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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包括依次串联

连接的进气系统、第一燃烧系统、炉膛、第二燃烧

系统、出气系统，所述进气系统与第一燃烧系统

之间设有法兰一连接，所述第一燃烧系统与炉膛

之间设有法兰二连接，所述第一燃烧系统包括烧

嘴壳体、安装在烧嘴壳体内的绝热层、安装在烧

嘴壳体靠近炉膛一侧的混合头、从远离炉膛的一

侧插入烧嘴壳体中安装的燃气导管和点火烧嘴，

所述烧嘴壳体内设有用于连通进气系统和混合

头的集气室，所述混合头包括烧嘴砖，所述烧嘴

砖上设有燃烧室、一级空气通孔、二级空气通孔、

燃气喷口、点火喷口，所述燃烧室与炉膛连通，所

述一级空气通孔、二级空气通孔、燃气喷口、点火

喷口均贯穿整个烧嘴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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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串联连接的进气系统（1）、第一燃

烧系统（2）、炉膛（3）、第二燃烧系统（4）、排气系统（5），所述进气系统（1）与第一燃烧系统

（2）之间设有法兰一（6）连接，所述第一燃烧系统（2）与炉膛（3）之间设有法兰二（7）连接，所

述第一燃烧系统（2）包括烧嘴壳体（21）、安装在烧嘴壳体（21）内的绝热层（22）、安装在烧嘴

壳体（21）靠近炉膛（3）一侧的混合头（23）、从远离炉膛（3）的一侧插入烧嘴壳体（21）中安装

的燃气导管（24）和点火烧嘴（25），所述烧嘴壳体（21）内设有用于连通进气系统（1）和混合

头（23）的集气室（26），所述混合头（23）包括烧嘴砖（27），所述烧嘴砖（27）上设有燃烧室

（271）、一级空气通孔（272）、二级空气通孔（273）、燃气喷口（274）、点火喷口（275），所述燃

烧室（271）与炉膛（3）连通，所述一级空气通孔（272）、二级空气通孔（273）、燃气喷口（274）、

点火喷口（275）均贯穿整个烧嘴砖（2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燃气导管（24）

包括主燃气管（241）和辅燃气管（242），所述主燃气管（241）与辅燃气管（242）并联连接，所

述辅燃气管（242）一端套接在主燃气管（241）的外壁，所述主燃气管（241）伸入至燃烧室

（271）内靠近炉膛（3）的一侧，所述辅燃气管（242）伸入至燃烧室（271）内远离炉膛（3）的一

侧，所述点火烧嘴（25）穿过点火喷口（275）伸入至燃烧室（271）内远离炉膛（3）的一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系统（1）包

括进气导管（11）、蓄热箱（12），所述进气导管（11）与蓄热箱（12）之间设有连接头（13）紧密

连接，所述进气导管（11）上设有用于与蓄热箱（12）连接的主导管（111），所述主导管（111）

上设有空气导管（112）和烟气导管（113），所述空气导管（112）和烟气导管（113）并联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热箱（12）包

括蓄热箱壳体（121）、安装于蓄热箱壳体（121）内壁的保温层（122）、设置在保温层（122）内

的蓄热室（123），所述蓄热室（123）连通进气导管（11）和第一燃烧系统（2）。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导管

（112）、烟气导管（113）、主燃气管（241）和辅燃气管（242）上均设有开关阀（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系统（1）与

排气系统（5）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燃烧系统（2）与第二燃烧系统（4）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

燃烧系统（2）和第二燃烧系统（4）分别设置在炉膛（3）的两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空气通孔

（272）和二级空气通孔（273）均设有多个，所述一级空气通孔（272）的孔径小于二级空气通

孔（273）的孔径。

8.根据权利要求1或7任一所述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气系

统（1）和排气系统（5）、第一燃烧系统（2）和第二燃烧系统（4）为成对安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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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蓄热式烧嘴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

背景技术

[0002] 蓄热式燃烧技术是在上世纪早期节能意识条件下出现的一种回收烟气余热的技

术，后发展成为高温空气燃烧技术之一。蓄热式技术是较为成熟的一种余热回收利用方式，

其工作原理的要点就是作为热量载体的蓄热体周期性地被高温气体加热和向低温气体放

热以实现热量的传递。将蓄热式燃烧技术应用于烧嘴研究上则出现了蓄热式烧嘴，也就是

现在的常规蓄热式烧嘴，多用于热处理炉等加热场合。

[0003] 常规蓄热式烧嘴实现了能够利用烟气余热来预热助燃空气，但在现今节能与环保

的国际化大形势下，此类常规蓄热式烧嘴存在的结构和技术问题同样严重：蓄热箱结构设

计粗糙，体积巨大；蓄热体材料寿命短，常规结构更换麻烦，成本大；换热效率较低，无法控

制排烟温度和空气预热温度；被预热后的高温空气与燃气进行燃烧后火焰中心温度升高，

NOx的污染物生成量急剧增大等。

[0004] 针对现今常规蓄热式烧嘴存在的问题，如何能更高效地利用烟气余热，降低NOx等

污染物的产生，同时提高设备使用寿命和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是现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

[0006]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包括依次串联连接的进气系统、第一燃烧系统、炉膛、

第二燃烧系统、出气系统，所述进气系统与第一燃烧系统之间设有法兰一连接，所述第一燃

烧系统与炉膛之间设有法兰二连接，所述第一燃烧系统包括烧嘴壳体、安装在烧嘴壳体内

的绝热层、安装在烧嘴壳体靠近炉膛一侧的混合头、从远离炉膛的一侧插入烧嘴壳体中安

装的燃气导管和点火烧嘴，所述烧嘴壳体内设有用于连通进气系统和混合头的集气室，所

述混合头包括烧嘴砖，所述烧嘴砖上设有燃烧室、一级空气通孔、二级空气通孔、燃气喷口、

点火喷口，所述燃烧室与炉膛连通，所述一级空气通孔、二级空气通孔、燃气喷口、点火喷口

均贯穿整个烧嘴砖。

[0008]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燃气导管包括主燃气管和辅燃气管，所述主燃气管与辅燃

气管并联连接，所述辅燃气管一端套接在主燃气管的外壁，所述主燃气管伸入至燃烧室内

靠近炉膛的一侧，所述辅燃气管伸入至燃烧室内远离炉膛的一侧，所述点火烧嘴穿过点火

喷口伸入至燃烧室内远离炉膛的一侧。

[0009]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进气系统包括进气导管、蓄热箱，所述进气导管与蓄热箱之

间设有连接头紧密连接，所述进气导管上设有用于与蓄热箱连接的主导管，所述主导管上

设有空气导管和烟气导管，所述空气导管和烟气导管并联连接。

[0010]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蓄热箱包括蓄热箱壳体、安装于蓄热箱壳体内壁的保温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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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保温层内的蓄热室，所述蓄热室连通进气导管和第一燃烧系统。

[0011]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空气导管、烟气导管、主燃气管和辅燃气管上均设有开关

阀。

[0012]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进气系统与出气系统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燃烧系统与第

二燃烧系统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燃烧系统和第二燃烧系统分别设置在炉膛的两侧。

[0013]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一级空气通孔和二级空气通孔均设有多个，所述一级空气

通孔的孔径小于二级空气通孔的孔径。

[0014]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进气系统和出气系统、第一燃烧系统和第二燃烧系统为成

对安装结构。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可以通过打

开不同的开关阀，控制相对应的空气和燃气进入量，以及控制烧嘴发生燃烧的区域，从而实

现符合不同工作环境的多种加热模式，使燃气的燃烧更充分，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在本实

用新型中，打开辅燃气管和空气导管上的开关阀，使燃气与空气在燃烧室中点火燃烧，然后

将燃烧后的热量以及燃烧产物喷入炉膛中进行加热，形成保温加热模式；打开主燃气管和

空气导管上的开关阀，使燃气与空气弥散在炉膛空间中进行无焰燃烧，形成高温加热模式；

打开辅燃气管、主燃气管和空气导管的开关阀，使保温加热模式和高温加热模式均打开，形

成快速加热模式，通过三种不同加热模式使燃气的燃烧更充分、热效率更高、NOx的生成量

减少。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17] 图1为实施例一的整体安装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实施例一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0019] 图3为实施例一进气系统与第一燃烧系统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实施例一混合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实施例二的整体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实施例二内置式蓄热箱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图6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5] 实施例一：

[0026]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超低NOx的蓄热式烧嘴，包括依次串联连接的进气系统1、第

一燃烧系统2、炉膛3、第二燃烧系统4、排气系统5，所述进气系统1与第一燃烧系统2之间设

有法兰一6连接，所述第一燃烧系统2与炉膛3之间设有法兰二7连接，本实用新型通过成对

布置的方式，使烧嘴可以进周期性轮换燃烧排气工作，所述第一燃烧系统2包括烧嘴壳体

21、安装在烧嘴壳体21内的绝热层22、安装在烧嘴壳体21靠近炉膛3一侧的混合头23、从远

离炉膛3的一侧插入烧嘴壳体21中安装的燃气导管24和点火烧嘴25，所述烧嘴壳体21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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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于连通进气系统1和混合头23的集气室26，所述混合头23包括烧嘴砖27，所述烧嘴砖27

上设有燃烧室271、一级空气通孔272、二级空气通孔273、燃气喷口274、点火喷口275，所述

燃烧室271与炉膛3连通，所述一级空气通孔272、二级空气通孔273、燃气喷口274、点火喷口

275均贯穿整个烧嘴砖27，通过合理的结构布置，使混合头23与各部件之间的连接更为紧

凑，燃气燃烧更充分，从而降低NOx的生成量，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0027]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燃气导管24包括主燃气管241和辅燃气管242，所述主

燃气管241与辅燃气管242并联连接，所述辅燃气管242一端套接在主燃气管241的外壁，所

述主燃气管241伸入至燃烧室271内靠近炉膛3的一侧，所述辅燃气管242伸入至燃烧室271

内远离炉膛3的一侧，所述点火烧嘴25穿过点火喷口275伸入至燃烧室271内远离炉膛3的一

侧。所述进气系统1包括进气导管11、蓄热箱12，所述进气导管11与蓄热箱12之间设有连接

头13紧密连接，所述进气导管11上设有用于与蓄热箱12连接的主导管111，所述主导管111

上设有空气导管112和烟气导管113，所述空气导管112和烟气导管113并联连接，通过空气

进气系统1和燃气导管24的进气量，以及其连通的燃烧区域，使本实用新型形成三种适应于

不同场合下的加热模式，从而使加热模式与工作的场合更匹配，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效果。

[0028]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蓄热箱12包括蓄热箱壳体121、安装于蓄热箱壳体121

内壁的保温层122、设置在保温层122内的蓄热室123，所述蓄热室123连通进气导管11和第

一燃烧系统2。所述空气导管112、烟气导管113、主燃气管241和辅燃气管242上均设有开关

阀8。

[0029]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进气系统1与排气系统5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燃烧系

统2与第二燃烧系统4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燃烧系统2和第二燃烧系统4分别设置在炉膛3

的两侧。所述一级空气通孔272和二级空气通孔273均设有多个，所述一级空气通孔272的孔

径小于二级空气通孔273的孔径。所述进气系统1和排气系统5、第一燃烧系统2和第二燃烧

系统4为成对安装结构。

[0030] 实施例二：

[0031] 如图5所示，实施例二的内容与实施例一大致相同，不同的结构在于：所述蓄热箱

12采用内置式结构，所述蓄热箱12的外侧设有箱盖124，在集气室26上连通有副空气导管

261，用于保温加热模式中通入空气进行加热，在辅燃气管242的外侧套接有风盘9，所述风

盘9上设有一次风通道91和二次风通道92，二次风通道92与集气室26之间设有通风间隙93。

[0032]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

[0033] 保温加热模式下：通过控制打开辅燃气管242和空气导管112上的开关阀8，燃气通

过辅燃气管242进入燃烧室271中，空气通过一级空气通孔272和二级空气通孔273分别进入

燃烧室271和炉膛3中，燃气与部分空气在燃烧室271中点火燃烧，然后将燃烧后的热量以及

燃烧产物喷入炉膛3中进行加热，然后切换另一侧进行上述工作模式形成一个加热周期。

[0034] 高温加热模式下：通过控制打开主燃气管241、空气导管112和烟气导管113上的开

关阀8，燃气通过主燃气管241进入炉膛3中，空气通过一级空气通孔272和二级空气通孔273

分别进入燃烧室271和炉膛3中，燃气与空气弥散在炉膛3空间中进行无焰燃烧，燃烧过程中

产生的烟气一部分通过另一侧的燃烧室271和一级空气通孔272进入蓄热室123，最后通过

烟气导管113排出，然后切换另一侧进行上述工作模式形成一个加热周期。高温情况下的热

力型NOx是主要NOx排放来源，采用本实用新型专利中的结构配合此高温加热模式，可使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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膛内进行无焰燃烧，不产生明显火焰，无局部高温，炉温均匀，大幅降低热力型NOx的生成，

实现超低NOx排放的目标。

[0035] 快速加热模式下：保温加热模式和高温加热模式同时工作，并且保温加热模式中

的点火烧嘴25持续保持点火状态。

[0036]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只要以基本相同手段实现本实用新型

目的的技术方案都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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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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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208735632 U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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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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