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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高效多用节能环保炉是在农村普用节能灶

的基础上，匠心设计改进成功的。匠心设计的炉

件既构成炉具主体，又形成两个增温室和两个水

箱，巧用炉具本身燃烧的热量，使助燃空气升温

到180°供助燃，所以炉火熊熊，既提高了燃料的

尽燃率，又提高了炉灶的热效率，都在两倍以上。

在燃料方面，实现了一炉烧柴、碳、煤、气，即能源

的全覆盖；在用途方面，日常生活所需的煮、蒸、

炒、烤和热水器、取暖器这些方面，一炉实现其全

功能，所以命名为高效多用节能环保炉，名符其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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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效多用节能环保炉，由炉具主体、水箱组合而成；

炉具主体由AB截+BC截+CD截+ED截组成。

AB截是炉具底座，(2)外壳上面装有掏沉灰的扦门(5)和下隔板(6)组成，其特征在于：

该截下隔板(6)中心开Φ200的孔与BC截的中心是相通的；

BC截装在下隔(6)的上面，该截的外壳(2)内装着炉内筒(3)，外壳(2)上装着进气扦门

(4)，最上面装着中隔板(8)组成；其特征在于：炉外壳(2)的内壁与炉内筒(3)的外壁形成的

立体空间F1，其过气量受进气扦门(4)的控制；

CD截装在中隔板(8)的上面，中隔板的中心位装着炉桥(9)、内炉膛(10)，该截的炉外壳

(12)和内炉膛(10)对应开孔装着进柴门(1)，最上面装着上隔板(14)；其特征在于：中隔板

中心开孔Φ200与炉桥(9)的过气道和AB截内室相通；CC园环形平面上均钻24孔Φ12与F1、

F2保持相通，该截的外壳(2)的内壁和内炉膛(10)的外壁以及中隔板(8)的上面壁组成又一

个环形立体空间F2；内炉膛(10)的中上部园围上钻38孔Φ12是热风吹孔；该截的最上面装

着上隔板(14)；

DE截由上隔板(14)，上炉膛(13)，园环形立体水箱(16)，排烟尘管(17)，蜂窝管集能装

置(15)，托锅圈(19)，填料(20)，锅(22)，面板(21)组成；其特征在于：上炉膛套装下炉膛上

口内；蜂窝管集能装置(15)套装在上炉膛(13)内，能活动取出；上隔板(14)中心开孔套装在

上炉膛(13)的外围；上隔板平面上装着托锅圈(19)，它的外围套装着园环形立体水箱(16)，

上面焊有接水管接头(24)和出水管接头(23)，托锅圈的内圈上部焊接有一园环形平板(22)

为填料托板；排烟主管(17)扦装过园环形立体水箱和托锅圈；面板(21)中心开孔装在最上

面，它可方可园，可大可小由实用情况决定；

炉主体本是一个可完整使用的炉子，或者单独使用；或者和水箱组合使用；或者和气炉

组合使用；或者和GF系列气泵组合使用，由用者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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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多用节能环保炉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活用的炉具。(下称该炉具)

[0002] 发明人用了很长时间，研究柴、碳、煤、气各种生活用的炉具，其用意深远：这是因

为以生物质作资能两源的产品，对以石油作资能两源生产的各类工业产品的综合价值评估

而言，对C02，S02氮氧化合物和二英类化合物造成的对环境的污染，可实现其减量化。

[0003] 这是因为随着全球人口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向地球深处索取天然

矿物能源利用，生态环境被人为破坏，引发的环境恶化问题已成为人类关心的热点，极待控

制和解决，责无旁贷，该从自我做起。节能环保涉生产和生活两大领域，人在生活领域中一

日三餐，与能源极为密切，以此为切入点展开节能，等于毫无声息地动员起了全民的投入。

[0004] 这是因为生物质是一年和多年的可再生源，在我国可利用而未利用被废弃并付之

一矩的数量，可设想为数以亿万吨计。过来，国家、单位都很重视生物质能的转换利用，但收

集运输、预处理、处存、深加工环节多，在利用中，存在二次能源消耗大，工业化装制造价高，

生态环境又出现新的污染等说明缺乏科学成果的支持，所以必须着重使用的方便性，成本

的经济性，技术的可靠性。

[0005] 可见现代技术进行高端利用生物质能存在困难，设想若用低端直烧的方法，使生

物质能的利用效果不亚于液化天燃气，该是何等美好。为此我对电、气、煤、柴炉的优点和不

足，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践研究，作的总结如下：

[0006] 电饭煲的设计原理和性能都好，不足的是生活中要另配炉具合用；

[0007] 电磁炉的最大优点是干净卫生，不足是设计的温保电路动作，往往影响炊事作业

的正常运作。

[0008] 气炉使用方便，火的大小可调，不足是三个支点将锅具支起，熊熊的火焰烧过头的

情况经常发生，热效率较低，废气排在室内，还要乘抽油烟机的便车排到室外。

[0009] 煤炉的优点是炉火常燃不熄，用热水就显方便，不足是所排C02，污染环境，而且它

和气炉所排废气有毒、注意失当，可危及人的生命，柴灶燃料就地可取，用它作饭菜，火候

好，味纯正，不足是耗柴量较大，费工时，有烟尘。找出上述各种炉具的优点和不足，是为了

借鉴和针对。借鉴的是优点将它发扬光大；针对的是不足，将不足处创新和改进。

[0010] “该炉具”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在广大农村普遍使用的节能灶的基础上改进创

新成功的。事物的好坏是相对比较而言，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

怕货比货，下面将“节能灶”和“该炉具”比较如下：

[0011] 节能灶的结构特点是：灶体上设炉桥，炉桥上面设炉膛，炉膛上面设锅具，炉桥下

面设气道，灶体正面设进柴门，门前装有左右活动的挡风板，灶体旁或两侧设排气通道。它

的结构虽是如此简单，但燃料置于炉桥之上燃烧，通风显得极为良好，加上排气管道的拉风

作用，科学合理地满足了燃烧的基本条件，所以炉火熊熊。见者就非常满意，因此我满腔热

情地仿制到自已家中实用。一年多时间后，对节能灶的看法有了如下改变：认识到节能灶中

的熊熊火焰，仅供给锅具一次利用，很多能源化为烟尘，排向了大气，这种燃烧耗柴和耗氧

量都大。为此，通过研究实践，我制造一个水箱来利用排向大气的余热，使炉灶的热效率提

高了一倍。于是申请取得专利号20081021463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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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带水箱的节能灶在家中实用了两年多后觉得，灶的效率是提高了一倍，但炉膛的

燃烧情况依然如故，所耗燃料依然如初。还是一种仰仗排气道拉风，大进大排的情形。设想

若拉风不是很大，炉火燃得很好，能满足锅具的需要，所耗的燃料和空气也用不着那么多，

该有多好。

[0013] 通过对铸钢炉用热风的借鉴，想到用提高助燃空气温度的方法促进旺燃，可能会

既节能(指燃料)又节氧(指空气)。将助燃空气增温方法很多，作为优选，我选择了改进炉灶

的结构，这种结构能利用炉灶燃烧的热量把助燃空气增温到180摄氏度助燃烧。这项创新，

使节能灶所耗燃薪猛降到二分之一以下，同时锅具的效果也显得良好。我作过一次试验，记

录在下：时间用60分钟，烧了三公斤白杨树枝，所作的炊事项目是：蒸钵钵饭2钵，做成三菜

一汤，再烧沸水16公斤，烧50度热水7.5kg。

[0014] 我又一次申请并取得专利。专利号201210080674.8，并写了“话叙炊事取暖生物质

直烧气化返烧炉”记叙文，被录进“中国当代管理科学成果荟萃”。科学技术出版社也将该文

征稿，给予了很好的评述。这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一直以一个匠工心态，捉摸和实践进

一步创新发明炉灶的结构和使用的方法。

[0015] 附图1是该发明技术方案的主体；

[0016] 附图2、3、4、5、6、7、8是组合利用炉件示意图；

[0017] 炉具主体由AB截+BC截+CD截+ED截组成。

[0018] AB截是炉具底座，(2)外壳上面装有掏沉灰的扦门(5)和下隔板(6)组成，其特征在

于：该截下隔板(6)中心开Φ200的孔与BC截的中心是相通的；

[0019] BC截装在下隔(6)的上面，该截的外壳(2)内装着炉内筒(3)，外壳(2)上装着进气

扦门(4)，最上面装着中隔板(8)组成；其特征在于：炉外壳(2)的内壁与炉内筒  (3)的外壁

形成的立体空间F1，其过气量受进气扦门(4)的控制；

[0020] CD截装在中隔板(8)的上面，中隔板的中心位装着炉桥(9)、内炉膛(10)，该截的炉

外壳(12)和内炉膛(10)对应开孔装着进柴门(1)，最上面装着上隔板(14)；其特征在于：中

隔板中心开孔Φ200与炉桥(9)的过气道和AB截内室相通；CC园环形平面上均钻24孔Φ12与

F1、F2保持相通，该截的外壳(2)的内壁和内炉膛(10)的外壁以及中隔板(8)的上面壁组成

又一个环形立体空间F2；内炉膛(10)的中上部园围上钻38孔Φ12是热风吹孔；该截的最上

面装着上隔板(14)；

[0021] DE截由上隔板(14)，上炉膛(13)，园环形立体水箱(16)，排烟尘管(17)，蜂窝管集

能装置(15)，托锅圈(19)，填料(20)，锅(22)，面板(21)组成；其特征在于：上炉膛套装下炉

膛上口内；蜂窝管集能装置(15)套装在上炉膛(13)内，能活动取出；上隔板(14)中心开孔套

装在上炉膛(13)的外围；上隔板平面上装着托锅圈(19)，它的外围套装着园环形立体水箱

(16)，上面焊有接水管接头(24)和出水管接头(23)，托锅圈的内圈上部焊接有一园环形平

板(22)为填料托板；排烟主管(17)扦装过园环形立体水箱和托锅圈；面板(21)中心开孔装

在最上面，它可方可园，可大可小由实用情况决定；

附图说明

[0022] 附图1是该炉具主体，具单独使用性能特点，又能和附图1、2、3、4、5、  6、7配合使

用，体现出更多特点和性能。其序号含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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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附图：(1)可开关的进柴门。     (2)外炉筒

[0024]       (3)内炉筒               (4)可调进气门

[0025]       (5)沉灰室门             (6)下隔板

[0026]       (7)增温室F1             (8)中隔板

[0027]       (9)炉桥                 (10)内炉膛

[0028]       (11)增温室F2            (12)外炉膛

[0029]       (13)上炉膛              (14)上隔板

[0030]       (15)蜂窝管集能装置      (16)园环形立体水箱

[0031]       (17)排烟尘管道          (18)锅

[0032]       (19)托锅圈              (20)管接头

[0033] (24)’栏栅管12根装在炉外围

[0034] 附图2：它是一个水箱，序号(25)滑圈门，(26)排烟气管道，(27)水管接头，  (28)水

箱、(29)出热水管接头，(30)放沸水管开关接头。

[0035] 附图3：它是一件排烟气管道。

[0036] 附图4：它是一个市购液化气炉改动的液化气炉

[0037] 附图5：它是一个GF系列气泵，(30)气流出口。

[0038] 附图6：它是一个烤箱体罩盖；

[0039] 附图7它是一个盛燃料的炉芯；

[0040] 附图8是图1.2.5组装参改图；

[0041] 将图1和图2组合系一般使用情况，它两结合使用，将炉灶的热效率提高一倍。

[0042] 将图3和图1结合使用是一种特别情况，即此件是为流动性的边防哨所人员、野外

集训人员设计，因为这些人一般都带账篷防止落雨，这种炉具轻巧实用，当落雨要在账篷内

生火时，为防止生火时的烟尘，连接此管，把烟气排向篷外，再者它还可代扁担使用。

[0043] 将图4和图1、2组合使用可以烧液化气。

[0044] 我把湖南省源江市生产的一种简易液化气灶撤去了原来的支架，保留燃烧芯体管

道，配成图4式样。将它置于该炉具下炉膛(10)中心位，配上灌装气瓶，接好送气管道，打开

气门生起炉火，炉具进入工作状态。蜂窝集能装置正装在火焰上面很快烧红，将热能传送给

炉具，进行炊事作业，余热传给水箱2和(16)，两水箱的储水量有50kg，作一餐饭约40-60分

钟，水箱储水温升到70度以上，若是夏天或生火时间延长，水可沸腾。因为它是进入到自来

水系统之中的，又是用进冷水就出热水的方法控制的，所以能设淋浴，因水箱有储水功能，

所以用热水可以随时，因为水有热轻冷重的特性，所以进冷水出热水不会降温，实践证明它

能供给三五口人家庭使用，可省出一台热水器，其热效率高，与单独用来炊事炒菜烧水的炉

灶比，能提高效率2倍以上。【注】(上面将液化气灶改装使用，肯定是不合规章的行为，但搞

创新的人，难免会碰到上述情况而走险，不能不试：在试烧时，我一手控着气门，眼睛注视着

火焰，搞过三次，最后一次60分钟，火焰很稳定。与日常的液化炉火焰比是稳定得多，不见半

点闪动。这是因为，这个炉膛很严密，而下上通风又非常良好，不受8面来风的影响，这是我

的看法。但是，这不能说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果该炉灶有幸推向市场，我第一个要找求

的就是生产液化、天然气炉灶的厂家。我并且深信液化、天然气炉灶和该炉灶结合，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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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将图5和图1、2给合使用，使该炉具又具备地暖功能的效果。

[0046] 该炉具和图5组合使用，先参看图8，将图5组装进去，在水箱2和水箱  (28)无水的

情况时，关好开关(32)和D、X、Z管上的三个开关，打开开关(33)，生起炉为，烧柴、煤、碳均

可，待炉体升温后，开气泵，气流进入水箱  (16)经水箱2，经管道从管X出口流出，测得温度

50度，这时打开D、X、Z  管上开关，试一下风的大小都一样，但温度相应低一点，把火调大，明

显升温。【注】(管(29)水平位最高，在室顶板下，X、Y、Z、D管口位高在门顶以上。管道设开关

表示要可控，X管未设开关，表示必须保留一管和大气相通。图中未设气流回流管道，这是利

用门与地面相距5-10毫米的间距完全可走空气，用以取代气流回流管，非常实用，该炉具组

合有多种方式，记住不管与图几组合使用，它的炊事功能始终保持着。再者每到寒冬时节，

取暖在24时段都烧火，在这种时节，还可以将其使用方法改进，那就是把两个水箱分开使

用，一个走水，一个走空气，使该炉具同时三用，可想得到，这里不作详尽介绍。)

[0047] 将图6和图1、2组合使用，该炉具就有烤什物功能。

[0048] 图6这个简单的烤箱罩和盖，是专为高原缺氧地区的炊事设计的。因高原缺氧地区

烧水会早沸，煮饭不熟。具体用法是这样的，放适量的水和米，烧沸一会约8成熟，将其盛进

烤钵中，再置在锅中，生小火烤，很快会放出浓厚的饭香，就烤熟了，这样烤出的饭味美好，

再者就是农村有烤红薯的习惯，烤红薯最好用一个能吊在烤罩内的铁丝蓝子烤，红薯烤熟

透，很可口又不烤焦。

[0049] 将图7与图1、2组合使用，实现该炉具所用能源的全复盖，都能烧。

[0050] 图7是一个盛装藕煤、散煤、木碳的燃芯，装好燃料，把它置于图1中的下炉膛(15)

所装的位置。当然是先取出蜂窝管集能装置(15)，再就生起火来，炉具进入工作状态，烧柴

烧气的效果是相似的。

[0051] 最后设计人要说的是，该炉具烧柴薪桔杆是设计人的初衷，这是大自然给人类的

最大恩惠，是一年和多年生，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不能让它成为人类的

包袱。丢了无人捡，烧之又影响环保这种情形应该尽早解决，天生我才必有用，回转头来看

一下人类火食文化，繁延生息与生物质密不可分，和蔼相处，应保持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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