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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passage structure (10) of a regenerative type combustion equipment comprises a high temperature gas passage
( 11,1 ) , a regenerative box (12,12 ，) and a low temperature gas passage (13,13'). The regenerative box (12,12 ，) comprises a regener
ative box body (120) and a regenerative body (121) arranged inside it. One end of the regenerative box body (120) i s provided with
the low temperature gas passage (13,13') connected with a pipeline, and the other end i s provided with the high temperature gas pas -
sage ( 11,1 1，) connected with a combustion furnace body (101). The regenerative type combustion equipment comprises the combus
tion furnace body (101), and an air passage and a fuel gas passage arranged in pairs. The combustion furnace body i s correspond
ingly provided with a fuel gas nozzle (103) connected with the fuel gas passage and an air nozzle (103') connected with the air pas -
sage. The air passage and/or the fuel gas passage adopt(s) the passage structure (10). Therefore, the passage structure has a large
cross -section area and a large amount of heat exchange gas.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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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蓄热 式燃烧 设 备的通 道 结构 （10 ) ，包 括 高温 气体通道 （11,1 1' ) 、蓄热箱 （12,12' ) 及低 温气体通 道
( 13,130 。蓄热箱 （12,12' ) 包括 蓄热箱体 （120 ) 及其 内部设置 的蓄热体 （121 ) 。蓄热箱体 （120 ) 的一端

设 置 有 与 管 道 相 连 的低 温 气 体 通 道 （13,1 3' ) ，另 一 端 设 有 与 燃 烧 炉 体 （101 ) 相 接 的 高 温 气 体 通 道
( 11,1 10 。该蓄热式燃烧设备包括燃烧炉体 （101 ) 及成对 设置 的空气通道与燃气通道 ，燃烧炉体上对应设

有与燃气通道相接 的燃气喷 口 （103 ) 和与空气通道相接 的空气喷 口 （103' ) 。空气通道及 /或燃气通道采用通
道结构 （10) 。因此 ，通道结构具有大的截面面积 和大的换热气体量 。



燃烧设备通道结构及蓄热式燃烧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 明涉及一种蓄热燃烧设备，尤其是指一种可将空、煤气 同时或单独进行蓄热

热交换，以进行高温下燃烧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及蓄热式燃烧设备 。

背景技术

蓄热式换热燃烧 技术是一项古老 的换热方式 ，十九世纪 中期就在平炉和 高炉上

采用延续至今 。在轧钢系统初轧工序用 于钢锭加热 的均热炉上就 曾经出现过蓄热式均

热炉 ，并且采用 的就是低热值 的高炉煤气 为燃料 。蓄热式换热技术 ，属不稳态传热 ，

利用耐火材料作载体 ，交替地被废气热量加热 ，再将蓄热体蓄存 的热量加热空气或煤

气 ，使空气和煤气获得高温 预热 ，达到废热 回收 的效能 。

蓄热燃烧设备是高温 空气蓄热式燃烧技术 中不可缺少 的设备组成 。在现代蓄热燃

烧技术中，蓄热燃烧设备组合换 向设备，并成对使用 即可构成一套高温蓄热燃烧系统 。

但现有 的蓄热燃烧设备受结构和换 向方式的限制，多是嵌入炉体，并且单个设备的气体

交换量较小，保温结构上采用 的是整体浇注方式，当对于单个蓄热箱 的气体交换量较大

(例如大于 6000Nm7h) ，相应地蓄热箱 的截面也较大时 (例如大于 l m2) ，采用上述结构则不

能满足使用上的需求 。

发 明内容

本发 明要解决的技术 问题是 ：提供一种燃烧设备 的通道结构及蓄热式燃烧设备 ，

其为一种大气体交换量下的解决方案，能构改善或解决现有技术的一项或多项缺 陷。

本发 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 ：一种燃烧设备 的通道结构 ，该通道结构包括高温气体

通道 、蓄热箱及低温气体通道 ，所述蓄热箱包括蓄热箱体及其 内部设置的蓄热体，所述

蓄热箱体的一端设置有与管道相连 的所述低温气体通道 ，其另一端设有与燃烧炉体相接

的所述高温气体通道 。

本发 明还提 出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 ，其包括燃烧炉体及成对设置 的空气通道与燃

气通道 ，所述炉体上对应设有用于与燃气通道相接 的燃气喷 口和用于与空气通道相接 的

空气喷 口，其 中，所述空气通道及 / 或燃气通道采用 以上所述 的通道结构 。

本发 明的特点和优点如下：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温下蓄热式燃烧而可将空、煤气同时或单独进行蓄热热交换

的蓄热燃烧设备。该设备既可以单独用于预热空气或者用于预热煤气，也可以对空气和

煤气同时预热，组织燃烧，并且同时也可作为烟气余热回收设备。

为了适用于大气体交换量的使用条件，本发明采用带有高温气体通道的空、煤气

独立蓄热箱结构，用于气体换热的、可分散进风的大截面蓄热箱，不仅结构合理，而且

侧壁浇注和纤维模块吊顶的内衬结构绝热效果好，大交角空煤气整流喷口具有较好的整

流作用。通过上述技术的实施，本发明实现了采用单体蓄热箱进行大气体交换量的蓄热

式燃烧，是对蓄热式燃烧技术应用的一次技术突破。

本发明的空、煤气双蓄热燃烧设备特别适用于使用低热值煤气作为燃料、采用高

温蓄热燃烧技术用于加热的轧钢工业的加热设备上，热效率高、安全可靠，使用效果好。

附图说明

图 1为本发明的蓄热燃烧设备的一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图 1 中的蓄热燃烧设备的俯视示意图。

图 3 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采用的蓄热箱体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主要显示了浇

注料和纤维模块组合内衬结构示意图。

图 4 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采用的大交角空、煤气上下交汇整流喷口的模型示

意图。

附图主要标号说明:

11、 11，、高温气体通道 12、12' 、蓄热箱 13、13' 、低温气体:

101、炉体 102、炉盖 103、燃气喷口

103，、空气喷口 105、105' 、喷口段 107、 107，、连接段

108、凸起结构 120、蓄热箱体 121、 劍 本

123、外壳 124、绝热内衬 125、纤维模块

126、耐热钢构件 127、侧壁 122、金属骨架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配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本发明提出一种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 该通道结构包括高温气体通道、蓄热箱及

低温气体通道，所述蓄热箱包括蓄热箱体及其内部设置的蓄热体，所述蓄热箱体的一端



设置有与管道相连 的所述低温气体通道 ，其另一端设有与燃烧炉体相接 的所述高温气体

通道 。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了解 ，上述通道结构可 以应用于燃烧设备的空气通道及 / 或

燃气通道 。在本发 明的一较佳实施例 中，该通道结构应用于燃气通道 ，且燃气蓄热箱 的

第一端分散设置有多个低温气体通道 。

较佳地 ，前述高温气体通道与燃烧炉体弯转相接 ，且二者相接部位进行柔性密封

处理 。

蓄热箱体包括金属骨架 、外壳 以及 内部 的绝热 内衬 。高温气体通道与蓄热箱体是

一同制作留设，且所述高温气体通道 内以及蓄热箱体顶部 内壁设有绝热 内衬作为保温结

构 。

蓄热箱体 的侧壁为浇注料整体浇注结构 ，进一步地 ，其侧壁可采用强度高、导热

系数低 的轻质高强浇注料浇注 ，并可用耐热钢锚 固钩作为锚 固件 。

较佳地 ，蓄热箱体是采用纤维模块 吊顶结构 ，具体地 ，其顶部采用重量轻 、导热

系数低 、耐高温 的特种耐火纤维作为工作层和绝热层 ，用耐热钢锚 固件悬挂在顶部金属

骨架上，并且模块 间采用耐热钢构件穿插 固定 。当然 ，蓄热箱体的结构并不仅 限于此 ，

例如，其顶部也可 以采用与箱体侧壁相 同的材料和结构形式 。

本发 明还提 出一种蓄热式燃烧设备，其包括燃烧炉体及成对设置的空气通道与燃

气通道 ，所述炉体上对应设有用于与燃气通道相接 的燃气喷 口和用于与空气通道相接 的

空气喷 口，其 中，空气通道及 / 或燃气通道采用前述任意的通道结构 。

较佳地 ，燃烧炉体位于 同侧配合使用 的燃气喷 口与对应 的空气喷 口上下设置并倾

斜交汇 。进一步地 ，空气喷 口与燃气喷 口间具有 4 5 ° 大交角，有利于空、煤气 的高温燃

烧在大气体流量下状态下的快速 、充分混合 ，以及对于炉 内温度场温度分布 的均匀性 。

较佳地 ，上下设置的空气喷 口、燃气喷 口间设有呈半 圆柱状 凸起 的整流结构 ，形

成整流式喷 口组合结构，以使气流 的燃烧混合更好 、流动 的阻力更小。

下面将结合本发 明实施例 中的附图，对本发 明的通道结构及蓄热式燃烧设备 的技

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 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 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

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基于本发 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

动前提下所获得 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 明保护的范围。

如 图 1 所示，其为本发 明的蓄热燃烧设备的一具体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本实施

例 的燃烧设备所采用 的通道结构 10 包括高温气体通道 1 1、蓄热箱 12 及低温气体通道



13，蓄热箱 12 包括蓄热箱体 120 及其 内部设置的蓄热体 121 ，蓄热箱体 120 的一端设置

有与管道 （图中未示出）相连 的低温气体通道 13，其另一端设有与燃烧炉体 101 相接 的

高温气体通道 11，请一并结合 图 3 所示，低温气体通道 13 位于蓄热箱体 120 内的出 口

上方还设有对气流具有分散整流作用 的结构，例如可采用倒置风帽式多孔整流栅 ，以对

进入的气流进行分散整流 。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了解 ，上述通道结构可 以应用于燃烧设备的空气通道及 / 或

燃气通道 。在本发 明的该实施例 中，该通道结构 同时应用于燃气通道和空气通道 ，且在

一较佳实施例 中，该燃气蓄热箱 的第一端分散设置有多个低温气体通道 13。

如 图 2 所示，本实施例 中，该高温气体通道 11 是与燃烧炉体 101 弯转相接 ，如 图

2 所示，高温气体通道 11 经过两次弯折后连接至燃烧炉体 101 ，这样可有效吸收高温通

道在高温下因温度膨胀而产生的结构应力和应变 ；另外 ，对二者相接部位 A 处进行柔性

密封处理，以保证密封效果 。至于柔性密封处理的具体结构和工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完全可 以采用现有技术来实现 ，此处不再赘述 。

请结合 图 3 所示，其为本发 明的一具体实施例采用 的蓄热箱体的局部结构示意 图，

主要显示 了浇注料和纤维模块组合 内衬结构示意 图。该蓄热箱体 120 包括金属骨架 122 、

外壳 123 以及 内部的绝热 内衬 124 。请参见 图 3，高温气体通道 11 与蓄热箱体 120 是一

同制作留设，且所述高温气体通道 内以及蓄热箱体顶部 内壁设有绝热 内衬 124 作为保温

结构 。

如 图 3 所示，蓄热箱体的侧壁 127 较佳为浇注料整体浇注结构，进一步地 ，其侧

壁可采用强度高、导热系数低 的轻质高强浇注料 （例如轻质莫来石浇注料等 ）浇注 ，并

可用耐热钢锚 固钩 129 作为锚 固件 。

较佳地 ，蓄热箱体 120 是采用纤维模块 吊顶结构 125 ，具体地 ，其顶部采用重量轻、

耐高温 的耐火纤维作为与高温气体接触 的耐火工作层和绝热保温层 ，较佳是耐温 1350

。以上的特种耐火纤维，用耐热钢锚 固件 129 悬挂在顶部金属骨架 121 上，并且各纤维

模块 125 间采用耐热钢构件 126 穿插 固定 。当然 ，该蓄热箱体 120 的顶部也可采用与侧

壁相 同的材质和结构，如采用整体浇注或顺序浇注 的方式，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

再结合 图 1、图 2 对本发 明的蓄热式燃烧设备 的结构及原理进行详细说 明。

本发 明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包括炉体 101 和炉体侧壁上成对设置的第一气体通道 、

第二气体通道 ，该第一气体通道和第二气体通道均可选择采用前面 内容介绍 的通道结

构 。图 1、图 2 所示的该具体实施例 中， 蓄热式燃烧设备带有高温气体通道 的空、煤气



独立蓄热箱结构，如图所示，该燃气通道包括高温气体通道 11、蓄热箱 12 及低温气体

通道 13，对应地，该空气通道包括高温气体通道 1 、蓄热箱 12' 及低温气体通道 13' ，

由于前面已详细描述了通道的具体结构，此处不再详述。

除此之外，请结合图 4 所示，燃烧炉体 101 同侧的与该燃气通道、空气通道的高

温气体通道 11、1 相连通的燃气喷口 103、空气喷口 103' 间形成空、燃气上下交汇

的喷口组合结构，以利于高温燃烧在大气体流量状态下的快速、充分混合。

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燃烧炉体 101 的燃气喷口 103 与空气喷口 103' 上下设

置并倾斜交汇形成喷口组合结构。

再结合前述通道结构与炉体的结合特点来说，由于各高温气体通道是与炉体 101

弯转相接，因此，燃烧炉体 101 具有对应与各平直的高温气体通道 11、I V 相接的倾斜

的喷口段 105、105' ， 二喷口段 105、105' 倾斜相交，形成喷口组合结构。较佳地，

为了便于炉体与各通道结构的顺利相接，本实施例中，在二喷口段 105、105' 与二高

温气体通道 11、1 间，该燃烧炉体还设有平直的连接段 107、107' ，二连接段 107、

107' 相互平行，且在垂直方向呈上下设置关系。

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二喷口段 105、105' 的中心线间具有较佳为介于 30~90 °

之间的大交角，例如可采用约 45 ° 的大交角，从而有利于空、煤气的高温燃烧在大气体

流量状态下的快速、充分混合，且能够提高炉内温度场温度分布的均匀性。

为了进一步加强空、煤气的高温燃烧在大气体流量状态下的快速、充分混合并提

高炉内温度场温度分布的均匀性，空气喷口 103' 与燃气喷口 103 的宽度较佳是保持相

近或相等，而在高度上则没有具体要求，可以根据需要确定。

为了使气流的燃烧混合更好、流动的阻力更小，本发明中，该喷口组合结构较佳

为整流式喷口组合结构，亦即上下设置的燃气喷口 103、空气喷口 103' 间设有整流结

构，形成整流式喷口结构，该整流结构较佳是具有平滑凸面的结构，例如可以为弧状凸

面，较佳是如图 4 所示的半圆柱状凸起结构 108，当然，也可为多边形进行平滑处理过

的凸面，如可为梯形、三角形等形成的平滑过渡凸面，该弧状凸面位于燃气喷口 103 和

空气喷口 103' 之间，从而更佳有利于气流的高质量混合。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大截面、大气体交换量蓄热燃烧设备，其采用单体的蓄热箱，

使得截面面积的内通道尺寸能够大于 l m2，可以为 1. 5 m2以上，本发明的一实施例中达

到 2. 88m2，气体的交换量能够达到 12000Nm7h，这是现有的蓄热式燃烧设备所无法实现

的。



借 由上述结构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 以了解 ，本发 明既是燃烧供热设备 ，同时也

是高温烟气余热 回收设备：

在用作燃烧供热设备时，将低温气体 （如煤气或空气 ）分别独立从管路供入，经

过蓄热箱 内的蓄热体换热 ，得到高温 的气体，之后从高温气体通道通入炉 内，在喷 口附

近使空气和煤气混合燃烧 ，完成燃烧设备的功能。

在用作高温烟气余热 回收设备时，将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分别从喷 口处吸入，通

过高温气体通道通入蓄热箱 内，之后经过蓄热箱 内的蓄热体换热 ，使高温烟气 的余热得

到回收，再通过管路和引风机 （图中未示出），将低温废气排 出到大气 中。

由上述描述可知，本发 明具有 以下特点：

①带有高温气体通道 的空、煤气独立蓄热箱结构

由于采用 了独立 的蓄热箱型式 ，使得可 以采用体积较大 的蓄热箱箱体 ；在炉 内高

温烟气和蓄热箱之 间留设 了高温烟气 的通道 ，并且该高温气体通道与蓄热箱是一 同制作

留设的，高温气体通道带有绝热 内衬 。在高烟气温度作用下，高温气体通道会发生膨胀 ，

为了吸收膨胀 ，消除膨胀对结构造成 的影响，通道与炉体弯转相接 ，并在通道与炉体相

接 的部位 ，进行 了柔性的密封处理，以消除高温带来 的不利影响。

②带有分散进风通道 的大截面蓄热箱

由于该种蓄热箱单位 时间内气体 的交换量大 （能够达到 12000Nm7h) ，所 以，箱

体的截面面积也超大，保温结构 内通道气体流通 的断面积 (如 图 2 中用虚线 B 所示的蓄

热箱 内轮廓 ) 可 以达到 2 . 88m 2。为了消除气体流通断面上的流量和流速差异造成 的热交

换不均衡 ，最后会发生偏流或蓄热体气流贯穿的问题 ，在低温气体的进入通道上，采用

了分散进风和空间降速压力平差的技术，以实现大气体交换量时产生的流量偏差和压力

偏差 。

③侧壁浇注和纤维模块 吊顶 的组合结构

为 了保证高温蓄热箱 的使用寿命和绝热效果 ，在蓄热箱 的顶部采用 了重量轻 、导

热系数低 、耐高温 的特种耐火纤维作为工作层和绝热层 。侧壁采用 了强度高、导热系数

低 的轻质高强浇注料浇注 ，从而可 以充分发挥两种耐材 的优点，组合制成大截面蓄热箱

的内衬结构 。

④大交角空煤气上下交汇整流喷 口

本发 明的实施例 中所采用 的大交角 （如 4 5 ° ) 空 、煤气上下交汇整流喷 口是一个

蓄热式燃烧喷 口的全新结构，该喷 口交角的角度大，有利于空、煤气 的高温燃烧在大气



体流量状态下的快速 、充分混合 ，并有利于提高炉 内温度场温度分布 的均匀性 。而且，

具有整流作用 的喷 口是根据流体力学和模拟燃烧机制的仿真 ，使喷 口构成符合流体力学

的结构特点。同时，可 以分散喷 口燃烧 的高温 区，使燃烧 的温度分布和气流 的分配更好 。

虽然本发 明已以具体实施例揭示，但其并非用 以限定本发 明，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 明的构思和范围的前提下所作出的等 同组件 的置换，或依本发 明专利

保护范围所作的等 同变化与修饰 ，皆应仍属本专利涵盖的范畴。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 ，其特征在于，该通道结构包括高温气体通道 、

蓄热箱及低温气体通道 ，所述蓄热箱包括蓄热箱体及其 内部设置的蓄热体，所述蓄热箱

体的一端设置有与管道相连 的所述低温气体通道 ，其另一端设有与燃烧炉体相接 的所述

高温气体通道 。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其特征在于，该蓄热箱 的第一

端分散设置有多个所述低温气体通道 ，所述低温气体通道位于蓄热箱 内的出 口还设有对

气流具有分散整流作用 的结构 。

3、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气体通

道与蓄热箱体是一 同制作留设，且所述高温气体通道与蓄热箱体顶部 内壁设有绝热 内衬

作为保温结构 。

4、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热箱 的截

面积大于 l m2。

5、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热箱体的

侧壁为采用轻质高强浇注料浇注而成 的整体浇注结构 ，且采用耐热钢锚 固钩作为锚 固

件 。

6、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蓄热箱体采

用纤维模块 吊顶结构，其顶部采用耐火纤维作为工作层和绝热层 ，用耐热钢锚 固件悬挂

在顶部金属骨架上，并且模块 间采用耐热钢构件穿插 固定 。

7、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燃烧设备的通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气体通

道与蓄热箱体顶部 内壁设有绝热 内衬作为保温结构，所述蓄热箱体的侧壁为浇注料整体

浇注结构，侧壁采用轻质高强浇注料浇注 ，用耐热钢锚 固钩作为锚 固件 ，所述蓄热箱体

采用纤维模块 吊顶结构，其顶部采用耐高温 的耐火纤维作为工作层和绝热层 ，用耐热钢

锚 固件悬挂在顶部金属骨架上，并且各纤维模块 间采用耐热钢构件穿插 固定 。

8、 一 种蓄热式燃烧设备，其包括燃烧炉体及成对设置的空气通道与燃气通道 ，

所述炉体上对应设有用于与燃气通道相接 的燃气喷 口和用于与空气通道相接 的空气喷

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通道及 / 或燃气通道采用权利要求 1 至 7 任一项所述 的通道

结构 。

9、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通道及 / 或燃



气通道 的高温气体通道与燃烧炉体弯转相接 ，且相接部位具有柔性密封结构 。

10、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炉体位于同

侧配合使用 的燃气喷 口与对应 的空气喷 口上下设置并倾斜交汇 。

11、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喷 口与燃气

喷 口间具有 3( 90 大交角，有利于空、煤气 的高温燃烧在大气体流量下状态下的快速 、

充分混合 ，以及对于炉 内温度场温度分布 的均匀性 。

12、 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喷 口与燃气

喷 口的宽度相似或相等 。

13、 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上下设置的燃气

喷 口、空气喷 口间设有 凸起状整流结构，形成整流式喷 口组合结构，以使气流 的燃烧混

合更好 、流动 的阻力更小。

14、 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蓄热式燃烧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空气通道及 / 或

燃气通道 的高温气体通道与燃烧炉体弯转相接 ，且相接部位具有柔性密封结构；所述空

气喷 口与燃气喷 口间具有 3( 90 大交角，有利于空、煤气 的高温燃烧在大气体流量下

状态下的快速 、充分混合 ，以及对于炉 内温度场温度分布 的均匀性；所述空气喷 口与燃

气喷 口的宽度相似或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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