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649118.2

(22)申请日 2020.07.08

(71)申请人 唐山市丰润区神火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地址 064000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小王各

庄村北

(72)发明人 王常军　刘焕发　张林海　程绍轩　

(74)专利代理机构 唐山永和专利商标事务所 

13103

代理人 明淑娟

(51)Int.Cl.

F23B 60/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采暖炉具技术领域，具体

的是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包括盆体和

设置在盆体底部的炉条，所述盆体为矩形槽结

构，在盆体一侧壁内部设置有第一风道，在与该

侧壁相邻的两侧壁内分别设置有第二风道；在第

一风道相对的侧壁内设置有第三风道；各个风道

分别设置有水平部和竖直部；在盆体内侧对应各

风道的水平部设置有出风孔；在盆体外侧靠近各

风道竖直部的下端设置有进风孔；在第一风道的

进风孔处设置有与燃烧室外部连通的进风装置。

通过将配风系统嵌入到燃烧盆中，引入燃烧室内

部低氧空气的第二分道和第三风道相配合，保证

生物质颗粒燃料充分燃烧的同时，又降低了生物

质颗粒燃烧时氮氧化物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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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包括盆体和设置在盆体底部的炉条，所述盆体为矩

形槽结构，其特征在于：在盆体一侧壁内部设置有第一风道，在与该侧壁相邻的两侧壁内分

别设置有第二风道；在第一风道相对的侧壁内设置有第三风道；

各个风道分别设置有水平部和竖直部；水平部设置在靠近盆体顶端处，竖直部上端与

水平部连通，下端延伸至炉排上方并与炉排之间留有一定间距；在盆体内侧对应各风道的

水平部设置有出风孔；在盆体外侧靠近各风道竖直部的下端设置有进风孔；在第一风道的

进风孔处设置有与燃烧室外部连通的进风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其特征在于：第一风道水平部的两

端分别与对应的第二风道水平部连通；第三风道与第二风道之间相互独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其特征在于：第一风道设置有两个

竖直部；位于第一风道一侧的第二风道设置有一个竖直部，另一侧的第二风道设置有两个

竖直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其特征在于：设置有第三风道的侧

壁内设置有两个对称的第三风道，且所述第三风道设置有一个竖直部；在两个第三风道水

平部相邻端留有一定间隙；在该间隙处设置有竖直的第四风道，靠近第四风道的上端设置

有出风孔，靠近第四风道底端设置有贯通侧壁内外面的进风孔。

5.根据权利要求4任一项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其特征在于：各风道竖直部

底端与炉条间距为15~20mm；各个风道的出风孔以及各个风道的进风孔位于同一高度。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其特征在于：在第一风

道、第二风道和第三风道中，出风孔的数量多于进风孔的数量且进风孔的直径大于出风孔

直径。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780093 A

2



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采暖炉具技术领域，具体的是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颗粒的燃料机理、反应速度及燃料产物成分与化石燃料的相比都有较大的

差别。生物质燃料的燃烧过程主要分为挥发份的析出，燃烧和残余焦炭的燃烧、燃尽两个独

立阶段。生物质颗粒燃料的密度小，结构松散，迎风面积大，在燃烧过程中易吹起，悬浮段燃

烧份额较大。并且生物质颗粒作为燃料它的护发份高、着火点低，一般在250—350℃温度下

挥发份便大量析出并开始剧烈燃烧，此时若空气量不足，会增大化学不完全燃烧损失。

[0003] 因此，现有的生物质采暖炉具中，为了使得燃料完全燃烧、燃尽，采用提高过孔系

数并采用多级配风用来获得足够多的氧气以实现燃料的完全燃烧。但是，现有技术中采用

的配风主要是将外部空气通过配风管道自然引入燃烧室或者利用风机将外部空气引入燃

烧室。然而，直接利用外部空气（含氧量正常的空气）引入燃烧室会导致过量空气系数过大，

从而燃料会出现过氧燃烧的情况，从而导致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含量严重超标。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传统生物质颗粒燃烧炉因引入过量的空气而导致的烟气中氮氧化物含

量严重超标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

包括盆体和设置在盆体底部的炉条，所述盆体为矩形槽结构，在盆体一侧壁内部设置有第

一风道，在与该侧壁相邻的两侧壁内分别设置有第二风道；在第一风道相对的侧壁内设置

有第三风道；各个风道分别设置有水平部和竖直部；水平部设置在靠近盆体顶端处，竖直部

上端与水平部连通，下端延伸至炉排上方并与炉排之间留有一定间距；在盆体内侧对应各

风道的水平部设置有出风孔；在盆体外侧靠近各风道竖直部的下端设置有进风孔；在第一

风道的进风孔处设置有与燃烧室外部连通的进风装置；燃烧室外部的空气由进风装置引入

燃烧室内并通过第一风道的进风孔进入第一风道内；由第二风道和第三风道进风孔所进的

空气是来自燃烧室内部的低氧空气。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通过将配风系统嵌入到燃烧盆中，

在配风系统中通过设置引入燃烧室外部空气的第一风道及进风装置，与引入燃烧室内部低

氧空气的第二分道和第三风道相配合，降低了配风系统供应的空气中氧气的含量，保证生

物质颗粒燃料充分燃烧的同时，又降低了生物质颗粒燃烧时氮氧化物的产量，解决了炉具

外排烟气中氮氧化物含量超标的问题。

[0007] 为了进一步的优化该技术方案，对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改

进。

[0008] 进一步的，第一风道水平部的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第二风道水平部连通；第三风道

与第二风道之间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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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的，第一风道设置有两个竖直部；位于第一风道一侧的第二风道设置有一

个竖直部，另一侧的第二风道设置有两个竖直部。

[0010] 进一步的，设置有第三风道的侧壁内设置有两个对称的第三风道，且所述第三风

道设置有一个竖直部；在两个第三风道水平部相邻端留有一定间隙；在该间隙处设置有竖

直的第四风道，靠近第四风道的上端设置有出风孔，靠近第四风道底端设置有贯通侧壁内

外面的进风孔。所述第四风道的进风孔距离炉条25~30mm。

[0011] 进一步的，各风道竖直部底端与炉条间距为15~20mm；各个风道的出风孔以及各个

风道的进风孔位于同一高度。

[0012] 进一步的，在第一风道、第二风道和第三风道中，出风孔的数量多于进风孔的数量

且进风孔的直径大于出风孔直径。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立体图。

[0014]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正面视图及局部剖视图。

[0015] 图3是对应图2中的A-A向剖视图。

[0016] 图4是以图1为主视图的左视图及进风装置的局部剖视图。

[0017] 图5是对应图4中的B-B向剖视图。

[0018] 图6是用于展示本发明实施例中第三风道和第四风道的局部剖视图。

[0019]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的俯视图以及用于展示各风道连接关系的局部剖视图。

[0020] 图中：盆体1；炉条2；第一风道3；第二风道4；第三风道5；进风孔6；出风孔7；进风装

置8；第四风道9；燃烧室10；观火口11。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述。

[0022] 本发明主要的发明创造思路在于：通过在配风燃烧盆内嵌入配风系统，并将燃烧

室10内部的低氧含量的空气作为配风的一部分与燃烧室10外部的新鲜空气共同作用，从而

降低生物质颗粒燃烧时氮氧化物的产量。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生物质颗粒炉专用燃烧盆主要由盆体1、炉条2、第一风道3、

第二风道4、第三风道5、进风孔6、出风孔7和进风装置8等组成。

[0024] 所述盆体1为矩形槽结构，在盆体1一侧壁内部设置有第一风道3，在与该侧壁相邻

的两侧壁内分别设置有第二风道4；在第一风道3相对的侧壁内设置有第三风道5；各个风道

分别设置有水平部和竖直部；水平部设置在靠近盆体1顶端处，竖直部上端与水平部连通，

下端延伸至炉排上方并与炉排之间留有一定间距；在盆体1内侧对应各风道的水平部设置

有出风孔7；在盆体1外侧靠近各风道竖直部的下端设置有进风孔6。

[0025] 在第一风道3的进风孔6处设置有与燃烧室10外部连通的进风装置8；燃烧室10外

部的空气由进风装置8引入燃烧室10内并通过第一风道3的进风孔6进入第一风道3内；由第

二风道4和第三风道5进风孔6所进的空气是来自燃烧室10内部的低氧空气。

[0026] 为了取得更好的技术效果，具体实施本发明时可以采用以下优选结构。

[0027] 作为优选结构，如图7所示，第一风道3水平部的两端分别与对应的第二风道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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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连通；第三风道5与第二风道4之间相互独立。

[0028] 第一风道3水平部与第二风道4的水平部连通，能够将通过进风装置8进入的部分

新鲜空气进入到第二风道4中，从而第二风道4中出风孔7出来的配气的氧含量要低于第一

风道3配气的氧含量，但是高于第三风道5配气的氧含量。这样的混合配气使得在盆体1上端

的空气含氧量的浓度梯度较小且空气配比更加合理，有利于燃烧盆内悬浮段未燃尽微粒及

气体的充分燃烧。

[0029] 同时，将第一风道3和第二风道4连通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第一风道3的配风

强度，以防配风强度过大，将悬浮段的未燃尽微粒直接吹走（即随烟气排入大气或者在烟气

换热室中形成形积灰）。

[0030] 作为优选结构，第一风道3设置有两个竖直部；位于第一风道3一侧的第二风道4设

置有一个竖直部，另一侧的第二风道4设置有两个竖直部。

[0031] 第一风道3设置两个竖直部，将进风装置8中的气体分两个进风孔6进入第一风道

3，能够均衡第一风道3上各出风孔7的出风强度；同时，也使得第一风道3分流至两侧第二风

道4的气体比例相当。

[0032] 一侧的第二风道4设置有两个竖直部，将该侧设置在靠近燃烧室10的观火口11一

侧；通过设置两个竖直部增加该侧的配风强度，从而使火焰偏向远离观火口11一侧。

[0033] 作为优选结构，设置有第三风道5的侧壁内设置有两个对称的第三风道5，且所述

第三风道5设置有一个竖直部；在两个第三风道5水平部相邻端留有一定间隙；在该间隙处

设置有竖直的第四风道9，靠近第四风道9的上端设置有出风孔7，靠近第四风道9底端设置

有贯通侧壁内外面的进风孔6。所述第四风道9的进风孔6距离炉条225~30mm。

[0034] 设置第四风道9的主要作用在于将氧气含量低的空气向盆体1中心部喷射，从而进

一步调整氧气含量的分布情况。

[0035] 作为优选结构，各风道竖直部底端与炉条2间距为15~20mm；各个风道的出风孔7以

及各个风道的进风孔6位于同一高度。

[0036] 作为优选结构，在第一风道3、第二风道4和第三风道5中，出风孔7的数量多于进风

孔6的数量且进风孔6的直径大于出风孔7直径。

[0037] 在制作本发明实施例时，可将四个侧壁分别单独制作，并在侧壁上制作出相应的

风道、进风孔6和出风孔7；然后再进行焊接，将各侧壁焊接成一体；在将相应的制作风道时

的钻孔端口进行封堵。盆体1及各风道制作完毕后，在第一风道3的进风孔6处焊接好进风装

置8即可；本发明实施例中的进风装置8有罩在第一风道3的进风孔6处的矩形盒以及进风管

构成，进风管一端与矩形盒连接，使用本实施例时，进风管的一端设置在燃烧室10外部。

[0038] 还可以采用其他制作方式例如铸造、加工中心制作等方法完成然后盆体1及风道

的加工制作。

[0039] 以上借助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了进一步描述，但是应该理解的是，这里具体的

描述，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的限定，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在阅读本说明

书后对上述实施例做出的各种修改，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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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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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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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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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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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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