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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

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高温空气换热

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具有

空气入口和进烟口，所述低温空气换热段具有空

气出口和出烟口，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低温空

气换热段通过空气过渡通道对接，所述高温空气

换热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为板式换热段，由多块

换热板构成，多块换热板之间形成有分别供空气

流通的空气流道和供烟气流通的烟气流道，该空

气流道和烟气流道互不连通，所述换热板整体呈

S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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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高温空气换热段和低温空

气换热段，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具有空气入口和进烟口，所述低温空气换热段具有空气出

口和出烟口，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低温空气换热段通过空气过渡通道对接，所述高温空气

换热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为板式换热段，由多块换热板构成，多块换热板之间形成有分别

供空气流通的空气流道和供烟气流通的烟气流道，该空气流道和烟气流道互不连通，其特

征在于，所述换热板整体呈S形结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和

低温空气换热段为竖直段且采取上进气、上出气结构，所述空气过渡通道的两端分别连接

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底部，所述烟气流道为经过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和

低温空气换热段的单程水平结构，所述进烟口和出烟口分别设置在壳体的两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S形结构整体呈两

侧面向第一表面弯曲且中部面向第二表面弯曲的三段式弧形结构。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S形结构的弯曲半

径R为0.5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每一换热板的第一、第

二表面设置有若干第一凸台和第二凸台，每一行上的第一凸台和第二凸台交错间隔设置，

相邻两换热板之间的第一凸台和第二凸台彼此刚性抵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板由耐热不锈

钢材料制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检

修口。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换热板与所述壳体

的内壁之间通过膨胀节连接。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由耐热不锈钢

321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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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板式空气预热器，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钢铁行业热轧厂加热炉的高

效板式空气预热器。

背景技术

[0002] 热轧厂加热炉一般采用的列管式空预器，由于积灰等原因，一两年内换热性能严

重下降，造成加热炉能耗增加；另外受材质使用温度限制，烟气温度高时，需要开启稀释风

机，将高温烟气掺入冷风降温运行，烟气余热没有得到很好回收，浪费很多热量；高温工况

下碳钢管普遍使用寿命较短，设备产生泄漏，需要停炉维修，影响生产。

[0003] 相比列管式空预器，板式换热器有诸多优点，此前因为加工工艺、结构设计和材料

等原因还没有在热轧加热炉高温(600℃以上)烟气工况下成功应用的先例。

[0004] 虽然，目前有中国专利授权公告号CN203731471U公开了一种分流程式板式空气预

热器，但是该空气预热器的板片为平板结构，而换热板片是冷热流体发生激烈热交换的场

所，板片两侧局部温差可达600℃以上，热应力巨大，换热板片如果采用大平板形式结构，受

热后膨胀应力的方向分散无序，易造成板面和焊缝开裂，需要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将应力

释放。所以平板结构的换热板片使用寿命较短。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和缺陷，提供一种高效板式空气

预热器，以解决上述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7] 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高温空气换热段和低温

空气换热段，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具有空气入口和进烟口，所述低温空气换热段具有空气

出口和出烟口，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低温空气换热段通过空气过渡通道对接，所述高温空

气换热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为板式换热段，由多块换热板构成，多块换热板之间形成有分

别供空气流通的空气流道和供烟气流通的烟气流道，该空气流道和烟气流道互不连通，其

特征在于，所述换热板整体呈S形结构。

[0008]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为竖

直段且采取上进气、上出气结构，所述空气过渡通道的两端分别连接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

和低温空气换热段底部，所述烟气流道为经过所述高温空气换热段和低温空气换热段的单

程水平结构，所述进烟口和出烟口分别设置在壳体的两侧。

[0009]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S形结构整体呈两侧面向第一表面弯曲

且中部面向第二表面弯曲的三段式弧形结构。

[0010]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S形结构的弯曲半径R为0.5m。

[0011]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每一换热板的第一、第二表面设置有若干第

一凸台和第二凸台，每一行上的第一凸台和第二凸台交错间隔设置，相邻两换热板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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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凸台和第二凸台彼此刚性抵顶。

[0012]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换热板由耐热不锈钢材料制成。

[0013]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壳体上还设置有检修口。

[0014]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换热板与所述壳体的内壁之间通过膨胀

节连接。

[0015] 在本实用新型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壳体由耐热不锈钢321制成。

[0016] 由于采用了如上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换热板整体呈S形结构，可以有效吸收

板片受高温膨胀后的应力，且应力传递方向受控，板片使膨胀应力的方向由分散无序变得

有组织，同时此种结构使得板片的屈服强度增大。另外，本实用新型的空气预热温度一般至

少可以比列管式预热器提高100℃以上，热量回收充分，对加热炉整体系统节能减排效果明

显。再者，换热板的第一凸台和第二凸台除了具有扰流强化换热外，可增加薄板片强度、增

加有限传热面积作用，同时兼具支撑相邻流道结构的功用；强化换热一方面可减小换热面

积降低设备成本造价，另一方面使流体沿程阻力损失减小，压降降低。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20] 图3是图1的B-B剖视图。

[0021] 图4是图1的C-C剖视图。

[0022]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板式换热段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6是图5的应力方向结构示意图。

[0024] 图7是图5中的其中四块换热板的结构爆炸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

面进一步阐述本实用新型。

[0026] 参见图1至图7所示的一种高效板式空气预热器，包括壳体100，壳体100内设置有

高温空气换热段210、低温空气换热段220，高温空气换热段210具有空气入口211和进烟口

212，低温空气换热段220具有空气出口221和出烟口222。高温空气换热段210、低温空气换

热段220通过空气过渡通道230对接，高温空气换热段210和低温空气换热段220为板式换热

段，由多块换热板10构成，多块换热板10之间形成有分别供空气流通的空气流道240和供烟

气流通的烟气流道250，该空气流道240和烟气流道250互不连通。本实施例中的高温空气换

热段210和低温空气换热段220为竖直段且采取上进气、上出气结构，空气过渡通道230的两

端分别连接高温空气换热段210和低温空气换热段220底部，使得空气换热途径整体呈U形。

高温空气换热段210的空气入口211和低温空气换热段220的空气出口221分别设置在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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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顶部，而进烟口212和出烟口222分别设置在壳体100的两侧，烟气流道250为经过高温空

气换热段210和低温空气换热段220的单程水平结构。

[0027] 换热板10整体呈S形结构，可以有效吸收板片受高温膨胀后的应力，且应力传递方

向受控(如图6中的应力N方向)，板片使膨胀应力的方向由分散无序变得有组织，同时此种

结构使得板片的屈服强度增大。本实施例中的S形结构整体呈两侧面向第一表面10a弯曲且

中部面向第二表面10b弯曲的三段式弧形结构。S形结构的弯曲半径R为0.5m，当S形结构的

弯曲半径R取值过小时，使得换热板10整体向厚度方向凸出，增加设备空间；当S形结构的弯

曲半径R取值过大时，换热板10几乎与平板结构没区别，不利于应力的导向。

[0028] 本实施例中的每一换热板10的第一表面10a、第二表面10b设置有若干第一凸台

11a和第二凸台11b，每一行上的第一凸台11a和第二凸台11b交错间隔设置，相邻两换热板

10之间的第一凸台11a和第二凸台11b彼此刚性抵顶。第一凸台11a和第二凸台11b除了具有

扰流强化换热外，因为换热板10整体呈S形结构，其受热形变能力有所改变，而第一凸台11a

和第二凸台11b不仅可增加薄板片强度、增加有限传热面积作用，同时还兼具支撑相邻流道

结构的功用；强化换热一方面可减小换热面积降低设备成本造价，另一方面使流体沿程阻

力损失减小，压降降低。换热板10由耐热不锈钢材料制成，换热板面光滑，污垢系数小，不易

积灰，而且耐热不锈钢使用温度比碳钢大幅提高，换热器可在高温下运行，空气预热温度一

般至少可以比列管式预热器提高100℃以上，热量回收充分，对加热炉整体系统节能减排效

果明显。

[0029] 换热板10与壳体100的内壁之间通过膨胀节连接，换热介质所经流道全部焊接密

封，壳体100由耐热不锈钢321制成，使得换热器抗高温变形导致焊缝开裂的能力得到极大

增强。

[0030] 壳体100上还设置有检修口110，检修口110设置在高温空气换热段210、低温空气

换热段220之间的空间，换热板束所有焊缝均可检修，长期运行后如有损坏可方便单独更换

换热板片，降低设备整体使用维修成本。

[0031] 工作时，高温烟气由进烟口212进入壳体100内为高温空气换热段210加热，然后高

温烟气再经过低温空气换热段220后变为低温烟气由出烟口222排出。而由高温空气换热段

210的空气入口211进入的冷空气，经过高温空气换热段210加热后变为热空气由低温空气

换热段220的空气出口221排出。

[003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

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

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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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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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7

CN 210373527 U

7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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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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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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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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