孔Ⅰ104与所述炉片主体Ⅰ顶端设置的出水口105相连通，出水

口105上端设有出水口法兰面113与外接设备相连；所述炉片主体Ⅰ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Ⅰ

107；主水道孔Ⅰ104和排污水口Ⅰ107上均为铸铁连接环，确保水路密封；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前

端面上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Ⅰ106；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上与所述主水道孔Ⅰ104

相对的位置左右两侧设有低水位传感器114，所述炉片主体Ⅰ的后端面上与所述主烟道封头

102相对的位置两侧分别设有温压表115和温度传感器116；所述前炉片1的炉片主体Ⅰ的出

水口105两侧设有第一固定端Ⅰ110，所述炉片主体Ⅰ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端Ⅰ109，所述

炉片主体Ⅰ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Ⅰ111；上述固定端上均设有螺纹孔用于连接。

[0029] 如图4所示，所述中炉片2的炉片主体Ⅱ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201，所述燃烧室201

的两侧设有侧烟道Ⅰ202和设置在所述侧烟道Ⅰ202上端的侧烟道Ⅱ203；所述炉片主体Ⅱ的

中部设有主烟道204，沿所述主烟道204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罩208，所述U

型导流罩208两侧的炉片主体Ⅱ上设有烟道Ⅱ205，燃烧室201内走火路，烟气从侧烟道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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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侧烟道Ⅱ203到烟道Ⅱ205再到主烟道204内穿行，形成横向和纵向两个“S”型烟道(俗

称三回程)；所述主烟道204上端设有主水道孔Ⅱ207，所述炉片主体Ⅱ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

口Ⅱ212；所述炉片主体Ⅱ的前后端面上均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Ⅱ206；所述中炉片2

的炉片主体Ⅱ的顶端中间设有第一固定端Ⅱ209，所述炉片主体Ⅱ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

定端Ⅱ210，所述炉片主体Ⅱ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Ⅱ211；上述固定端上均设有螺纹

孔用于连接。

[0030] 如图5、图6所示，所述后炉片3的炉片主体Ⅲ的前端面的中下部设有燃烧室封头Ⅲ

301，所述燃烧室封头Ⅲ301的中间设有与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后端面相连通的泄压孔302；所

述炉片主体Ⅲ的中部设有主烟道Ⅲ303，最后烟气会通过主烟道Ⅲ303汇聚，与冷凝器4的进

烟气口403相连；沿所述主烟道Ⅲ303的底端向两侧延伸的方向设有U型导流凹槽Ⅲ305，所

述U型导流凹槽Ⅲ305两侧的炉片主体Ⅲ上设有烟道Ⅲ304，所述主烟道Ⅲ303上端设有主水

道孔Ⅲ306，所述主水道孔Ⅲ306与所述炉片主体Ⅲ顶端设置的进水口307相连通，进水口

307上端的进水口法兰面313与外接设备相连；所述炉片主体Ⅲ底端两侧设有排污水口Ⅲ

312；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前端面上设有多个均匀排布的导热锥Ⅲ308，所述后炉片3的炉片主

体Ⅲ的进水口307两侧设有第一固定端Ⅲ309，所述炉片主体Ⅲ的顶端两侧设有第二固定端

Ⅲ310，所述炉片主体Ⅲ的底端两侧设有第三固定端Ⅲ311，上述固定端上均设有螺纹孔用

于连接。

[0031] 本发明采用多烟道导流技术增加高温烟气路径，形成横向和纵向两个“S”型烟道，

使烟气在炉体内停留的时间更长，便于热交换。传统炉型排烟温度在180℃‑220℃，这种结

构会把烟温降至120℃‑150℃。

[0032] 烟气最后通过后炉片3上设置的主烟道Ⅲ303直接进入冷凝器，同时，冷凝器4内设

置的翅片管管内水体与锅炉水系统相连(冷凝器4通过冷凝器进水口401进水，冷凝器出水

口402出水，可将冷凝器出水口402与后炉片3的炉片主体Ⅲ顶端设置的进水口307相连，实

现水路相通)，当烟气通过冷凝器4时，进行二次交换，进一步吸收烟气中热量，使排烟温度

降至最低。正常状态下应该是70℃‑80℃。

[0033] 多烟道导流燃烧方式可以有效降低烟气中的含氧量，相当于烟气经过二次燃烧，

进一步减小空气过量系数，使烟气中NOx、CO降至最低，高标准排放烟气。传统炉型排量为

180mg/m3，现在将控制在100mg/m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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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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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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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