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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生物质壁炉，包括炉体，上炉膛、出烟

管，风机和风道；出烟管设在炉体的上方，在上炉

膛的下方设有下炉膛；上炉膛的后膛壁和炉体的

炉壁之间设有后排烟管；后排烟管的下端和下炉

膛连通，上端和出烟管连通；上炉膛的上端通过

烟道和出烟管连通，烟道上设有阀门；出烟管上

设有第一温度计，用于测量流经出烟管的烟气温

度。风道由上炉膛及下炉膛两者的相应膛壁、后

排烟管的管壁和炉体的后壁围成；风道的一端设

有出风口，风道的另一端和风机相连。优点是：结

构简单实用，热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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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质壁炉，包括炉体（1），炉体上设有上炉膛（2）、出烟管（3），上炉膛（2）上设

有上炉门（2.1）；出烟管（3）设在炉体（1）的上方，其特征是：在上炉膛（2）的下方设有下炉膛

（4）；上炉膛（2）的后膛壁和炉体（1）的相应炉壁之间设有后排烟管（5）；后排烟管（5）的下端

和下炉膛（4）连通，上端和出烟管（3）连通；所述上炉膛（2）的上端通过烟道和出烟管（3）连

通，烟道上设有阀门（6）；出烟管（3）上设有第一温度计（9），用于测量流经出烟管（3）的烟气

温度；还包括风机（7）和风道（8）；其中风道（8）由上炉膛（2）及下炉膛（4）两者的相应膛壁、

后排烟管（5）的管壁和炉体（1）的相应炉壁围成；风道（8）的一端设有出风口，风道（8）的另

一端和风机（7）相连；所述风机（7）设于炉体（1）的下端，相应的所述出风口设于炉体（1）的

上端；出风口上设有百叶窗（8.1）；所述百叶窗（8.1）上设有调节热风吹向的调节格栅副；所

述调节格栅副由第一调节格栅副和第二调节格栅副两者组合构成；还设有第二温度计和温

控仪（10）；第二温度计用于测量炉体（1）的后壁的温度；第二温度计和风机（7）均和温控仪

（10）电相连；此外，还设有与阀门（6）相连的阀门把手（11）或与阀门（6）相连的阀门驱动器

（12）；当设有与阀门（6）相连的阀门把手（11）时，所述第一温度计（9）和温控仪（10）电连接；

当设有与阀门（6）相连的阀门驱动器（12）时，所述第一温度计（9）和阀门驱动器均和温控仪

（10）电连接；工作时，首先打开上炉门（2.1）和烟道（5）上的阀门（6），放入生物质后点火燃

烧，此时火焰、烟和热量直接经上炉膛排出，当第一温度计测得的温度为150°时，蜂鸣器响

起，从而提醒操作人员利用阀门把手（11）关闭阀门（6）或者利用阀门驱动器（12）关闭阀门

（6）；阀门（6）关闭后，烟气就只能通过下炉膛、后排烟管（5）和出烟管（3）排出；当第二温度

计测得的温度低于50°时，风机处于停机状态，房间进行自然对流方式进行热交换；当第二

温度计测得的温度高于50°时，风机自动启动，从而加快热空气在房间内的对流，一方面能

使房间内各个角落的温度更加均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热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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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壁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壁炉，具体涉及一种生物质壁炉。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质能的高效开发利用，对解决能源、

生态环境问题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

国家都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开展生物质能应用技术的研究，并取得许多研究成果，达到工业

化应用规模。其中生物质壁炉就是生物质能的一种重要应用方式。

[0003] 申请号：201320777481.8 申请日：2013-11-23，授权公告号CN  203704038  U，名称

为“一种生物质燃料暖风壁炉”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生物质壁炉，它“包括炉体，

由加料仓、提升螺旋、倾斜加料溜管构成的加料装置，由燃烧室、炉盆、点火棒、进风管构成

的燃烧装置，由燃烧室上部排烟口、排烟室、排烟室下部接引风机、炉体后侧排烟口构成的

排烟装置， 由与排烟室相隔的空气加热室、空气加热室底部开口处设鼓风机、顶部连接暖

风排风管构成的空气加热装置。”存在的问题是：整体结构比较复杂，待加热空气在炉内的

流通及加热方式不够合理，不利于热交换效率的提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主要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合理的一种生物质壁炉。

[0005] 本发明所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物质壁炉，包括炉体，炉体上设有上炉膛、出烟

管，上炉膛上设有上炉门；出烟管设在炉体的上方；在上炉膛的下方设有下炉膛；上炉膛的

后膛壁和炉体的相应炉壁之间设有后排烟管；后排烟管的下端和下炉膛连通，上端和出烟

管连通；所述上炉膛的上端通过烟道和出烟管连通，烟道上设有阀门，出烟管上设有第一温

度计。

[0006] 与其它生物质壁炉只有一个固定的排烟通道不同，本发明设有上下两个炉膛，相

应地有两个不同的排烟通道，两个不同的排烟通道分别用于不同的工作状态。第一个排烟

通道主要由出烟管、烟道和上炉膛构成，烟道上设有阀门；第二排烟通道主要由下炉膛、后

排烟管和出烟管构成。第一排烟通道主要用于点火时，此时阀门处于开启状态，当点火成

功，生物质燃烧开始燃烧，燃烧生成的烟气流经烟道，再经出烟管排出壁炉。一定时间后，流

经出烟管的烟气温度达到设定之值，则利用阀门关闭烟气经上炉膛上方的烟道流经出烟管

排出壁炉的通道，这样就使得烟气则只能流经下炉膛和后排烟管再通过出烟管排出壁炉，

所述一种生物质壁炉进入正常供热工作状态。与现有生物质壁炉比较，本发明的结构比较

简单，正常供热工作状态中高温烟气流经的通道比较长，高温烟气可以和周围环境进行比

较好的热交换，从而提高本发明的热效率，因此本发明的结构合理、使用效果好。

[0007] 作为优选，本发明还包括有风机和风道；其中风道由上炉膛及下炉膛两者的相应

膛壁、后排烟管的管壁和炉体的相应炉壁围成；风道的一端设有出风口，风道的另一端和风

机相连。本优选方案，当炉体相应炉壁的温度达到设定值时，风机启动，从而加快风道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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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的流动速度，一方面加快冷空气和后排烟管的管壁的热交换，另一方面加快房间内的空

气对流，从而更有利于使房间内的各个角落的温度趋于均匀。

[0008] 作为优选，所述风机设于炉体的下端，相应的所述出风口设于炉体的上端。进一步

地，出风口上设有百叶窗，所述百叶窗设有调节热风吹向的调节格栅副，进一步地所述调节

格栅副由第一调节格栅副和第二调节格栅副两者组合构成，其中第一调节格栅副用于调节

出风口的向上出风的角度，第二调节格栅副用于调节水平出风的角度。本优选方案，结构合

理，有利于房间各处空气的流动并有利于使房间内的空气温度趋于更加均衡。

[0009] 作为优选，本发明还设有温控仪和与阀门相连的阀门把手；所述第一温度计和温

控仪电连接；进一步地，温控仪上设有蜂鸣器。本优选方案，当第一温度计测得的温度大于

事先设定的温度值时，蜂鸣器就会发出蜂鸣声，提醒工作人员及时通过阀门把手关闭第一

个排烟通道上所设的阀门，从而促使烟气只能流经下炉膛和后排烟管后再通过出烟管排出

壁炉，所述一种生物质壁炉进入正常供热工作状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生火速度，另

一方面有利于把生物质壁炉从生火状态及时转到正常供热工作状态，从而提高生物质壁炉

和周围环境的热交换效率，生物质壁炉的结构和工作流程合理。

[0010] 作为优选，本发明还设有温控仪和与阀门相连的阀门驱动器；所述第一温度计和

阀门驱动器均和温控仪电连接。其中，所述阀门驱动器为摆动电机、电磁铁等中的一种。本

优选方案，当第一温度计测得的温度大于事先设定的温度值时，阀门驱动器自动启动以关

闭第一个排烟通道上所设的阀门，从而促使烟气只能流经下炉膛和后排烟管以通过出烟管

排出壁炉，从而使所述一种生物质壁炉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生火速

度，另一方面有利于把生物质壁炉从生火状态及时转到正常工作状态，从而提高生物质壁

炉和周围环境的热交换效率，生物质壁炉的结构和工作流程合理。本优选方案，还可以降低

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0011] 作为优选，本发明还设有第二温度计和温控仪；第二温度计用于测量炉体的后壁

的温度；第二温度计和风机均和温控仪电相连。当后壁温度小于特定值时，风机处于停机状

态，当后壁温度大于特定值时，风机自动启动以加快热风的循环流动。本优选方案，结构合

理，使用效果高。

[001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包括点火和正常给房间供热两个阶段，其

中正常给房间供热的两个阶段又包括风机停机和风机启动运行两种状态，且风机停机和风

机启动运行均由温控仪控制自动运行。整体上看，本发明具有整体结构简单，烟气在炉内的

加热和流动合理，待加热空气在炉内的流通及被加热方式形式合理，有利于提高热交换效

率和给房间供热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3] 图1：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本发明的俯视示意图；

[0015] 图3：本发明的侧视图；

[0016] 图4：点火阶段烟气经烟道排出生物质壁炉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5：点火完成后烟气经后排烟管排出生物质壁炉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炉体1、上炉膛2、上炉门2.1、出烟管3、下炉膛4、下炉门4.1、后排烟管5、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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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风机7、风道8、第一温度计9、温控仪10、阀门把手11。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20] 实施例一：

[0021] 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本发明包括炉体1，炉体上设有上炉膛2、出烟管3；

上炉膛2上设有上炉门2.1；出烟管3设在炉体1的上方。在上炉膛2的下方设有下炉膛4，下炉

膛4上设有下炉门4.1；上炉膛2的后膛壁和炉体1的相应炉壁之间设有后排烟管5；后排烟管

5的下端和下炉膛4连通，后排烟管5的上端和出烟管3连通；所述上炉膛2的上端通过烟道和

出烟管3连通，烟道上设有阀门6，阀门6相连有阀门把手11；出烟管3上设有第一温度计9，用

于测量流经出烟管3的烟气温度。本发明还设有风机7、风道8和温控仪10，温控仪10上设有

蜂鸣器。作为优选，其中风道8由上炉膛2及下炉膛4两者的相应膛壁、后排烟管5的管壁和炉

体1的相应炉壁围成；风道8的一端设有出风口，风道8的另一端和风机7相连，进一步地所述

风机7设于炉体1的下端，相应的所述出风口设于炉体1的上端。此外，所述第一温度计9和温

控仪10电连接，本发明还设有第二温度计，第二温度计用于测量炉体1的后壁的温度；第二

温度计和风机7均和温控仪10电相连。

[0022] 作为优选，出风口上设有百叶窗8.1。本实施例，所述风道8设有两个出风口，两个

出风口分别设于炉体1的左右两侧，另外所述百叶窗8.1设有调节热风吹向的调节格栅副，

所述调节格栅副由第一调节格栅副和第二调节格栅副两者组合构成。其中第一调节格栅副

在外，用于调节出风口的向上出风的角度，而第二调节格栅副在内，用于调节水平出风的角

度，进而有利于房间各处空气的流动并有利于使房间内的空气温度趋于更加均衡。调节格

栅副的具体结构细节，在此不做赘述。

[0023] 工作时，首先打开上炉门2.1和烟道5上的阀门6，放入生物质后点火燃烧，此时火

焰、烟和热量直接经上炉膛排出，当第一温度计测得的温度为150°【即出烟管的排烟温度为

150°】时，蜂鸣器响起，从而提醒操作人员利用阀门把手11关闭阀门6。阀门6关闭后，烟气就

只能通过下炉膛、后排烟管5和出烟管3排出。当第二温度计测得的温度低于50°时，风机处

于停机状态，本发明和房间进行自然对流方式进行热交换；当第二温度计测得的温度高于

50°时，风机自动启动，从而加快热空气在房间内的对流，一方面能使房间内各个角落的温

度更加均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热能利用率。

[0024] 实施例二：

[0025] 实施例二与实施例一的不同点在于，本发明还包括有图中未示出的阀门驱动器；

所述第一温度计9和阀门驱动器均和温控仪10电连接，阀门驱动器用于驱动阀门的开闭。其

中阀门驱动器可以是一摆动电机，也可以是一电磁铁，本实施例所述阀门驱动器是一摆动

电机【图中未示出，包括其安装、连接结构】。另外，实施例一中的蜂鸣器可以保留以提醒操

作人员注意，也可以去除，以降低成本。与实施例一相比，本实施例有利于降低操作人员的

工作强度。

[0026] 以上所述之具体实施例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并非以此限定本发明的具体

实施范围。也就是说，凡依照本发明之形状、结构所作的等效变化理应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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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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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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