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s
(12)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19)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5 年 4月 2 日 （02.04.2015) WO 2015/043296 A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74) 代理人：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F23D 14/00 (2006.01) F23L 15/00 (2006.01) (YUHO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27D 17/00 (2006.01) FIRM);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6 号庄胜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14/082557
广场第 一座 西翼 713 室吴大建 /刘 华联，Beijing
100052 (CN )。

(22) 国际申请日： 2014 年 7 月 18 日 （18.07.2014)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25) 申職 言： 中文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26) 公布语言： 中文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30) 优先权：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R, IS,

2013 10437228.2 2013 年 9 月 24 曰 （24.09.2013) CN JP, KE, KG,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71) 申请人：湖南巴陵炉窑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HUN ML,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A N BALING FURNACE ENERGY CONSERVATION QA, RO, RS, RU, RW, SA, SC, SD, SE, SG, SK, SL, SM,
CO., LTD) [CN/CN]; 中国湖南省岳阳市经济技术开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发区康王 茶园 Hunan 414000 (CN )。 UZ, VC, VN, ZA, ZM, ZW

(72) 发明人：周绍芳 （ZHOU, Shaofang); 中国湖南省岳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王乡茶园村，Hunan 414000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CN)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喊亚 （AM, AZ,

见续页

(54) Title: PROGRESSIVE-SWITCHING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APPARATUS AND CONTROL METHOD
THEREFOR

(54) 发明名称 ：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及其控制方法

(57) Abstract: Provided i s a progressive-switching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apparatus, comprising at least five regenerative combustors (2) connected to a
hearth (101) inside a furnace (1), a controller for controlling the regenerative
combustors (2), a combustion gas conduit (401), a combustion-supporting
gas conduit (402), a flue gas conduit (403) and a reversing valve (5), wherein
each of the regenerative combustors (2) comprises a combustion nozzle (3)
and a regenerator chamber (208), the combustion nozzle (3) i s in communic
ation with the combustion gas conduit (401), the regenerator chamber (208)
has one end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arth (101) via the combustion
nozzle (3), and the other end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ombustion-support
ing gas conduit (402) and the flue gas conduit (403) respectively via an air
inlet (201) and a flue gas outlet (202), the controller switches the regenerat
ive combustors (2) to alternately use them for combustion or flue gas dis
charge such that the number of the regenerative combustors (2) being used
for flue gas discharge i s larger than the number of the regenerative combus -
tors (2) being used for combustion at any time, and during a combustion op -
eration, when the controller switches any one of the regenerative combustors
(2), at least one other regenerative combustor (2) continues with the combus
tion operation. Further provided i s a method for controlling a regenerative
combustion apparatus. During reversing, the progressive-switching regenerat

< ive combustion technique effectively avoids occurrence of detonation and
furnace explosion phenomenons.

(57) 摘要:
[见续页]

图2 / Fig. 2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根据细贝 4.17 的声明: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 发明人资格(细则 4 .n(iv))IE, IS, ΓΓ ,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本国际公布：
CI, CM, GA, GN, GQ, GW, KM, ML, MR, NE, SN, TD,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TG)。

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包括与炉体 （1) 内炉膛 （101 ) 相连的至少五个蓄热式燃烧器 （2 ) 、用于控
制蓄热式燃烧器 （2 ) 的控制器、燃气管路 （401 ) 、助燃气体管路 （402 ) 、烟气管路 （403 ) 和换向阔
( 5 ) ，蓄热式燃烧器 （2 ) 包括烧嘴 （3 ) 和蓄热室 （208 ) ，烧嘴 （3 ) 与燃气管路 （401 ) 连通，蓄热室
(208 ) 一端通过烧嘴 （3 ) 与炉膛 （101 ) 连通，另一端通过进风 口 （201 ) 和排烟口 （202 ) 分别与助燃气体
管路 （402 ) 和烟气管路 （403 ) 相连通，控制器切换蓄热式燃烧器 （2 ) 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使得在
任意时刻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 （2 ) 的数量比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 （2 ) 的数量多，当燃烧生产时，
在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 （2 ) 的过程中，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 （2 ) 保持燃烧工作。还提供
了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的控制方法。该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技术在换向过程中，有效避免了爆鸣暴炉现象的
发生。



—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及其控制方法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本 申请要求享有于 2013 年 09 月 24 日提交的名称为" 一种蓄热式燃烧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

的中国专利 申请 CN201310437228.2 的优先权 ，该 申请 的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 中。

狱 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工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及其控制方法 ，可

适用于所有需要热源 的工业炉和锅炉 。

背景獄

工业炉窑是工业生产 的主要耗能设备，能耗 占到了工业总能耗 的 60% ，因此其节能技术

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

国内外各种工业炉窑节能技术 的发展大致经历 了烟气余热不利用和烟气余热开始利用 的

两个阶段 。在最原始 的年代 ，炉子余热不利用 ，烟气带走 的热损失很大，炉子的热效率在 30%

以下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内外较普遍地采用 了一种在烟气通道上 回收烟气余热 的

装置一 空气预热器 (或称空气换热器 )来 回收排烟带走 的热量 。采用这种办法可 以在一定程度

上 降低排烟温度 ，增加进入炉膛的助燃空气 的温度 ，达到了一定的节能效果 ，但存在诸多问

题 ，例如寿命较短、余热 回收率有 限、炉子热效率一般在 50% 以下、排放 的烟气仍有较高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British Gas公司与Hot Work 公司开发出一种蓄热式燃烧器 ，产生了

高温空气条件下的 " 第一代再生燃烧技术 " ，可参见英 国专利文献GB2214625A 。其后 ，这种

燃烧器被应用于美 国和英 国的钢铁和熔铝行业 中，但是这种燃烧器具有NC 放量较大和系

统可靠性差等突出问题 。

进入九十年代 ，国内外学术界将蓄热式燃烧器 的节能与环保相抵触 的难题提到科技攻关

的地位 ，对其进行 了深入 的基础性研 究， 旨在 同时达到节能和 降低C0 2 N O x 排放 的 目的。

日本钢管株式会社 (NKK) 和 日本工业炉株式会社 (NFK) 联合开发 了一种新 的燃烧技术 一 蓄

热式高温空气燃烧技术HTAC(High Temperature Air Combustion), 被称为"第二代再生燃烧技

术 " ， 可参见 日本专利文献 JP1 1/248081 。这是 目前普遍使用 的蓄热式燃烧技术 。HTAC 技术

的关键是采用蓄热式燃烧系统 ，该系统可 以包括多个相 同的蓄热式燃烧器 ，每两个蓄热式燃

烧器为一对 ，成对设置，其 中一个用于燃烧 ，则另一个用于排烟 ，一个周期后进行换 向，蓄



热体交替蓄热与放热 ，如 图 1所示 。

例 如 ， 中 国 专 利 文 献 CN101338904A 、 CN101338906A 、 CN101338907A 以 及

CN101338894A 中公开 的多种蓄热式冷凝节能锅炉均包括多个成对布置的蓄热式燃烧器 ，每

两个燃烧器为一对 ，相互周期性换 向燃烧 。每对燃烧器 中，任一个燃烧器燃烧 时，另一个燃

烧器关 闭。尽管这种锅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燃烧室 内温度较低且温度分布不均匀 的问题 ，

但是在炉子加热过程 中，由于炉压过高与不稳定 ，极易造成烧嘴 回火而影响正常使用 ，安全

性能较差 。

一方面 ，在现有成对分布燃烧器 的蓄热式燃烧 系统 中，由于提供燃烧用 的助燃气体所使

用 的管道空 间与排烟所使用 的烟气管道空 间相等 ，而助燃气体与燃料混合燃烧后产生 的烟气

体积会增多，标况烟气量至少是助燃气体量 的 1.1-1.3 倍 。当排烟温度为 180 C 时，烟气 的工

况体积是助燃气体体积 的 1.6-1.8 倍 ，使炉膛处于一个高压、不安全状态 。目前 ，人们 已经采

用 了如下几种解决方案 ：

( 1) 加大引风机压力来 降低炉压 。由于引风机热态压力下 降，其冷态压力需要加大到助

燃鼓风机 的 3-5 倍才能形成理论上 的炉压平衡 ，虽然这种方法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炉压过

高 的问题 ，但是配置与运行成本过高 。

(2) 加大烧嘴开孔或者蓄热体 的气流通道面积来 降低炉压 ，但会 出现其他 问题 ，例如使

得助燃气体与燃料 的混合效果较差 ，导致助燃气体严重过剩 ，燃烧效率下 降，严重影响火焰

形状与刚度 ，还使得NO^nC0 2的排放量增加 。

(3) 在炉体上直接设置辅助管道 （又称泄压 口），让 30〜40% 的高温烟气直接从辅助烟

道排走 ，从而 降低炉压 。例如专利文献 WO01/16527A1 中公开 的技术方案就是采用这样 的方

法 ，但是这会导致总的烟气余热 回收率只有 50〜60% ，节能环保效果不理想 。且总排烟温度

过高又会影响设备 的安全运行 。

由此可见 ，排烟不畅、炉压过高、总烟气余热 回收率较低是 目前 HTAC 技术 中尚未被解

决 的技术 问题之一 。

另一方面 ，现有成对设置燃烧器 的蓄热式燃烧 系统在换 向时炉压波动较大 ，不仅容易发

生爆鸣暴炉 的现象 ，而且还造成 了燃料 的大量浪费。

出于这种考虑 ，本发 明的发 明人进行 了深入研 究， 目的是解决相关领域现有技术所暴露

出来 的问题 ，希望提供一种更加环保 、节能和安全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及其控制方法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发 明人通过大量试验和创造性劳动发现 ，在蓄热式燃烧设备上不成对设置至少

5 个蓄热式燃烧器 ，使得在任意时刻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比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



烧器的数量多；当燃烧生产时，在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的过程中，至少有另一个

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特别是在燃烧生产过程中，当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

与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的比率保持不变时，一方面大幅提高了烟气余热回收率，

进一步降低了 NOx 等污染物的生产量，达到了节能与环保的双重效益；另一方面实现了蓄热

式燃烧设备通畅排烟和炉压灵活调节，大大提高了设备工作的稳定，确保设备工作的安全性;

再一方面在换向过程中，有效避免了爆鸣爆炉现象的发生，安全性能更好，节能效果更为明

显。

因此，本发明的一个 目的是提供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其包括至少五个蓄热式

燃烧器，使得在任意时刻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比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

多；当燃烧生产时，在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的过程中，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

器保持燃烧工作，不仅克服了本领域技术人员在蓄热式燃烧设备上成对设置燃烧器的技术偏

见，而且取得了预料不到的节能与安全技术效果，有效解决了现有高温空气燃烧技术中换向

时易出现炉压波动大、爆鸣爆炉以及燃料浪费严重等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另一个 目的是提供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的控制方法。本发明的方法一方面可以

提高蓄热式燃烧设备的燃烧效率，保证燃料充分燃烧；另一方面能够保证蓄热式燃烧设备内

部的炉压稳定，避免了传统蓄热式燃烧设备控制方法在交替切换时容易出现的爆鸣爆炉现象

的发生；再一方面保证炉膛内炉温的稳定。此外，本发明的方法使得蓄热式燃烧设备在燃烧

过程中所产生的全部高温烟气均通过蓄热式燃烧器排出，总的烟气余热回收率可以提高到

85% 以上，比现有技术中蓄热式燃烧系统的控制方法可以节能至少 25%~30% ，节能潜力巨大，

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总烟气余热回收率较低的问题，而且相比于现有技术更加节能、环保

和安全。

附图说明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做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下面简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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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表示现有技术中成对设置燃烧器的蓄热式燃烧系统示意图。

图 2 表示本发明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在一个实施例中的结构示意图；

图 3 表示本发明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控制方法中点火步骤的结构示意图；

图 4 表示本发明设备中蓄热式燃烧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 5 表示本发明的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的控制方法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的流程示意图

在图中，相同的构件由相同的附图标记标示。附图并未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附图标记



的说明如下：

1 炉体

101 炉膛

2、2 1、22、23、24、25 蓄热室燃烧器

201 进风 口

202 排烟 口

203 蓄热体

204 球 门

205 篦子砖

206 清灰 门

207 积灰室

208 蓄热室

3 烧嘴

401 燃气管路

402 助燃气体管路

403 烟气管路

5 1 燃气 阀

5 11 第一燃气 陶

512 第二燃气 陶

513 第三燃气 阀

52 助燃气体换 向阀

521 第一助燃气体换 向陶

522 第二助燃气体换 向陶

523 第三助燃气体换 向阔

5 烟气换 向阀

531 第一烟气换 向阀

532 第二烟气换 向阀

533 第三烟气换 向阀

601 引风机

602 鼓风机

具体实施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

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

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其包括与炉膛相

连的至少五个蓄热式燃烧器以及用于控制所述蓄热式燃烧器的控制器，控制器切换所述蓄热

式燃烧器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使得在任意时刻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比用

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多，并且当燃烧生产时，在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的

过程中，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

本发明的设备设置有至少 5 个蓄热式燃烧器，控制器控制设备在任意时刻用于排烟的蓄

热式燃烧器的数量比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多，因此其能够将燃烧过程所产生的高

温烟气及时排出，确保设备的排烟顺畅和生产安全。由于在燃烧生产过程中，始终有至少一

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一方面可以提高设备的燃烧效率，保证燃料充分燃烧；另一

方面能够保证蓄热式燃烧设备内部的炉压稳定，避免了传统成对设置燃烧器的蓄热式燃烧设

备在交替切换时容易出现的炉压波动大、爆鸣爆炉现象的发生；再一方面保证炉膛内炉温的

稳定。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在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

蓄热式燃烧器保持排烟工作。由此进一步提高了设备的排烟能力以及炉压的稳定。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本发明的设备严格密封，炉膛内的全部烟气通过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排出。

本发明的设备没有设置用于排烟的辅助管道或泄压口，燃烧过程所产生的全部高温烟气

均通过蓄热式燃烧器排出，蓄热室的排烟温度即为实际排烟温度，总的烟气余热回收率可以

提高到 85% 以上，可以比现有技术中成对设置燃烧器的蓄热式燃烧设备节能至少 25%~30% ，

节能潜力巨大，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总烟气余热回收率较低的问题，而且相比于现有技术

更加节能和环保。

本发明的设备也无需加大蓄热式燃烧器的烧嘴的开孔或者蓄热室内蓄热体的气流通道面

积，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助燃气体过剩较多、燃烧效率偏低、火焰形状与刚度较差等问题，极

大降低了烟气中CO、C0 2以及NOx等污染物的生成量。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当燃烧生产时，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与用于

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的比率保持不变。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与用于燃烧的蓄热式

燃烧器的数量保持恒定，进一步保证了炉膛内炉压的稳定，防止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炉压剧

烈波动的现象。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比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

烧器的数量多一个。此时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中的蓄热体吸收烟气余热的时间更长，进

一步提高了烟气余热的利用率。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控制器切换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中的一个用于排烟，

同时切换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中的一个用于燃烧。同时切换可以实现烟气余热的极限回

收和助燃气体的高效预热。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控制器顺次地切换一个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

烟，并且顺次地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由此延长了单个蓄热式燃烧器

用于排烟的工作时间，使得蓄热体吸热更加充分，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回收总的高

温烟气的余热，改善了生产及周边环境，极大降低了烟气的热量损失，减少了生产劳动强度。

经本发明的发明人的大量实验验证，在本发明的设备中，高温烟气可以以不高于 200 C、以

不高于 180 C、以不高于 150 C、以不高于 120 C或以不高于 100 C的温度经过换向陶排出。

当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经换向后用于燃烧时，预热助燃气体的温度效率可以提高到 95%

以上，助燃气体的预热温度可以比炉膛温度仅低 100 C左右，从而进一步减小炉膛内压差的

变化，确保燃烧生产的稳定进行。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控制器周期性切换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并且周期性切换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由此可消除炉膛局部高温区，使温度分

布更均匀。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控制器按照间隔时间段 T/m 逐个切换蓄热式燃烧器以交

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其中 m 为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T 为用于燃烧的蓄热式

燃烧器每次用于燃烧的工作时间。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按照间隔时间段 T/m 滚动逐个切换蓄热式燃烧器以交替用于燃烧或

用于排烟，不仅有效控制了炉膛压力，进一步避免了在蓄热式燃烧器换向时炉压剧烈波动，

而且延长了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的时间，提高了总烟气余热的回收率。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每次用于燃烧的工作时间 T 为

15 300 秒，优选 30 200 秒。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控制器切换所述蓄热式燃烧器被控制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

当所述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时，其可对助燃气体进行预热；当所述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时，其又可吸收燃烧所产生的高温烟气的热量，准确控制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的时间，不

仅可以提高烟气余热回收率，而且可以提高燃烧效率。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各个所述蓄热式燃烧器彼此相同。由此燃烧与排烟效果

更好。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多个蓄热式燃烧器可以构成一个燃烧器单元，所述设备

可包括多个燃烧器单元，控制器切换多个燃烧器单元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使得所述

设备在任意时刻用于排烟的燃烧器单元的数量比用于燃烧的燃烧器单元的数量多。炉膛内的

高温烟气通过用于排烟的燃烧器单元被全部排出。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炉体包括炉膛、炉墙、炉底、炉顶和炉门。其中，炉膛是由炉

墙、炉顶和炉底包围起来供燃烧的立体空间，炉门开设于炉墙上。炉墙、炉底和炉顶统称为

炉衬。在炉子运行过程中，炉衬不仅能够在高温和荷载条件下保持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且

能够承受炉膛内气体的冲刷和炉渣的腐蚀，而且还有足够的绝热保温和气密性能。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炉膛具有足够的空间，并布置足够的受热面。此外，还有合理

的形状和尺寸，便于和燃烧器配合，组织炉内空气动力场，使火焰不贴壁、不冲墙、充满度

高，壁面热负荷均匀。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控制器是一种在短时间内，按照预定的组成程序，选择和切换

蓄热式燃烧器交替用于燃烧和用于排烟的控制方式。执行顺序控制或微机控制的控制器包括

至少一个中央处理单元的可编程控制器，一个 ROM 存储程序，接口和其它。在本发明的设

备中，所述控制器分别与点火装置、燃气阀、助燃气体换向陶及烟气换向陶相连，用于控制

点火装置的点火工作以及控制阀的工作。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助燃气体可以是空气、富氧或者氧气。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燃料可以是气体燃料或者液体燃料。可用作本发明的气体燃料

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天然气、高炉煤气、焦炉煤气、转炉煤气、发生炉煤气或者混合煤气。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篦子砖可以是金属材料或者非金属材料，可用作本发明的篦子

砖的材料实例包括但不限于：耐热铸铁、耐热钢、不定形耐火材料或定形耐火材料。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所述烧嘴是指按一定的比例和一定混合条件将燃料和助燃气体供入

炉内燃烧或在 自身内部实现燃烧的装置。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的控制方法，其包括如下步

骤：

点火步骤：使一个蓄热式燃烧器首先进行点火燃烧；

启动步骤：逐一启动 m-1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直至有 m 个蓄热式燃烧器均用于燃

烧， n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其中 n>m ，且 n+mS ≥5，n 和 m 均为自然数；

燃烧步骤：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进行燃烧工作，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将炉膛内

的烟气排出；

切换步骤：切换一个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



烧器用于燃烧，使得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比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多，

且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

循环步骤：返回执行燃烧步骤，直至燃烧工作结束。

将本发明的控制方法应用于蓄热式燃烧设备，一方面可以提高设备燃烧效率，保证燃料

充分燃烧，另一方面能够保证蓄热式燃烧设备内部的炉压稳定，避免了传统成对分布燃烧器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在交替切换时容易出现的爆鸣爆炉现象的发生。再一方面保证炉膛内炉温

的稳定。此外，燃烧过程所产生的全部高温烟气均通过蓄热式燃烧器排出，总的烟气余热回

收率可以提高到 85% 以上，比现有技术中成对设置燃烧器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可以节能至少

20%~25%, 节能潜力巨大，不仅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总烟气余热回收率较低的问题，而且相比

于现有技术更加节能、环保和安全。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炉膛内的全部烟气通过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排出。

本发明的方法将燃烧过程所产生的全部高温烟气均通过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排出，

蓄热室的排烟温度即为实际排烟温度，总的烟气余热回收率提高到了 85%以上，相比于现有

技术更加节能。此外，本发明的方法还解决了现有技术中蓄热式燃烧器助燃气体过剩较多，

燃烧效率偏低、火焰形状与刚度较差等问题，极大降低了烟气中CO、C0 2以及NOx 等污染物

的生成量。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在所述切换步骤中，至少有两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排烟工

作。由此进一步提高了设备的排烟能力以及炉压的稳定。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在所述启动步骤中，以间隔时间段逐一启动 m-1 个蓄热

式燃烧器，直至 m 个蓄热式燃烧器均用于燃烧。以间隔时间段滚动式逐一启动蓄热式燃烧器，

由此保证了在启动步骤中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有效避免了爆鸣爆炉现

象的发生。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在所述切换步骤中，逐一切换一个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

器用于排烟，同时逐一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逐一切换可以实现蓄热

式燃烧器炉压的灵活控制，进一步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能。同时切换又可以实现烟气余热的

极限回收和助燃气体的高效预热。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在所述切换步骤中，顺次地切换一个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

烧器用于排烟，并且顺次地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由此确保处于排烟

状态的燃烧器的数量比处于燃烧状态的燃烧器的数量多，有效延长了单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

排烟的工作时间，使得蓄热体吸热更加充分，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回收总的高温烟

气的余热，改善了生产及周边环境，极大降低了烟气的热量损失，减少了生产劳动强度。此

夕卜，还进一步了减小炉膛内压差的变化，确保燃烧生产的稳定进行。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在所述切换步骤中，周期性地切换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

烧器用于排烟，并且周期性地切换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由此可消除炉膛局部

高温区，使温度分布更均匀。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所述间隔时间段为 T/m ，其中 T 为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

烧器每次用于燃烧的工作时间。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例，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每次用于燃烧的工作时间 T 为

15 300 秒，优选 30 200 秒。

在本发明的设备中，控制器切换所述蓄热式燃烧器被控制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

当所述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时，其可对助燃气体进行预热；当所述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时，其又可吸收燃烧所产生的高温烟气的热量。准确控制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的时间，不

仅可以提高烟气余热回收率，而且可以提高燃烧效率。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将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如图 2 所示。本实施例中的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

备包括炉体 1、设于炉体 1 内的炉膛 101、五个蓄热式燃烧器 2、燃气管路 401、助燃气体管

路 402、烟气管路 403 和换向阀 5。

所述炉体 1上没有设置与炉膛 101 相连通的用于将炉膛内的烟气直接排出的辅助管道，

具有严格的密封性。

所述炉膛 101 的炉膛壁上开孔。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第三蓄热

式燃烧器 23、第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均设置于该炉膛 101 的开孔位置

上，并通过该孔与所述炉膛 101 相连通，从而连接于炉体 1上。

每个蓄热式燃烧器均包括烧嘴 3 以及蓄热室 208。烧嘴 3 与用于提供燃气的燃气管路 401

连通。蓄热室 208 的一端通过烧嘴 3 与炉膛 101 连通，蓄热室 208 的另一端通过进风口 201

和排烟口 202 分别与用于提供助燃气体的助燃气体管路 402 和用于排烟的烟气管路 403 相连

通。

蓄热室 208 内填充有蓄热体 203。助燃气体管路 402 与蓄热体 203 通过助燃气体换向阀

52 连通；烟气管路 403 与蓄热体 203 通过烟气换向阀 53 连通；燃气管路 401 的一端通过燃

气阀 5 1 与所述烧嘴 3 连通，燃气管路 401 的另一端与燃气源相连。烧嘴 3 上设置有点火装置。

燃气陶 5 1、助燃气体换向陶 52、烟气换向阀 53 以及点火装置均与控制器相连。每次切

换时，控制器就是通过控制燃气阀 5 1、助燃气体换向阀 52、烟气换向阀 53 以及点火装置来

实现蓄热式燃烧器 2 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的，即所述控制器可以控制每个蓄热式燃烧器



2 的燃气管路 401 、助燃气体管路 402 以及烟气管路 403 的关 闭与导通 。优选地 ，助燃气体管

路 402 的进 口端可 以连接有鼓风机 602, 烟气管路 403 的出 口端可 以设置有 引风机 601 。

在本实施例 中，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 的工作原理如下 ：

设定 2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3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每个蓄热式燃烧器用 于

燃烧 的工作时间为 60s ，递进切换 的间隔时间为 60s/2=30s 。

控制器首先控制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点火燃烧 ，此 时第 一燃气 陶 5 11 和第 一助燃气体换

向阀 521 打开 ，第一烟气换 向阀 531 关 闭。

间隔 30s 后 ，控制器启动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开始用于燃烧 ，同时启动第三蓄热式燃烧

器 23、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用于排烟 ，此 时所述设备进入燃烧生产

工作 。从鼓风机 602 出来 的常温空气 （助燃气体 ）通过助燃气体管路 402 由第一助燃气体换

向阀 521 进入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同时 由第二助燃气体换 向阀 522 进入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后 ，在经过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和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中的蓄热体 203 时被加热 ，在极

短时间内常温空气被加热到接近炉膛 101 的温度 ，被加热 的高温空气进入炉膛 101 后 ，卷吸

周 围炉 内的烟气形成一股含氧量大大低于 21% 的稀薄贫氧高温气流 ，同时通过燃气管路 401

由第一燃气 阀 5 11 和第二燃气 阀 512 往稀薄高温空气 中心注入燃料 ，燃料在贫氧 （2%~20%)

状态下实现燃烧 ，火焰从烧嘴喷 出。与此 同时，炉膛 101 内燃烧后产生 的全部高温烟气通过

烟气管路 403 经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以及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及 时

排 出。高温烟气在通过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以及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时，将显热储存在蓄热体 203 内，然后在 引风机 601 的作用下 以不高于 120 °C 的低温烟气

经过第三烟气换 向阀 533 、第 四烟气换 向阀 534 以及第五烟气换 向阀 535 而排 出。

间隔 30s 后 ，第一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的工作时间满 60s ，控制器切换第一蓄热式燃烧

器 2 1 用于排烟 ，同时切换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 用于燃烧 ，此 时第一燃气 陶 5 11 和第一助燃

气体换 向陶 521 关 闭，第一烟气换 向阀 531 打开 ，同时第三燃气 陶 513 和第三助燃气体换 向

陶 523 打开 ，第三烟气换 向阀 533 关 闭。由此 ，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和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 用于燃烧 ，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用于排烟 。

间隔 30s 后 ，第二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的工作时间满 60s ，控制器切换第二蓄热式燃烧

器 22 用于排烟 ，同时切换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用于燃烧 ，此 时第二燃气 阀 512 和第二助燃

气体换 向陶 522 关 闭，第二烟气换 向阀 532 打开 ，同时第 四燃气 陶 514 和第 四助燃气体换 向

陶 524 打开 ，第 四烟气换 向陶 534 关 闭。由此 ，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 和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用于燃烧 ，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用于排烟 。

以此实现逐一、顺次切换五个蓄热式燃烧器分别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 ，保证用于排烟 的蓄热

式燃烧器 的数量与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的比率为 1.5 不变 ，直至第一蓄热式燃烧



器 2 1 再次用于燃烧 时，即完成 了一个周期 ，周期时间为 150s 。在一个周期 中，单个蓄热式燃

烧器用于燃烧 的时间为设定 的 60s ，单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的时间却为 90s ，比现有技术

中成对分布燃烧器 的蓄热式燃烧系统 中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 的排烟 时间增加 了 0.5 倍 。因此 ，

本实施例 的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使得蓄热体吸热更加充分 ，在安全生产 的前提下最大 限

度 回收总的高温烟气 的余热 ，改善 了生产及周边环境 ，极大 降低 了烟气 的热量损失，减少 了

生产劳动强度 。

作为本发 明的另一个优选实施例 ，蓄热式燃烧器 2 包括与炉膛 101 相连通 的至少一个烧

嘴 3，每个蓄热式燃烧器所包括 的烧嘴 的总功率相 同。优选地 ，每个蓄热式燃烧器包括与炉

膛相连通 的一个烧嘴 3，每次 同时切换 的蓄热式燃烧器所包括 的烧嘴 的总功率相 同。

在另一个优选实施例 中，蓄热体 203 全部位于烧嘴 3 的上方 。以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为

例 ，当其用于排烟 时，高温烟气及灰尘 自下而上地通过蓄热体 203 ， 由于重力原 因，灰尘难

以大量聚积在蓄热体上 。当控制器切换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用于燃烧 时，助燃气体 自上而下

地通过蓄热体 203 ，又很容易将灰尘 吹扫下来 。由于相对于下置式蓄热体 的蓄热式燃烧 设备

而言 ，助燃气体通过蓄热体 203 的速度 比烟气通过蓄热体 的速度高 ，因此设备 的 自吹扫清灰

能力显著增强 ，蓄热体 203 不易积尘与板结 ，延长 了蓄热体 203 清灰周期及其使用寿命 ，极

大地减少 了蓄热体 的维护工作量与费用 。

在另一个优选实施例 中，将本发 明的设备用于铝熔炼炉 ，蓄热体 203 的清灰周期可达到

6 个月，而相 同条件下采用下置式蓄热体时，蓄热体 的清灰周期最多只有 3 个月 。

优选地 ，所述蓄热室 208 被全部设置于炉体 1 的顶部 ，这样既节省空 间，又提高 了排烟

效率 。

优选地 ，蓄热体 203 的形状为球状 ，材质为刚玉 。

在另一个优选实施例 中，如 图 4 所示 ，蓄热室 208 的内腔被设置有通孔 的篦子砖 205 分

为上下两部分 ，篦子砖 205 的形状与蓄热室 208 的形状相 同，例如可 以为圆柱状或立方体状 ，

但是在垂直方 向上 的高度小于蓄热室 205 的高度 。蓄热体 203 位 于篦子砖 205 的上部 ，蓄热

室 208 的顶部开设有连接助燃气体管路 402 的进风 口 201 以及连接烟气管路 403 的排烟 口 202 。

篦子砖 205 的下部设置有积灰室 207 ，在蓄热室 208 上部靠近篦子砖 205 的侧壁上设有取放

蓄热体 的球 门 204 ，在蓄热室 208 下部靠近底部 的侧壁上设有清 除灰尘 的清灰 门 206 。

本发 明所提供 的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 的控制方法 ，其包括 点火步骤 、启动步骤 、燃烧步

骤 、切换步骤和循环步骤 ，如 图 5 所示 。下面将详细地描述本发 明的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 的

控制方法及其各个步骤 。

在一个实施例 中，蓄热式燃烧设备包括 5 个蓄热式燃烧器 ，其 中 2 个用于燃烧 ，3 个用



于排烟 。设定每个蓄热式燃烧器每次用于燃烧 的工作时间为 60s ，则递进切换 的间隔时间为

60s/2=30s 。

点火步骤包括使一个蓄热式燃烧器首先进行点火燃烧 ，如 图 3 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控

制器控制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点火燃烧 。

启动步骤包括 以间隔时间段逐一启动 m-1 个蓄热式燃烧器直至有 m 个蓄热式燃烧器均用

于燃烧 ，启动 n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其 中，n>m ，且 n +m 5。在本实施例 中，间隔

时间 30s 后启动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同时启动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均用于排烟 。

燃烧步骤包括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进行燃烧工作，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将炉膛

内的烟气全部排 出。在本实施例中，控制器将启动步骤 中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和第二蓄热式

燃烧器 22 进行燃烧工作，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将炉膛 内的烟气全部排 出。

在一个优选 的实施例 中，所述燃烧步骤 中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与用于燃烧 的

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的比率 n m 保持不变 。在本实施例 中，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与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的比率 1.5 保持不变 。

切换步骤包括 以间隔时间段逐一切换一个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同时切换

一个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在本实施例 中，再次间隔 30s 后 ，第 一蓄热式燃烧

器用于燃烧 的工作时间满 60s ，控制器切换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 用于排烟 ，同时切换第三蓄

热式燃烧器 23 用于燃烧 ，此时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和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 用于燃烧 ，第一

蓄热式燃烧器 2 1、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用于排烟 ；再次间隔 30s 后 ，

第二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的工作时间满 60s ，控制器切换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用于排烟 ，

同时切换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用于燃烧 ，此时第三蓄热式燃烧器 23 和第 四蓄热式燃烧器 24

用于燃烧 ，第一蓄热式燃烧器 2 1、第二蓄热式燃烧器 22 和第五蓄热式燃烧器 25 用于排烟 。

以此实现逐一、顺次切换五个蓄热式燃烧器分别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 ，直至第一蓄热式燃烧

器 2 1 再次用于燃烧 时，即完成 了一个周期，周期时间为 150s 。此后 ，开始重新执行燃烧步骤 ，

循环进行燃烧生产，直至燃烧生产结束 。

在本实施例 中，在所述切换步骤 中，顺次切换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 中的 1 个用于排

烟 。由此将用于燃烧 的 1 个蓄热式燃烧器切换为用于排烟 ，同时顺次切换用于排烟 的燃烧器

中的 1 个用于燃烧 ，由此将用于排烟 的 1 个蓄热式燃烧器切换为用于燃烧 ，从而确保设备在

任意时刻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比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多。

在本实施例 中，一个周期中，任一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工作的时间为 60s ，而用于排

烟工作的时间为 90s ，有效延长单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的工作时间，使得蓄热体吸热更加



充分，在安全生产 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回收总的高温烟气 的余热 ，改善 了生产及周边环境 ，极

大降低 了烟气 的热量损失，减少了生产劳动强度 。此外 ，本发明的方法还进一步减小了炉膛

内压差 的变化 ，确保燃烧生产 的稳定进行 ，避免了爆鸣爆炉现象 的发生。

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的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及方法具有如下突出技术效果：

( 1) 排烟顺畅、炉压稳定 。燃烧产生的烟气能够及时地被蓄热式燃烧器全部排 出，确

保设备工作的安全性

(2) 温差小 ，加热质量好 。燃烧炉 内温度分布均匀 ，温差达±5 C ，加上炉 内较低 的含

氧环境 ，对加热工件极为有利 。既提高了加热速度和加热质量 ，又减少了工件氧化烧损率 ，

大大提高了炉子产量 。

(3) 节 能效果显著 。总的烟气余热 回收率可 以提高到了 85% 以上 ，比现有技术 中成对

设置燃烧器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可 以节能至少 25%~30% 。

(4) 污染物排放少 。燃烧过程 的充分性大大减少了烟气 中CO、C0 2和其他温室气体的

排放 ；高温低氧 的燃烧环境 以及烟气 回流 的掺混作用 ，大大抑制 了NOx 的生成 ，此外 ，高温

环境抑制 了二恶英 的生成 ，排放废气迅速冷却 ，有效阻止 了二恶英 的再合成 ，故二恶英 的排

放大大减少；火焰在整个炉膛 内逐渐扩散燃烧 ，燃烧噪音低 。因此本发明的设备或方法属于

环境协调型蓄热式燃烧技术 。

(5) 安全系数更高 。有效避免了传统成对布置燃烧器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及控制方法在

交替切换时容易出现 的爆鸣爆炉现象 的发生 。

应当注意的是，以上所述 的实施例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 限制 。

通过参照典型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 了描述 ，但应当理解为其 中所用 的词语为描述性和解释性

词汇 ，而不是限定性词汇 。可 以按规定在本发明权利要求 的范围内对本发明作出修改，以及

在不背离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 内对本发明进行修订 。尽管其 中描述 的本发明涉及特定的方法、

材料和实施例 ，但是并不意味着本发明限于其 中公开的特定例 ，相反，本发明可扩展至其他

所有具有相 同功能的方法和应用 。



权鞭 求书

1. 一种递进切换蓄热式燃烧设备，其包括与炉膛相连的至少五个蓄热式燃烧器以及用于

控制所述蓄热式燃烧器的控制器，控制器切换所述蓄热式燃烧器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

使得在任意时刻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比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多，且在

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的过程中，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在控制器切换任一个蓄热式燃烧器的过程

中，至少有两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排烟工作。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炉膛 内的全部烟气通过用于排烟的蓄

热式燃烧器排出。

4 . 根据权利要求 1~3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当燃烧生产时，用于排烟的

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与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的比率保持不变。

5 . 根据权利要求 1~4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的

数量比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多一个。

6 . 根据权利要求 1~5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控制器切换用于燃烧的蓄热

式燃烧器中的一个用于排烟，同时切换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中的一个用于燃烧 。

7 . 根据权利要求 1~6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控制器顺次地切换一个用于

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并且顺次地切换 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

8. 根据权利要求 1~7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控制器周期性切换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并且周期性切换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 。

9 . 根据权利要求 1~8 中任意一项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控制器按照间隔时间段

T/m 逐个切换蓄热式燃烧器以交替用于燃烧或用于排烟，其中 m 为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T 为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每次用于燃烧的工作时间。

10. 根据权利要求 9 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T 为 15~300 秒，优选 30~200 秒。

11. 根据权利要求 1~10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各个所述蓄热式燃烧器彼

此相同。

12. 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的控制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

点火步骤：使一个蓄热式燃烧器首先进行点火燃烧；

启动步骤：逐 一启动 m-1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烧，直至有 m 个蓄热式燃烧器均用于燃

烧， n 个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其中 n>m ，且 n+mS ≥5，n 和 m 均为 自然数；

燃烧步骤：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进行燃烧工作，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将炉膛 内

的烟气排出；

切换步骤：切换一个用于燃烧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



烧器用于燃烧 ，使得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 的数量 比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的数量多，

且至少有另一个蓄热式燃烧器保持燃烧工作；

循环步骤：返回执行燃烧步骤，直至燃烧工作结束 。

13. 根据权利要求 12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炉膛 内的全部烟气通过用于排烟的蓄热

式燃烧器排出。

14. 根据权利要求 12 或 13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切换步骤中，至少有两个蓄

热式燃烧器保持排烟工作。

15. 根据权利要求 12~14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启动步骤中，以间

隔时间段逐一启动 m-1 个蓄热式燃烧器，直至 m 个蓄热式燃烧器均用于燃烧 。

16. 根据权利要求 12~15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切换步骤中，逐一

切换一个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同时逐一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

于燃烧 。

17. 根据权利要求 16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切换步骤中，以间隔时间段逐一

切换一个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同时逐一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器用

于燃烧 。

18. 根据权利要求 12~17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切换步骤中，顺次

地切换一个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 ，并且顺次地切换一个用于排烟的蓄热式燃烧

器用于燃烧 。

19. 根据权利要求 12~18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切换步骤中，周期

性切换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排烟，并且周期性切换用于排烟 的蓄热式燃烧器用于燃

烧 。

20. 根据权利要 15~19 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间隔时间段为 T/m ，其

中 T 为用于燃烧 的蓄热式燃烧器每次用于燃烧 的工作时间。

21. 根据权利要求 20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T 为 15~300 秒，优选 30~200 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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