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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

条炉排蒸汽锅炉，包括：生物质燃料箱；螺旋输送

装置，连通于所述生物质燃料箱以接收生物质燃

料；链条炉排，连通于所述螺旋输送装置的下料

端以接收生物质燃料；燃烧腔本体，所述链条炉

排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中；灰渣斗，连通于所

述燃烧腔本体以盛接从所述链条炉排上掉落的

灰渣；第一水箱，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的

上方；第二水箱，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的

一侧；第一集热区，位于所述燃烧腔本体中的所

述第一水箱和所述第二水箱之间；烟管，连通在

所述第一水箱中；烟囱，连通于所述烟管的排烟

端。所述蒸汽锅炉通过设置两套功能独立的水

箱，使所述蒸汽锅炉既能够供应锅炉蒸汽也能够

供应锅炉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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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包括：

生物质燃料箱，用于存放生物质燃料；

螺旋输送装置，连通于所述生物质燃料箱以接收生物质燃料；

链条炉排，连通于所述螺旋输送装置的下料端以接收生物质燃料；

燃烧腔本体，所述链条炉排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中；

灰渣斗，连通于所述燃烧腔本体以盛接从所述链条炉排上掉落的灰渣；

第一水箱，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的上方，所述第一水箱上设有蒸汽出口；

第二水箱，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的一侧；

第一集热区，位于所述燃烧腔本体中的所述第一水箱和所述第二水箱之间；

烟管，连通在所述第一水箱中，所述烟管的进烟端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热区以获取高温

烟气；

烟囱，连通于所述烟管的排烟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链条

炉排的底端设有若干送风管，所述送风管上设有流量控制阀，若干所述送风管连通有一送

风机。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水箱还连通有第一集烟箱和第二集烟箱，所述烟管的第一换热烟管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热区

和所述第一集烟箱之间，所述烟管的第二换热烟管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烟箱和所述第二集烟

箱之间，所述第二集烟箱连通于所述烟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水箱还连通有进水管、排水管、检修人口和压力表。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水箱包括设在所述第二集烟箱中的换热水管、与所述换热水管连通的热水出口和与所述第

二水箱连通的冷水进口。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烟囱

上还连通有引风机和静电除尘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

水箱的底端设有波浪型的第一吸热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

水箱的底端设有波浪型的第二吸热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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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物质燃料锅炉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

炉排蒸汽锅炉。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锅炉是锅炉的一个种类，以生物质能源做为燃料的锅炉叫生物质锅炉，常

规的生物质锅炉包括给料系统、燃烧系统和烟风系统，给料系统将生物质燃料输送到燃烧

系统中，生物质燃料在燃烧系统中燃烧并经过热量交换，生成的烟尘被烟风系统经处理后

排入大气中，少量生物质燃料的燃后渣料被收集。

[0003] 但是，现有的生物质锅炉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仅能够供应水或蒸汽，往往，在使用

过程中，既需要锅炉蒸汽也需要锅炉热水。

[0004] 例如，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号为CN201920287025.2的专利申请文献公开了一种

燃生物质气的蒸汽锅炉，包括分别上下布置的锅炉本体和燃烧室，所述锅炉本体包括与燃

烧室连通的排烟通道和用于装水的锅筒，排烟通道上设有排烟口，排烟口设在锅炉本体前

端侧墙上部。锅筒位于排烟通道上下侧，排烟通道内排布有大量与锅筒连通的水冷壁管，上

侧锅筒上设有蒸汽出口。所述燃烧室的燃气进气端安装有生物质气的燃烧机，燃烧机位于

锅炉燃烧室前端炉墙上。燃烧室内靠近与排烟通道的连接处、即燃烧室的后部侧墙设有二

次风接口。

[0005] 上述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燃生物质气的蒸汽锅炉，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即存在

如上所述的技术问题。

[0006] 基于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

炉排蒸汽锅炉。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通过设置两套功能独

立的水箱，使所述蒸汽锅炉既能够供应锅炉蒸汽也能够供应锅炉热水。

[0008]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包括：

[0010] 生物质燃料箱，用于存放生物质燃料；

[0011] 螺旋输送装置，连通于所述生物质燃料箱以接收生物质燃料；

[0012] 链条炉排，连通于所述螺旋输送装置的下料端以接收生物质燃料；

[0013] 燃烧腔本体，所述链条炉排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中；

[0014] 灰渣斗，连通于所述燃烧腔本体以盛接从所述链条炉排上掉落的灰渣；

[0015] 第一水箱，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的上方，所述第一水箱上设有蒸汽出口；

[0016] 第二水箱，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的一侧；

[0017] 第一集热区，位于所述燃烧腔本体中的所述第一水箱和所述第二水箱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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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烟管，连通在所述第一水箱中，所述烟管的进烟端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热区以获取

高温烟气；

[0019] 烟囱，连通于所述烟管的排烟端。

[0020] 进一步地，所述链条炉排的底端设有若干送风管，所述送风管上设有流量控制阀，

若干所述送风管连通有一台送风机。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水箱还连通有第一集烟箱和第二集烟箱，所述烟管的第一换

热烟管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热区和所述第一集烟箱之间，所述烟管的第二换热烟管连通于所

述第一集烟箱和所述第二集烟箱之间，所述第二集烟箱连通于所述烟囱。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水箱还连通有进水管、排水管、检修人口和压力表。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水箱包括设在所述第二集烟箱中的换热水管、与所述换热水

管连通的热水出口和与所述第二水箱连通的冷水进口。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烟囱上还连通有引风机和静电除尘器。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水箱的底端设有波浪型的第一吸热壁。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水箱的底端设有波浪型的第二吸热壁。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越效果在于：

[0028] 1、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通过生物质燃料箱、

螺旋输送装置、链条炉排、第一水箱、第二水箱、烟管和烟囱的配合设置，使所述蒸汽锅炉既

能够供应锅炉蒸汽也能够供应锅炉热水。

[0029] 2、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通过第一集热区、第

一集烟箱、第二集烟箱、换热水管、第一换热烟管和第二换热烟管的配合设置，使生物质燃

料产生的热量被多次吸收，避免了热量的浪费。

[0030] 3、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通过第一吸热壁和第

二吸热壁的配合设置，使第一水箱和第二水箱的受热面积增大，提高了加热的效率。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的结构示意

图。

[0032] 图中：1‑生物质燃料箱、2‑螺旋输送装置、3‑链条炉排、31‑送风管、32‑流量控制

阀、33‑送风机、4‑燃烧腔本体、5‑灰渣斗、6‑第一水箱、61‑蒸汽出口、62‑第一集烟箱、63‑第

二集烟箱、64‑第一吸热壁、65‑进水管、66‑排水管、67‑检修人口、68‑压力表、7‑第二水箱、

71‑换热水管、72‑热水出口、73‑冷水进口、74‑第二吸热壁、8‑第一集热区、9‑烟管、91‑第一

换热烟管、92‑第二换热烟管、10‑烟囱、101‑引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下面结合附图和具

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的详细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

请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34] 实施例

[0035] 如图1所示，一种新型水火管生物质链条炉排蒸汽锅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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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生物质燃料箱1，用于存放生物质燃料；

[0037] 螺旋输送装置2，连通于所述生物质燃料箱1以接收生物质燃料；

[0038] 链条炉排3，连通于所述螺旋输送装置2的下料端以接收生物质燃料；

[0039] 燃烧腔本体4，所述链条炉排3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4中；

[0040] 灰渣斗5，连通于所述燃烧腔本体4以盛接从所述链条炉排3上掉落的灰渣；

[0041] 第一水箱6，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4的上方，所述第一水箱6上设有蒸汽出口

61；

[0042] 第二水箱7，固定设置在所述燃烧腔本体4的一侧；

[0043] 第一集热区8，位于所述燃烧腔本体4中的所述第一水箱6和所述第二水箱7之间；

[0044] 烟管9，连通在所述第一水箱6中，所述烟管9的进烟端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热区以获

取高温烟气；

[0045] 烟囱10，连通于所述烟管9的排烟端；

[0046] 其中，所述生物质燃料箱1内的生物质燃料通过所述螺旋输送装置2进入到所述燃

烧腔本体4中的所述链条炉排3上进行燃烧，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在所述第一集热区8集中，

高温烟气通过所述烟管9对所述第一水箱6内的水进行换热而使所述第一水箱6产生高温蒸

汽，高温烟气经过所述烟管9后热量被吸收，通过烟囱10排向大气，另外，所述第一水箱6和

所述第二水箱7的外壁抵近所述链条炉排3上的所述生物质燃料产生的火焰，火焰通过热辐

射的方式也对所述第一水箱6和所述第二水箱7中的水进行加热，所述第一水箱用于提供高

温蒸汽，所述第二水箱7用于提供热水。

[0047] 所述链条炉排3的底端设有若干送风管31，所述送风管上设有流量控制阀32，若干

所述送风管31连通有一台送风机33。

[0048] 所述烟囱10上还连通有引风机101和静电除尘器。

[0049] 所述第一水箱还连通有进水管65、排水管66、检修人口67和压力表68。

[0050] 所述链条炉排3上设有点火器，用于对所述生物质燃料进行点火。

[0051] 为了观察火势及生物质燃料的燃烧情况，所述燃烧腔本体4上还设有观察窗(图中

未示意)。

[0052] 为了调整所述生物质燃料的输送量，所述螺旋输送装置2的驱动电机采用调速电

机。

[0053]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螺旋输送装置2伸入所述燃烧腔本体4中以使所述燃烧腔本体

4中的热量对所述螺旋输送装置2中的生物质燃料进行预加热，使生物质燃料更容易燃烧。

[0054] 作为本实施例的一种改进，所述第一水箱6还连通有第一集烟箱62和第二集烟箱

63，所述烟管9的第一换热烟管91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热区8和所述第一集烟箱62之间，所述

烟管9的第二换热烟管92连通于所述第一集烟箱62和所述第二集烟箱63之间，所述第二集

烟箱63连通于所述烟囱10，所述第一集热区8的高温烟气经过两段换热，高温烟气在所述第

一换热烟管91中经过第一次换热，高温烟气在所述第二换热烟管92中经过第二次换热，经

过两次换热后，失去热量的烟气经过所述第二集烟箱63进入到所述烟囱10中排出到大气

中。

[0055]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烟气进入到所述第二集烟箱63后还携带有大量热量，为了对

这部分热量进行利用，所述第二水箱7包括设在所述第二集烟箱63中的换热水管71、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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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水管71连通的热水出口72和与所述第二水箱7连通的冷水进口73，其中，所述第二水箱

7用于输出热水，所述第二水箱7中的水通过生物质燃料产生的火焰及所述第一集热区8的

高温烟气的热辐射加热，再通过所述第二集烟箱63中的烟气的加热，所述冷水进口73还连

通有软水装置，以防止所述第二水箱7中的钙镁离子结垢。

[0056] 作为本实施例的另一种改进，所述第一水箱6的底端设有波浪型的第一吸热壁64，

所述第二水箱7的底端设有波浪型的第二吸热壁74，通过波浪型的结构增大受热面积。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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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附的权利要求书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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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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