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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铜杆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1)熔铜工序：使用铜板预热炉将铜板融化成

熔融铜，期间将燃烧后的高温废气，回流至喷嘴

中，预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并增大外

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压，经由喷嘴流出的气体

进入铜板预热炉的燃烧室的预热腔中，预热待熔

融的铜板；2)铸杆工序：将所述熔融铜铸造于芯

杆的表面生成铸杆；3)热轧工序：将冷却后的所

述铸杆进行热轧处理生成铜杆；4)绕制工序：将

上述铜杆绕制成圈。本发明通过将高温废气回流

至喷嘴中，然后经由喷嘴流出进入预热腔中对铜

板进行预热，实现了对热量回收利用，提高了热

量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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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熔铜工序：使用铜板预热炉将铜板融化成熔融铜，期间将燃烧后的高温废气，回流至

喷嘴中，预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并增大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压；经由喷嘴流

出的气体进入铜板预热炉的燃烧室的预热腔中，预热待熔融的铜板；

2)铸杆工序：将所述熔融铜铸造于芯杆的表面生成铸杆；

3)热轧工序：将冷却后的所述铸杆进行热轧处理生成铜杆；

4)绕制工序：将上述铜杆绕制成圈；

其中步骤1)的铜板预热炉包括燃烧室和安装在燃烧室顶部的排烟装置；所述燃烧室底

部装有预热腔，所述预热腔上部用于安装铜板；所述燃烧室上部安装有喷嘴，所述排烟装置

通过回流管路连通喷嘴，所述喷嘴再通过进气管路连通预热腔，其回流管路上装有增压泵；

所述喷嘴包括通有可燃气体的外导气管和通有助燃气体的内导气管，所述外导气管和

内导气管靠近进气一侧的端部的装有单向阀；所述内导气管两侧各设有一对分隔板，所述

分隔板用于分隔开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一对所述分隔板相对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便于高

温废气通入的回流增压腔，所述回流管路和进气管路分别连接回流增压腔的两端，所述分

隔板包括弹性弯板、波形金属板和同时连接弹性弯板及波形金属板的连接板；所述外导气

管外接锥台状的第一内喷管，所述内导气管外接锥台状的第二内喷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喷管靠近喷嘴中轴线的

一侧侧壁上和第二内喷管侧壁上设有喷孔。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之

间设有导流板，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侧壁与连接这两者的导流板形成环状喷

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末

端设有向内弯曲的扰流板。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扰流板的末端指向第一内喷管

的根部。

6.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排烟装置安装在燃

烧室的末端。

7.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或4所述的铜杆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波形金属板位于靠

近第一内喷管的一端。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1014296 A

2



一种铜杆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铜杆生产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铜杆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铜杆制备工艺中，通过铜板预热炉对铜板进行加温；期间燃烧室内可燃气

体燃烧所产生的尾气中携带有大量的热量，热量没有被利用而是直接排放至室外，这就造

成了热量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铜杆生产工艺，解决了现有铜杆生产工艺可燃

气体燃烧所产生的尾气中携带有大量的热量，热量没有被利用而是直接排放至室外，造成

热量浪费的缺陷。

[0004]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铜杆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熔铜工序：使用铜板预热炉将铜板融化成熔融铜，期间将燃烧后的高温废气，回

流至喷嘴中，预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并增大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压，经由喷

嘴流出的气体进入铜板预热炉的燃烧室的预热腔中，预热待熔融的铜板；

[0007] 2)铸杆工序：将所述熔融铜铸造于芯杆的表面生成铸杆；

[0008] 3)热轧工序：将冷却后的所述铸杆进行热轧处理生成铜杆；

[0009] 4)绕制工序：将上述铜杆绕制成圈；

[0010] 其中步骤1)的铜板预热炉包括燃烧室和安装在燃烧室顶部的排烟装置；所述燃烧

室底部装有预热腔，所述预热腔上部用于安装铜板；所述燃烧室上部安装有喷嘴，所述排烟

装置通过回流管路连通喷嘴，所述喷嘴再通过进气管路连通预热腔，其回流管路上装有增

压泵；

[0011] 所述喷嘴包括通有可燃气体的外导气管和通有助燃气体的内导气管，所述外导气

管和内导气管靠近进气一侧的端部的装有单向阀；所述内导气管两侧各设有一对分隔板，

所述分隔板用于分隔开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一对所述分隔板相对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便

于高温废气通入的回流增压腔，所述回流管路和进气管路分别连接回流增压腔的两端，所

述分隔板包括弹性弯板、波形金属板和同时连接弹性弯板及波形金属板的连接板；所述外

导气管外接锥台状的第一内喷管，所述内导气管外接锥台状的第二内喷管。本发明通过将

高温废气回流至喷嘴中，然后经由喷嘴流出进入预热腔中对铜板进行预热，其实现了对热

量回收利用，提高了热量的利用率；同时增压后回流的废气进入喷嘴的回流增压腔中，其挤

压弹性弯板和波形板，使其弯曲，压缩了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的内部空腔(配合高温废气预

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使得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压增强，这样增强气压的可

燃气体和助燃气体混合更加充分，燃烧热量更高；其预热好喷嘴内气体的废气进入预热腔

进行预热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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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可选的，所述第一内喷管靠近喷嘴中轴线的一侧侧壁上和第二内喷管侧壁上设有

喷孔。

[0013] 可选的，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之间设有导流板，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

二内喷管的侧壁与连接这两者的导流板形成环状喷头。本发明在第一内喷管靠近喷嘴中轴

线的一侧侧壁上和第二内喷管侧壁上设有喷孔，这样增压后喷出的气体进入环状喷头后充

分混合再燃烧，提高了燃烧效率。

[0014] 可选的，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末端设有向内弯曲的扰流板。本发明设

置扰流板使得喷出气体碰撞扰流板后反弹，形成湍流后经由环状喷头中心线方向喷出。

[0015] 可选的，所述扰流板的末端指向第一内喷管的根部。

[0016] 可选的，所述排烟装置安装在燃烧室的末端。

[0017] 可选的，所述波形金属板位于靠近第一内喷管的一端。

[0018] (三)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通过将高温废气回流至喷嘴中，然后经由喷嘴流出进入预热腔中对铜板

进行预热，其实现了对热量回收利用，提高了热量的利用率；同时增压后回流的废气进入喷

嘴的回流增压腔中，其挤压弹性弯板和波形板，使其弯曲，压缩了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的内

部空腔(配合高温废气预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使得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压

增强，这样增强气压的可燃气体和助燃气体混合更加充分，燃烧热量更高；其预热好喷嘴内

气体的废气进入预热腔进行预热铜板。

[0020] 2、本发明在第一内喷管靠近喷嘴中轴线的一侧侧壁上和第二内喷管侧壁上设有

喷孔，这样增压后喷出的气体进入环状喷头后充分混合再燃烧，提高了燃烧效率。

[0021] 3、本发明设置扰流板使得喷出气体碰撞扰流板后反弹，形成湍流后经由环状喷头

中心线方向喷出。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实施例1铜杆生产工艺的铜板预热炉的内部结构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的实施例1铜杆生产工艺的铜板预热炉的喷嘴剖面结构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的实施例1铜杆生产工艺的铜板预热炉的喷嘴的图2的A-A剖面结构

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的实施例1铜杆生产工艺的铜板预热炉的喷嘴的底部结构图。

[0026] 图中各附图标记为：

[0027] 1、燃烧室，2、排烟装置，3、预热腔，4、喷嘴，5、回流管路，6、喷孔，7、增压泵，8、外导

气管，9、内导气管，10、单向阀，11、分隔板，12、回流增压腔，13、弹性弯板，14、波形金属板，

15、第一内喷管，16、第二内喷管，17、导流板，18、环状喷头，19、扰流板，20、进气管路，21、连

接板，100、铜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各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一

[0030]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铜杆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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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1)熔铜工序：使用铜板预热炉将铜板100融化成熔融铜，期间将燃烧后的高温废

气，回流至喷嘴中，预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并增大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压，

经由喷嘴流出的气体进入铜板预热炉的燃烧室的预热腔中，预热待熔融的铜板；

[0032] 2)铸杆工序：将所述熔融铜铸造于芯杆的表面生成铸杆；

[0033] 3)热轧工序：将冷却后的所述铸杆进行热轧处理生成铜杆；

[0034] 4)绕制工序：将上述铜杆绕制成圈。

[0035] 实施例2

[0036] 如图1、图2、图3和图4，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铜板预热炉，包括：燃烧室1和安装在

燃烧室顶部的排烟装置2；所述燃烧室底部装有预热腔3，所述预热腔上部用于安装铜板

100；所述燃烧室上部安装有喷嘴4，所述排烟装置通过回流管路5连通喷嘴，所述喷嘴再通

过进气管路20连通预热腔6，其回流管路上装有增压泵7；

[0037] 所述喷嘴包括通有可燃气体的外导气管8和通有助燃气体的内导气管9，所述外导

气管和内导气管靠近进气一侧的端部的装有单向阀10，该单向阀只允许气体进入外导气管

或内导气管；所述内导气管两侧各设有一对分隔板11，所述分隔板用于分隔开外导气管和

内导气管，一对所述分隔板相对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便于高温废气通入的回流增压腔12，所

述回流管路和进气管路分别连接回流增压腔的两端，所述分隔板包括弹性弯板13、波形金

属板14和同时连接弹性弯板及波形金属板的连接板21；所述外导气管外接锥台状的第一内

喷管15，所述内导气管外接锥台状的第二内喷管16。所述第一内喷管靠近喷嘴中轴线的一

侧侧壁上和第二内喷管侧壁上设有喷孔6。

[0038] 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之间设有导流板17，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

管的侧壁与连接这两者的导流板形成环状喷头18。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末端设

有向内弯曲的扰流板19。本发明设置扰流板使得喷出气体碰撞扰流板后反弹，形成湍流后

经由环状喷头中心线方向喷出。所述第一内喷管和第二内喷管的末端设有向内弯曲的扰流

板。所述排烟装置安装在燃烧室的末端。所述波形金属板位于靠近第一内喷管的一端。

[0039] 本实施例实施时，将高温废气回流至喷嘴中，然后经由喷嘴流出进入预热腔中对

铜板进行预热，其实现了对热量回收利用，提高了热量的利用率；同时增压后回流的废气进

入喷嘴的回流增压腔中，其挤压弹性弯板和波形板，使其弯曲，压缩了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

的内部空腔(配合高温废气预热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气体)，使得外导气管和内导气管内

气压增强，这样增强气压的可燃气体和助燃气体混合更加充分，燃烧热量更高；其预热好喷

嘴内气体的废气进入预热腔进行预热铜板；增压后喷出的气体进入环状喷头后充分混合再

燃烧，提高了燃烧效率；其中扰流板使得喷出气体碰撞扰流板后反弹，形成湍流后经由环状

喷头中心线方向喷出。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即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

是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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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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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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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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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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