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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蒸汽发生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蒸汽发生器，包括发

生器本体和燃烧机，在发生器本体中设置有汽室

及燃烧室，燃烧室四周围绕有水管膜式壁，在水

管膜式壁的两端连通有中间集箱和水室集箱，在

水管膜式壁和发生器本体之间设置有将水管膜

式壁与发生器本体之间隔开形成第一烟道和第

二烟道的隔烟板，在第一烟道中设置有第二回程

换热管，第二回程换热管的上端通过第一水管与

循环热水泵相连，第二回程换热管的下端通过第

二水管与中间集箱连通，循环热水泵与水室集箱

相连；在第二烟道中设置有第三回程换热管，第

三回程换热管的下部设置有下端进水口，第三回

程换热管的上端通过第三水管与水室集箱相连。

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蒸汽产生速度快、能源利

用率高、排烟温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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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蒸汽发生器，包括：发生器本体和燃烧机，在发生器本体中设置有汽室及燃烧

室，汽室位于燃烧室的上方，在汽室上设置有蒸汽出口，在燃烧室的四周围绕有作为第一回

程换热管的水管膜式壁，燃烧机的燃烧口伸入到燃烧室中，在水管膜式壁的上端连通设置

有中间集箱，在中间集箱上连通设置有蒸汽管膜式壁，蒸汽管膜式壁与汽室下部相连通，水

管膜式壁的下端连通设置有水室集箱，其特征在于：在水管膜式壁和发生器本体之间的空

腔中设置有两块隔烟板，两个隔烟板将水管膜式壁与发生器箱体之间的空腔分隔形成第一

烟道和第二烟道，在位于第一烟道中的水管膜式壁的下部设置有第一出烟口，在第一烟道

中设置有第二回程换热管，第二回程换热管的上端进水口通过第一水管与循环水泵的出水

口相连，第二回程换热管的下端出汽口通过第二水管与中间集箱的循环接口相连通，循环

水泵的进水口与水室集箱相连；在位于第二烟道中的发生器本体的下部设置有出烟口，在

第二烟道中设置有第三回程换热管，第三回程换热管的下部设置有下端进水口，第三回程

换热管的上端出水口通过第三水管与水室集箱的补水口相连；运行时燃烧火焰在燃烧室中

燃烧，形成的烟气从第一出烟口进入到第一烟道，然后在第一烟道中向上流动并与第二回

程换热管中的饱和水进行逆流热交换，经热交换后的烟气向上流动到中间集箱与汽室管板

之间的空隙通道中，并穿过该空隙通道而进入到第二烟道中，然后在第二烟道中向下流动

并与第三回程换热管中的水介质进行第二次逆流热交换，经第二次换热后的烟气从第二出

烟口向外排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在发生器本体的外壁设置有隔

热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回程换热管和第

三回程换热管均为蛇形弯管形状，在第二回程换热管和第三回程换热管上均设置有螺旋翅

片。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在水室集箱的底部设置有

带有阀门的排污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与第一水管和水室集箱循

环接口相连的循环水泵为高温热水循环泵。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燃烧机位于发生器本体的

上方，燃烧机的燃烧口穿过汽室后与燃烧室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在蒸汽管膜式壁的内侧设置有

耐火隔热层。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间集箱为环形结构，燃

烧室由蒸汽管膜式壁、中间集箱、水管膜式壁组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第一烟道和第二烟道呈左

右对称设置。

10.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特征在于：水室集箱上的循环出水口

和补水口分别位于水室集箱的左右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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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蒸汽发生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蒸汽发生器。

背景技术

[0002] 蒸汽发生器是将水转变成高温蒸汽的设备。现有的蒸汽发生器包括：自然循环的

贯流锅炉和强制循环锅炉。自然循环的贯流锅炉是以水管围合组成燃烧炉膛，给水泵在水

管一端给水，水在管内经过加热段、蒸发段，最终形成蒸汽，蒸汽从管子进入到上集箱中后

再进入到汽室中向外排放；强制循环锅炉是以单根螺旋水管围合成燃烧炉膛，通过计量水

泵控制水量，使水在水管中进行吸热相变，控制水量和流速来强化换热。但是自然循环锅炉

和强制循环锅炉都存在不足，其中，自然循环锅炉存在以下缺点：本体工艺结构相对复杂，

需设置外部节能器达到节能之目的，成本较高；强制循环锅炉存在以下缺点：需要通过设置

复杂的计量变频补水和大型外置汽水分离器来控制蒸发量。控制装置复杂，成本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蒸汽生产速度快、能源利用率高、排烟温

度低的蒸汽发生器。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蒸汽发生器，包括：发生

器本体和燃烧机，在发生器本体中设置有汽室及燃烧室，汽室位于燃烧室的上方，在汽室上

设置有蒸汽出口，在燃烧室的四周围绕有作为第一回程换热管的水管膜式壁，燃烧机的燃

烧口伸入到燃烧室中，在水管膜式壁的上端连通设置有中间集箱，在中间集箱上连通设置

有蒸汽管膜式壁，蒸汽管膜式壁与汽室下部相连通，水管膜式壁的下端连通设置有水室集

箱，在水管膜式壁和发生器本体之间的空腔中设置有两块隔烟板，两个隔烟板将水管膜式

壁与发生器箱体之间的空腔分隔形成第一烟道和第二烟道，在位于第一烟道中的水管膜式

壁的下部设置有第一出烟口，在第一烟道中设置有第二回程换热管，第二回程换热管的上

端进水口通过第一水管与循环水泵的出水口相连，第二回程换热管的下端出汽口通过第二

水管与中间集箱的循环接口相连通，循环水泵的进水口与水室集箱相连；在位于第二烟道

中的发生器本体的下部设置有出烟口，在第二烟道中设置有第三回程换热管，第三回程换

热管的下部设置有下端进水口，第三回程换热管的上端出水口通过第三水管与水室集箱的

补水口相连；运行时燃烧火焰在燃烧室中燃烧，形成的烟气从第一出烟口进入到第一烟道，

然后在第一烟道中向上流动并与第二回程换热管中的饱和水进行逆流热交换，经热交换后

的烟气向上流动到中间集箱与汽室管板之间的空隙通道中，并穿过该空隙通道而进入到第

二烟道中，然后在第二烟道中向下流动并与第三回程换热管中的水介质进行第二次逆流热

交换，经第二次换热后的烟气从第二出烟口向外排出。

[0005]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在发生器本体的外壁设置有隔热层。

[0006]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所述第二回程换热管和第三回程换热管

均为蛇形弯管形状，在第二回程换热管和第三回程换热管上均设置有螺旋翅片。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431739 U

3



[0007]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在水室集箱的底部设置有带有阀门的排

污管。

[0008]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与第一水管和水室集箱循环接口相连的

循环水泵为高温热水循环泵。

[0009]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燃烧机位于发生器本体的上方，燃烧机

的燃烧口穿过汽室后与燃烧室连通。

[0010]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在蒸汽管膜式壁的内侧设置有耐火隔热

层。

[0011]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所述中间集箱为环形结构，燃烧室由蒸

汽管膜式壁、中间集箱、水管膜式壁组成。

[0012]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第一烟道和第二烟道呈左右对称设置。

[0013] 进一步的，前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其中，水室集箱上的循环出水口和补水口分别

位于水室集箱的左右两侧。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1）在水管膜式壁中的水介质经热交换而形成蒸汽的同时，

循环热水泵还会抽取水室集箱中的饱和水进入到第二回程换热管中、并与燃烧室中排出的

高温烟气进行逆向冲刷热交换，使第二回程换热管中的饱和水也受热形成蒸汽，这样就提

高了蒸汽的产生速度和能源利用率；（2）与第二回程换热管热交换后的烟气带着余热会与

第三回程换热管中的水介质进行逆向冲刷热交换，这样就能使补水泵补给的水介质被加热

后再进入到水室集箱和水管膜式壁中，加快了水管膜式壁中的水介质形成蒸汽的速度，进

一步提高了蒸汽的产生速度和能源的利用率；（3）烟气在与第三回程换热管中的水介质逆

向冲刷热交换降温后就能直接向外排放，无需另外设置冷却装置，简化了设备结构。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图1中发生器本体的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图2中B-B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及优选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所述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

[0019]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蒸汽发生器，包括：发生器本体1和燃

烧机2，燃烧机2设置在发生器本体1的上方，在发生器本体1的外壁设置有隔热层11，在发生

器本体1中设置有汽室12及燃烧室13，汽室12位于燃烧室13的上方，在汽室12与燃烧室13之

间设置有将两者隔开的中间管板14，在汽室12上设置有蒸汽出口15，在燃烧室13的四周围

绕有作为第一回程换热管的水管膜式壁3，在水管膜式壁3的上端连通设置有环形形状的中

间集箱4，在中间集箱4上连通设置有蒸汽管膜式壁41，蒸汽管膜式壁41穿过中间管板14后

使中间集箱4与汽室12相连通，在蒸汽管膜式壁41的内壁上设置有耐火隔热层42，以防止蒸

汽管膜式壁41过热损坏；水管膜式壁3的下端连通设置有水室集箱5，在水室集箱5的底部设

置有带有阀门的排污管51，蒸汽管膜式壁41、中间集箱4和水管膜式壁3围绕组成燃烧室13，

燃烧机2的燃烧口穿过汽室12后与燃烧室13连通，在水管膜式壁3和发生器本体1之间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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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中设置有两块隔烟板6，两块隔烟板6将水管膜式壁3与发生器本体1之间的腔体分隔形成

左右对称的第一烟道7和第二烟道8，在位于第一烟道7中的水管膜式壁3的下部设置有第一

出烟口31，在第一烟道7中设置有蛇形弯管形状的第二回程换热管71，在第二回程换热管71

上设置有能够增加换热效率的螺旋翅片，第二回程换热管71的上端进水口通过第一水管91

与高温热水循环泵92的出水口相连，第二回程换热管71的下端出汽口通过第二水管93与中

间集箱4的循环接口相连通，高温热水循环泵92的进水口与水室集箱5右侧端的循环出水口

相连通；在位于第二烟道8中的发生器本体1的下部设置有第二出烟口16，在第二烟道8中设

置有蛇形弯管形状的第三回程换热管81，在第三回程换热管81上设置有能够增加换热效率

的螺旋翅片，第三回程换热管81的下端进水口与补水泵10相连，第三回程换热管81的上端

出水口通过第三水管94与水室集箱5左侧端的补水口相连通，水室集箱5上的循环出水口和

补水口分别位于水室集箱5的左右两侧。燃烧室13中形成的烟气从第一出烟口31进入到第

一烟道7，然后在第一烟道7中向上流动并与第二回程换热管71中的饱和水进行热交换，经

热交换后的烟气向上流动到中间集箱4与中间管板14之间的空隙中，并穿过该空隙而进入

到第二烟道8中，然后在第二烟道8中向下流动并与第三回程换热管81中的水介质进行热交

换，经换热后的烟气从第二出烟口16向外排出。

[0020]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如下：补水泵10补给水介质进入到第三回程换热管81的下

端进水口中，并在补水泵10的作用下使水介质在第三回程换热管81中从下往上输送到第三

回程换热管81的上端出水口，并经过第三水管94进入到水室集箱5及水管膜式壁3中，高温

热水循环泵92从水室集箱5中抽取水介质，并经过第一水管91进入到第二回程换热管71的

上端进水口，第二回程换热管71中的水介质从上往下流动到第二回程换热管71的下端出汽

口。当水介质在进行上述流动过程时，燃烧机2向燃烧室13中喷入燃料进行燃烧，燃烧室13

产生高温及高温烟气，燃烧室13产生的高温将作为第一回程换热管的水管膜式壁3中的水

介质换热形成蒸汽，蒸汽向上流动到中间集箱4中，再从中间集箱4中通过蒸汽管膜式壁41

进入到汽室12中，最后蒸汽从汽室12穿过蒸汽出口15后向外排放；燃烧室13产生的高温烟

气从第一出烟口31进入到第一烟道7中，第一烟道7中的高温烟气从下向上流动与第二回程

换热管71中从上往下流动的饱和水进行逆向冲刷热交换，第二回程换热管71中的饱和水换

热形成蒸汽，蒸汽经过第二回程换热管71的下端出汽口及第二水管93后进入到中间集箱4

中，再通过蒸汽管膜式壁41进入到汽室12中后向外排放。第一烟道7中的烟气经过与第二回

程换热管71中的饱和水热交换后还带有余热，带有余热的烟气从第一烟道7进入到中间集

箱4与中间管板14之间的空隙中，再从该空隙向下流动到第二烟道8中，然后在第二烟道8中

向下流动，带有余热的烟气在第二烟道8中从上往下流动与第三回程换热管81中从下往上

流动的水介质进行逆向冲刷热交换，热交换升温的水介质经过第三水管94进入到水室集箱

5中，经热交换后进一步降温的烟气最终从发生器箱体1上的第二出烟口16向外排出。

[0021]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1）在水管膜式壁中的水介质经热交换而形成蒸汽的同时，

循环热水泵还会抽取水室集箱中的饱和水进入到第二回程换热管中、并与燃烧室中排出的

高温烟气进行逆向冲刷热交换，使第二回程换热管中的饱和水也受热形成蒸汽，这样就提

高了蒸汽的产生速度和能源利用率；（2）与第二回程换热管热交换后的烟气带着余热会与

第三回程换热管中的水介质进行逆向冲刷热交换，这样就能使补水泵补给的水介质被加热

后再进入到水室集箱和水管膜式壁中，加快了水管膜式壁中的水介质形成蒸汽的速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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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提高了蒸汽的产生速度和能源的利用率；（3）烟气在与第三回程换热管中的水介质逆

向冲刷热交换降温后就能直接向外排放，无需另外设置冷却装置，简化了设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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