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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涉及民用炉技术领域的下点火双燃烧

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包含炉体、炉膛、炉盘、灰

斗和炉盘平台；所述炉膛为两端敞口的筒状结

构，其底端敞口设有篦板结构的炉盘，所述炉盘

平台为通过多根支柱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

篦板的锥形结构，所述炉盘与炉盘平台顶部圆环

结构对应吻合；所述炉膛外套设有两端敞口的分

流罩，所述分流罩的顶部活动设置有分流盖，且

分流罩的顶部面高于炉膛的顶部面；本实用新型

有效解决了传统炉具燃烧不充分，浪费资源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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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包含炉体（3）、炉膛（11）、灰斗（1）、炉盘

（13）和炉盘平台（15）；所述炉膛（11）为两端敞口的筒状结构，其底端敞口设有篦板结构的

炉盘（13），所述炉盘平台（15）为通过多根支柱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篦板的锥形结构，

所述炉盘（13）与炉盘平台（15）顶部圆环结构对应吻合；所述炉膛（11）外套设有两端敞口的

分流罩（10），所述分流罩（10）的顶部活动设置有分流盖（12），且分流罩（10）的顶部面高于

炉膛（11）的顶部面，所述分流罩（10）对应放置于炉盘平台（15）支柱的中部外侧，炉膛（11）

外壁与分流罩（10）内壁之间的空腔为折返烟道（18），所述分流罩（10）外套设有炉体（3），且

分流罩（10）的顶部面低于炉体（3）的顶部面，所述炉体（3）顶部面设有开口，且开口处活动

设置有炉盖（5），炉体（3）底部设有用于抽拉放置灰斗（1）的空腔，炉体（3）内部对应灰斗（1）

上方设有用于放置炉盘平台（15）的环形托台（19），炉体（3）外壁对应环形托台（19）的上方

设有进气口Ⅰ（2），炉体（3）外壁顶部设有排气口（6），中部设有进气口Ⅱ（4）；炉体（3）内壁与

分流罩（10）外壁之间的空腔为二次燃烧腔（17）。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炉体（3）内壁对应位

于进气口Ⅱ（4）的上方和下方的位置分别设有上层耐火材料（9）和下层耐火材料（8），上层

耐火材料（9）和下层耐火材料（8）之间对应进气口Ⅱ（4）设有进气环带（14），进气环带（14）

对应进气口Ⅱ（4）设有贯通的进气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炉盘（13）为通过多根

支柱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篦板的倒锥形结构，且炉盘（13）顶部圆环结构与炉盘平台

（15）顶部圆环结构对应吻合，炉盘（13）底部篦板与炉盘平台（15）底部篦板之间留有空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炉体（3）内底部面设

有耐火材料层（16）。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炉膛（11）和炉盘（13）

为一体结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进气口Ⅰ（2）设有可调

节口部开度的调控结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灰斗（1）抽拉面板设

有具备调节开度功能的通风口。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进气口Ⅱ（4）设有可

调节口部开度的调节结构。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炉体（3）的底部面设

有支脚（7）。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其特征是：所述炉膛（11）材料为耐

火材料外部密封包裹金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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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民用炉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

背景技术

[0002] 公知的，炉具是指用以烹饪或取暖的供热设备，分固定式和可移动式两类，随着科

学技术的提高，各种不同的炉具都出现在市场上，无烟炉也属于炉具当中的一种；大多数传

统炉具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进气口设计存在一定的缺陷，容易出现回烟的现象，致使使用

环境恶劣，危害健康；此外，传统炉具将未燃烧的燃料直接压在正在燃烧的燃料上，使燃料

的燃烧及热量输出受限，燃料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烟尘，污染环境，传统的炉具炉膛与排

气口直接连通，未充分燃烧的烟气以及燃料燃烧产生的热量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通过排气

口直接排出，热能的利用率低，浪费燃料的情况严重，随着人们的节能环保意识逐渐提高，

人们对节能无烟炉的需求也在逐渐的增大，特别是偏远寒冷地区的人们需求一种节能无烟

炉来改善他们湿冷的生活环境；此外，传统的家用炉产品几乎没有直接从下部点火引燃的，

大多是从炉上口向炉膛内放入已经点燃的引火源，然后再放上燃料进行引燃，若引火失败

则需将炉膛内清理干净后才能再次重复引火操作，其操作相对麻烦；另外，还有一种地灶的

引火方式，其是直接将点燃的引柴从下部炉灰口放入炉膛内，然后继续从炉灰口向炉膛内

放入相应的燃料进行燃烧，但由于地灶的操作环境恶劣，而且烟尘较大，因此地灶这种燃烧

方式不适于用在传统的室内民用炉具中；

[0003] 中国专利（公告号：CN203431936U）公开了一种设置二次燃烧室的火炉，与传统火

炉相比，该专利在炉瓦的上方设置了一个二次燃烧室，并在炉瓦四周设置了数个二次进风

管，在炉瓦内的燃料一次燃烧后，上行的烟气会在二次燃烧室内停留与二次进风管输送的

氧气混合再次将烟气中的可燃物质充分燃烧，虽然一定程度上使燃料燃烧更充分，但该专

利炉瓦内腔以及二次燃烧室与排气口直接连通，未及时充分燃烧的烟气以及燃料燃烧产生

的热量中有很大一部分直接通过排气口直接排出，热能的利用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中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

[000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包含炉体、炉膛、炉盘、灰斗和炉盘平台；所述炉膛

为两端敞口的筒状结构，其底端敞口设有篦板结构的炉盘，所述炉盘平台为通过多根支柱

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篦板的锥形结构，所述炉盘与炉盘平台顶部圆环结构对应吻合；

所述炉膛外套设有两端敞口的分流罩，所述分流罩的顶部面覆盖有分流盖，且分流罩的顶

部面高于炉膛的顶部面，所述分流罩对应放置于炉盘平台支柱的中部外侧，炉膛外壁与分

流罩内壁之间的空腔为折返烟道，所述分流罩外套设有炉体，且分流罩的顶部面低于炉体

的顶部面，所述炉体顶部面设有开口，且开口处活动设置有炉盖，炉体底部设有用于抽拉放

置灰斗的空腔，炉体内部对应灰斗上方设有用于放置炉盘平台的环形托台，炉体外壁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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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托台的上方设有进气口Ⅰ，炉体外壁顶部设有排气口，中部设有进气口Ⅱ；炉体内壁与

分流罩外壁之间的空腔为二次燃烧腔。

[0007] 优选的，所述炉体内壁对应位于进气口Ⅱ的上方和下方分别设有上层耐火材料和

下层耐火材料，上层耐火材料和下层耐火材料之间对应进气口Ⅱ设有进气环带，进气环带

对应进气口Ⅱ设有贯通的进气道。

[0008] 优选的，所述炉盘为通过多根支柱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篦板的倒锥形结构，

且炉盘顶部圆环结构与炉盘平台顶部圆环结构对应吻合，炉盘底部篦板与炉盘平台底部篦

板之间留有空间。

[0009] 优选的，所述炉盘为平面篦板结构。

[0010] 优选的，所述炉体内底部面设有耐火材料层。

[0011] 优选的，所述炉膛和炉盘为一体结构。

[0012] 优选的，所述进气口Ⅰ设有可调节口部开度的调控结构。

[0013] 优选的，所述灰斗抽拉面板设有具备调节开度功能的通风口。

[0014] 优选的，所述进气口Ⅱ设有可调节口部开度的调节结构。

[0015] 优选的，所述炉体的底部面设有支脚。

[0016] 优选的，所述炉膛材料为耐火材料外部密封包裹金属层。

[0017] 由于采用如上所述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结构简单，易于装配，生产成本

较低，排气口排废气时能够产生一定的抽力，在抽力作用下使二次燃烧腔内产生负压，炉膛

内未燃烧完全的烟气沿折返烟道从分流罩底部敞口处进入二次燃烧腔，当未完全燃烧的烟

气遇到由进气口Ⅱ进入的新鲜空气后能够二次燃烧，从而达到完全燃烧的目的，使燃料的

燃烧更加充分，同时由于未完全燃烧的烟气需沿折返烟道从分流罩底部敞口处进入二次燃

烧腔，延长了燃烧路径，使未完全燃烧的烟气有充足的时间二次燃烧，未完全燃烧的烟气经

过二次充分燃烧有效地减少了有害气体和废弃物质的排出，实现了节约能源和环境保护；

此外，本实用新型采用下点火的方式引火，有效避免了上点火方式引火失败后需清空炉膛

的繁琐操作步骤，同时能够通过折返烟道及二次燃烧腔使未完全燃烧的烟气二次充分燃

烧，有效避免了传统地灶的操作环境恶劣，烟尘较大的弊端。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炉盘的另一种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炉盘平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灰斗；2、进气口Ⅰ；3、炉体；4、进气口Ⅱ；5、炉盖；6、排气口；7、支脚；8、下层

耐火材料；9、上层耐火材料；10、分流罩；11、炉膛；12、分流盖；13、炉盘；14、进气环带；15、炉

盘平台；16、耐火材料层；17二次燃烧腔；18、折返烟道；19、环形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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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通过下面的实施例可以详细的解释本实用新型，公开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旨在保护

本实用新型范围内的一切技术改进。

[0026] 结合附图1-5，一种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包含炉体3、炉膛11、炉盘13、灰斗1

和炉盘平台15；所述炉膛11为两端敞口的筒状结构，其底端敞口设有篦板结构的炉盘13，炉

盘13用于放置固体燃料，所述炉盘平台15为通过多根支柱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篦板连

的锥形结构，所述炉盘13与盘平台15的顶部圆环结构对应吻合；根据需要，所述炉盘13为通

过多根支柱连接顶部圆环结构和底部篦板的倒锥结构，炉盘13对应插入炉盘平台15内，且

炉盘13底部篦板与炉盘平台15底部篦板之间留有空间，当炉盘13处按倒锥结构填满固体燃

料时，能使更多的固体燃料被引燃，释放更多的热能，同时，所述炉膛11和炉盘13能够为一

体结构；所述炉膛11外套设有两端敞口的分流罩10，所述分流罩10的顶部活动设置有分流

盖12，且分流罩10的顶部面高于炉膛11的顶部面；所述分流罩10对应放置于炉盘平台15支

柱的中部外侧，炉膛11外壁与分流罩10内壁之间的空腔为折返烟道18，炉膛11内固体燃料

燃烧产生的废气以及未完全燃烧的烟气须经过折返烟道18才能被排出，一定程度上延长了

燃烧路径，使未完全燃烧的烟气沿折返烟道18流动的过程中逐渐集聚到一定的浓度；

[0027] 所述分流罩10外套设有炉体3，且分流罩10的顶部面低于炉体3的顶部面，所述炉

体3顶部面设有开口，且开口处活动设置有炉盖5，炉体3底部设有用于抽拉放置灰斗1的空

腔，炉体3内部对应灰斗1上方设有对应放置炉盘平台15的环形托台19，炉体3外壁对应环形

托台19的上方设有进气口Ⅰ2，炉体3外壁上部设有排气口6，炉体3外壁中部设有进气口Ⅱ4，

根据需要，所述进气口Ⅰ2设有可调节其口部开度的调控结构，所述灰斗1抽拉面板设有具备

调节开度功能的通风口，所述进气口Ⅱ4设有可调节口部开度的调节结构，能够方便的调控

炉膛11内火力的大小；所述炉体3内壁与分流罩10外壁之间的空腔为二次燃烧腔17；根据需

要，所述炉体3底部面设有支脚7，有效提高了炉体3的稳定性，所述炉体3内底部面覆盖有耐

火材料层16，炉体3内壁对应位于进气口Ⅱ4的上方和下方分别设有上层耐火材料9和下层

耐火材料8，上层耐火材料9和下层耐火材料8之间对应进气口Ⅱ4设有进气环带14，进气环

带14对应进气口Ⅱ4设有与二次燃烧腔17连通的进气道，或者所述炉膛11的材料为耐火材

料外部密封包裹金属层，能够以此替代炉体3内壁的上层耐火材料9和下层耐火材料8，从而

达到防止因炉体3外壁过热而发生伤人事故；同时，炉膛11内固体燃料燃烧产生的废气以及

未燃烧完全的烟气沿折返烟道18从分流罩10底部敞口处进入二次燃烧腔17，当未完全燃烧

的烟气遇到由进气口Ⅱ4进入的新鲜空气后，未燃烧完全烟气的温度、浓度和含氧量匹配时

开始二次燃烧。

[0028] 实施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下点火双燃烧节能无烟炉，使用时打开炉盖5和分流盖12，

向炉盘13处放置固体燃料，然后将炉盖5和分流盖12恢复原位，通过进气口Ⅰ2向炉盘13下方

放入相应的引柴将固体燃料引燃，新鲜空气能够通过进气口Ⅰ2进入炉体3内，当需要更多新

鲜空气时能够打开灰斗1抽拉面板侧的通风口，或者抽离灰斗1，使更多的新鲜空气从炉体3

底部的开口进入炉体3内，同时，炉盘13底部篦板与炉盘平台15底部篦板之间留有空间，使

得固体燃料和引柴之间有足够的燃烧空间，使得固体燃料能够被快速引燃，固体燃料燃烧

产生的烟气沿折返烟道18进入二次燃烧腔17后进行二次燃烧，然后再通过排气口6排出，排

气口6排废气时能够产生一定的抽力，在抽力作用下使二次燃烧腔17内产生负压，炉膛11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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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燃烧完全的烟气沿折返烟道18从分流罩10底部敞口处进入二次燃烧腔17，延长了燃烧路

径长，使未完全燃烧的烟气沿折返烟道18流动的过程中逐渐集聚到一定的浓度，当未完全

燃烧的烟气遇到由进气口Ⅱ4进入的新鲜空气后，未燃烧完全的烟气能够二次燃烧，从而达

到使固体燃料完全燃烧的目的，有效地减少了有害气体和废弃物质的排出，实现了节约能

源和环境保护；此外，本实用新型采用下点火的方式引火，有效避免了上点火方式引火失败

后需清空炉膛11的繁琐操作步骤，同时能够通过折返烟18道及二次燃烧腔17使未完全燃烧

的烟气二次充分燃烧，有效避免了传统地灶的操作环境恶劣，烟尘较大的弊端；在添加固体

燃料前要先关闭进气口Ⅰ2和灰斗1抽拉面板的通风口，以减少未完全烟气的外泄。

[0029] 本实用新型未详述部分为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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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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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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