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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

(57)摘要

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包括炉体，所述炉

体从内到外依次设有火膛、烟气连接管、筛板式

换热板、导热板和炉壳，所述火膛的下部设有炉

膛，炉膛的外壁为筛板式结构；由所述导热板围

设成的炉腔的上部设有热量进风口，热量进风口

的下方设有进风板；所述烟道连接管的出口连接

除尘器。本发明高效环保，低碳低耗，省时省力，

成本低廉，使用寿命长，控温精度高，热回收率可

达80%，燃煤量节省30%，燃柴量节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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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包括炉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炉体从内到外依次设有火膛、

烟道连接管、筛板式换热板、导热板和炉壳，所述火膛的下部设有炉膛，炉膛的外壁为筛板

式结构；由所述导热板围设成的炉腔的上部设有热量进风口，热量进风口的下方设有进风

板；所述烟道连接管的出口连接除尘器；所述进风板为筛板式进风板；筛板式进风板与筛板

式换热板相连接；火膛将热量经筛板式换热板的筛孔传热至导热板，产生的热量经导热板

传递至导热板与炉壳之间，再通过热量进风口经进风板再次集中在火膛的周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板呈锥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烟道连接管有八根，

八根烟道连接管错位布置，设于火膛、进风板和筛板式换热板之间；八根烟道连接管的入口

连接火膛，出口经烟道出口管连接除尘器；每相邻两根烟道连接管经烟道连接合连接烟道

出灰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膛呈锥形，炉膛的

锥形部分包括一长边和一短边，均为筛板式结构，所述长边与水平面的角度为30°，短边与

水平面的角度为40°。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器安装于炉体

的外侧，除尘器内设有挡尘板和用于控制水位的水位控制器，所述除尘器的上端经助流风

机连接口连接助流风机；除尘器的一侧设有排污口，除尘器的底部连接有排污管，排污管上

设有排污阀。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火膛的进料口连接

有螺旋进料机，螺旋进料机包括送料螺旋、设于送料螺旋末端的链轮以及设于送料螺旋上

侧的燃料斗，所述送料螺旋连接火膛的进料口；所述火膛的内部设有挡火板，所述送料螺旋

连接于挡火板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送料螺旋套设于螺旋导

管内，螺旋导管的一端连接火膛的进料口，螺旋导管的下侧连接冷却风管的一端，所述冷却

风管的另一端连接助燃风机，所述助燃风机经助燃风机连接口连接炉膛的下方一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膛的下部连接炉

桥，炉桥的下端设有用于将炉膛四周产生的余热回收至炉膛内的热量回收孔，炉桥的上方

设有点火孔。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筛板式换热板的两

侧对称设有连通火膛外壁的热风出口；以火膛底部为界的炉壳底面上圆周排布有冷风进

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炉膛的外部为炉

壳，炉壳的下部一侧设有出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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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热风炉，特别是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热动力机械的热风炉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开始广泛应用，在许多行业已

成为电热源和传统蒸汽动力热源的换代产品，其多采用煤、焦炭、柴油、重油、煤气等作为燃

料，但上述燃料燃烧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有害气体，对环境和人体均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0003]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环境越来越重视，传统的热风炉己逐渐被生物质

热风炉所替代，所谓生物质热风炉就是以生物质作为燃料，产生的有害气体较传统燃料少。

但是由于生物质普遍具有含水率高、燃料尺寸变化大和灰分含量高等特点，致使上述生物

质热风炉存在配风不均匀，燃料燃烧不完全、在加热过程中容易产生断火现象，升温慢、热

效率低，消烟除尘差、排放不环保，使用寿命短等缺陷。由此可见，生物质热风炉的出现依然

没有很好的解决上述众多问题，因此研究一种有利于环保的生物质热风炉成为目前急需解

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不足而提供一种高效环保，低碳低耗，成本

低廉，使用寿命长的生物质颗粒热风炉。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包括炉体，所述炉体从内到外依次

设有火膛、烟气连接管、筛板式换热板、导热板和炉壳，所述火膛的下部设有炉膛，炉膛的外

壁为筛板式结构；由所述导热板围设成的炉腔的上部设有热量进风口，热量进风口的下方

设有进风板；所述烟道连接管的出口连接除尘器。

[0006] 进一步，所述进风板为筛板式进风板，呈锥形。

[0007] 进一步，所述烟道连接管有八根，所述八根烟道连接管错位布置，设于火膛、进风

板和筛板式换热板之间；八根烟道连接管的入口连接火膛，出口经烟道出口管连接除尘器；

每相邻两根烟道连接管经烟道连接合连接烟道出灰口。

[0008] 进一步，所述炉膛呈锥形，炉膛的锥形部分包括一长边和一短边，均为筛板式结

构，所述长边与水平面的角度为30°，短边与水平面的角度为40°。

[0009] 进一步，所述除尘器安装于炉体的外侧，除尘器内设有挡尘板和用于控制水位的

水位控制器，所述除尘器的上端经助流风机连接口连接助流风机；除尘器的一侧设有排污

口，除尘器的底部连接有排污管，排污管上设有排污阀。

[0010] 进一步，所述火膛的进料口连接有螺旋进料机，螺旋进料机包括送料螺旋、设于送

料螺旋末端的链轮以及设于送料螺旋上侧的燃料斗，所述送料螺旋连接火膛的进料口；所

述火膛的内部设有挡火板，所述送料螺旋连接于挡火板处。

[0011] 进一步，所述送料螺旋套设于螺旋导管内，螺旋导管的一端连接火膛的进料口，螺

旋导管的下侧连接冷却风管的一端，所述冷却风管的另一端连接助燃风机，所述助燃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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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助燃风机连接口连接炉膛的下方一侧。

[0012] 进一步，所述炉膛的下部连接炉桥，炉桥的下端设有用于将炉膛四周产生的余热

回收至炉膛内的热量回收孔，炉桥的上方设有点火孔。

[0013] 进一步，所述筛板式换热板的两侧对称设有连通火膛外壁的热风出口；以火膛底

部为界的炉壳底面上圆周排布有冷风进口。

[0014] 进一步，所述炉膛的外部为炉壳，炉壳的下部一侧设有出灰口。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6] （1）炉体内从内到外依次设有火膛、烟气连接管、筛板式换热板、导热板和炉壳，导

热板围设成的炉腔的上部设有热量进风口，进风口的下方设有进风板，火膛将热量经筛板

式换热板的筛孔传热至导热板，产生的热量经导热板传递至导热板与炉壳之间，再通过热

量进风口经进风板再次集中在火膛的周围，增大换热面积，使得热能回收提高一倍以上，烟

气温度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

[0017] （2）烟道连接管的出口连接除尘器，除尘器内设有挡尘板和水位控制器，使得烟气

和粉尘经水过滤后沉降于水中消失，多余的烟气或粉尘由排污口和排污管排出，真正做到

无烟无灰的效果，达到除尘和环保目的；除尘器的上端连接助流风机，能够使烟气流速加

快，确保炉膛燃烧充分；

[0018] （3）将炉膛设计成锥形，能够把底部的热量快速回收到火膛内，节省回收时间，热

回收率可达80%，燃煤量节省30%，燃柴量节省40%；炉膛的外壁为筛板式结构，使得炉膛加温

快，不断火，彻底解决了煤、柴在加料中断火、降温、需人工焙烧等问题；

[0019] （4）炉桥的下端设有热量回收孔，用于将炉膛周围产生的余热回收至炉膛内，使得

炉膛的火快速流动，燃料燃烧更充分，炉温快速提高一倍以上，且节约能源和燃料；

[0020] （5）火膛的进料口连接有螺旋进料机，螺旋进料机的输出端连接于火膛内的挡火

板处，使得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不会回火至燃料斗内；

[0021] （6）助燃风机的出风口经冷却管和螺旋导管连接火膛的进料口，一方面使得炉膛

不受火膛的高温影响，确保炉膛永久性不损坏，提高炉膛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提高了火

膛的温度，使得火膛升温快，一层层传递热量，提高热效率；

[0022] （7）进风板呈锥形，能够把热量进风口处的热量快速回收至火膛的四周，节省回收

时间；进风板采用筛板式进风板，进风无死角，保证火膛温度均衡；

[0023] （8）以火膛底部为界的炉壳底面上圆周排布有冷风进口，可使得火膛快速冷却降

温；

[0024] （9）彻底实现无死角、不结焦、灰粉少等特点，不仅适用于生物质燃料，即使使用其

它燃料也能降低环境污染，大大降低能耗。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剖视图；

[0026] 图2为图1所示实施例炉体的上部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图1所示实施例炉体的下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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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详细结构作进一步描述。

[0029] 如图1~图3所示：一种生物质颗粒热风炉，包括炉体1，炉体1从内到外依次设有火

膛11、烟气连接管12、筛板式换热板13、导热板14和炉壳15，火膛11的下部设有炉膛2。火膛

11由导热材料制成，能够将炉膛2的热量快速传递至火膛11处，使火膛11受热均匀，提高热

效率。炉壳15由耐高温的钢板制成，保温和冷却效果好。由导热板14围设成的炉腔3的上部

设有热量进风口31，热量进风口31的下方设有呈锥形的筛板式进风板32。筛板式进风板32

与筛板式换热板13相连接，以增大换热面积。本实施例将筛板式进风板32设计成锥形，能够

把热量进风口31处的热量快速回收至火膛11的四周，节省回收时间；且采用筛板式结构，进

风无死角，保证火膛11温度均衡。本实施例通过设置多层传热结构，增大了换热面积。具体

传热方式为：火膛11将热量经筛板式换热板13的筛孔传热至导热板14，产生的热量经导热

板14传递至导热板14与炉壳15之间，再通过热量进风口31经筛板式进风板32再次集中在火

膛11的周围，使得热能回收提高一倍以上，且烟气温度达到了国家排放标准。

[0030] 烟道连接管12有八根，八根烟道连接管12错位布置，圆周排布于火膛11、筛板式进

风板32和筛板式换热板13之间；八根烟道连接管12的入口连接火膛11，出口经烟道出口管

121连接除尘器4；每相邻两根烟道连接管12经烟道连接合122连接烟道出灰口123，即烟道

出灰口123对称排布有四个。炉膛1内燃料燃烧产生的烟气进入火膛11，由于八根烟道连接

管12围绕火膛11圆周排布，使得八根烟道连接管12能够从不同位置吸收火膛11内的烟气并

将其输送至除尘器4内进行烟气过滤，不会留有死角；烟道连接管12多余的烟灰经烟道出灰

口123排出收集，进行集中处理。

[0031] 除尘器4安装于炉体1的外侧，除尘器4内设有挡尘板41和用于控制水位的水位控

制器，除尘器4的上端经助流风机连接口42连接助流风机；除尘器4的一侧设有排污口43，除

尘器4的底部连接有排污管44，排污管44上设有排污阀45。其中，水位控制器用于控制除尘

器4内的水位处于最佳水位状态；烟气进入除尘器4后，较大的粉尘颗粒被挡尘板41阻挡后

沉降于水中被除掉，较小的粉尘颗粒由助流风机经排污口43排出，真正做到无烟无灰的效

果，达到除尘和环保目的。另外，助流风机能够使烟气流速加快，快速流出至除尘器4内进行

过滤，从而确保炉膛2燃烧充分，不会存在大量的烟气阻碍燃料燃烧。除尘器4内的水则通过

排污管44排出，由排污阀45控制排污管44的开通和截止。

[0032] 火膛11的进料口连接有螺旋进料机5，螺旋进料机5包括送料螺旋51、设于送料螺

旋51末端的链轮52以及设于送料螺旋51上侧的燃料斗53，送料螺旋51连接火膛11的进料

口；火膛11的内部设有挡火板111，送料螺旋51连接于挡火板111处。其中，燃料斗53用于盛

装生物质燃料或其它燃料，通过旋转链轮52将燃料输送至送料螺旋51，送料螺旋51的中部

设有螺旋轴，用于带动送料螺旋51旋转，进而将燃料旋转推出至火膛11的进料口，并沿火膛

11下落至炉膛2内。由于送料螺旋51的输送端位于挡火板111处，使得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不

会回火至燃料斗53内，从而提高了螺旋进料机5的寿命，减少经济损失。

[0033] 送料螺旋51套设于螺旋导管6内，螺旋导管6的一端连接火膛11的进料口，螺旋导

管6的下侧连接螺旋冷却风管61的一端，螺旋冷却风管61的另一端连接助燃风机，助燃风机

经助燃风机连接口7连接炉膛2的下方一侧。本实施例中，助燃风机的出风口经螺旋冷却风

管61连接火膛11，一方面使得炉膛2不受火膛11的高温影响，确保炉膛2永久性不损坏，提高

炉膛2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提高了火膛11的温度，进而一层层传递热量，提高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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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炉膛2呈锥形，且炉膛2的锥形部分包括一长边和一短边，长边与水平面的角度为

30°，短边与水平面的角度为40°。该锥形结构能够把底部的热量快速回收到火膛11内，节省

回收时间，热回收率可达80%，当燃煤或燃柴时，可使得燃煤量节省30%，燃柴量节省40%。炉

膛2的外壁为筛板式结构，该结构与筛板式换热板13的筛板结构相同，锥形筛板式结构可使

得炉膛2加温快，不断火，彻底解决了煤、柴在加料中断火、降温、需人工焙烧等问题。炉膛2

的下部连接炉桥21，炉桥21的下端设有热量回收孔211，用于将炉膛2四周产生的余热回收

至炉膛2内，使得炉膛2内的火快速流动，燃料燃烧更充分，炉温快速提高一倍以上，且节约

能源和燃料。炉桥21的上方设有点火孔22，用于点燃燃料。

[0035] 筛板式换热板13的两侧对称设有连通火膛11外壁的热风出口7，；以火膛11底部为

界的炉壳15底面上圆周排布有冷风进口8。炉膛2的外部为炉壳15，炉壳15的下部一侧设有

出灰口9，用于排出燃料燃烧后产生的渣灰。本实施例中，炉壳15以火膛11和炉膛2的连接处

为界分成上炉壳151和下炉壳152，上炉壳151的宽度大于下炉壳152，上炉壳151的底面上圆

周排布有冷风进口8，当炉体1停止使用时，可通过冷风进口8快速降温；两个热风出口7可加

快冷却。

[0036] 本实施例的工作过程为：将燃料置于燃料斗62内，经螺旋进料机6输送至火膛11

内，通过点火孔22点燃燃料，使得燃料充分燃烧，火苗蔓延至火膛2处，火膛2将热量经筛板

式换热板13的筛孔传热至导热板14，产生的热量经导热板14传递至导热板14与炉壳15之

间，再通过热量进风口31经筛板式进风板32再次集中在火膛11的周围，使得温度均衡；燃料

燃烧产生的烟气从不同位置进入八根烟道连接管12内，再由烟道出口管121将烟气输送至

除尘器4内，使得烟气中所含较大的粉尘颗粒沉降于水中被除掉，较小的粉尘颗粒由助流风

机经排污口43排出进行处理；在燃烧过程中，炉膛2四周产生的余热会实时回收至炉膛2内，

使得炉膛2内的火快速流动，燃料燃烧更充分；另外，助燃风机可间歇式的通过螺旋冷却风

管61对火膛11进行冷却，使得炉膛2不受火膛11的高温影响，确保炉膛2永久性不损坏，并进

一步提高热效率。本实施例的热回收率可达80%，若燃煤、柴时，使得燃煤量节省30%，燃柴量

节省40%，彻底实现无死角、不结焦、灰粉少等特点。

[0037] 本实施例工作时，每分钟可加温20℃左右，最高温度可达250℃，且控温精度为±

0.2℃，适用于烘干茶叶、药材、食品、稻谷等，且不管选用生物质还是煤炭、柴油等燃料，都

能够达到高效环保，低碳低耗，成本低廉，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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