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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碳化硅板式换热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属

于换热器技术领域；包括换热模块，所述换热模

块包括模块框架和模块框架内的碳化硅板束，所

述碳化硅板束包括两侧的管板和碳化硅多孔板，

所述管板上开有矩形阶梯孔，碳化硅多孔板插在

两管板对应的矩形阶梯孔中，所述矩形阶梯孔的

内径比碳化硅多孔板的外径大5‑10mm，所述碳化

硅多孔板和矩形阶梯孔之间设置有密封结构；所

述碳化硅多孔板中间有一排固定定高度和宽度

的中间孔，碳化硅多孔板板间形成热烟通道，中

间孔形成冷侧气体通道，所述中间孔呈圆角矩

形；能有效解决换热器领域烟气低温露点腐蚀的

难题，所以该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可以将排烟温度

降到100℃以下，更大程度的回收烟气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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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包括换热模块，所述换热模块包括模块框架

(1)和模块框架(1)内的碳化硅板束(2)，所述碳化硅板束(2)包括两侧的管板(3)和碳化硅

多孔板(4)，所述管板(3)上开有矩形阶梯孔(14)，碳化硅多孔板(4)插在两管板(3)对应的

矩形阶梯孔(14)中，所述矩形阶梯孔(14)的内径比碳化硅多孔板(4)的外径大5‑10mm，所述

碳化硅多孔板(4)和矩形阶梯孔(14)之间设置有密封结构；所述碳化硅多孔板(4)中间有一

排固定定高度和宽度的中间孔(16)，碳化硅多孔板(4)板间形成热烟通道(17)，中间孔(16)

形成冷侧气体通道(18)，所述中间孔(16)呈圆角矩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结构采用密封胶

(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密封结构采用密封条

(6)和压环(5)，密封条(6)压在矩形阶梯孔(14)中，通过压环(5)压紧密封条(6)。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压环(5)四个角上开有

通孔，压环(5)四个角通过螺母(13)与管板(3)上的螺柱(1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热烟进口变

径(7)、热烟出口变径(9)、冷侧气体进口变径(8)、冷侧气体出口变径(10)、吹扫系统(11)。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碳化硅多孔板(4)表面

光滑带波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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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硅板式换热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属于换热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加热炉作为炼化工厂的重要的耗能设备，占有装置生产成本的70％以上，直接决

定着装置的效益；同时又是环保重点关注对象，加热炉革新技术的应用会同时创造节能和

环保的双收益。95+超净高效加热炉技术，即热效率达到95％以上的加热炉技术，可以有效

地降低装置能耗，降低装置运行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益，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本地区环

境。

[0003] 能源绝大部分是通过热能这一形态加以利用的,或由热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

加以利用。在未被充分利用的余能中，绝大部分也是以余热的形式

[0004] 存在的。因此，烟气的余热回收无疑是提高能源利用率的一个重要措施。回收烟气

余热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是设置换热器。而长周期运行的换热器腐蚀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现在多数换热器换热后烟气温度在露点温度以上来防止腐蚀，同样也降低了加热炉整体热

效率，所以提高加热炉热效率，降低排放烟气温度，克服烟气低温腐蚀问题，最大程度回收

烟气余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碳化硅板式换

热器，以提高换热效率，以有效解决换热器领域烟气低温露点腐蚀的难题，将排烟温度降到

100℃以下，更大程度的回收烟气余热，提高应用前景。

[0006] 本实用新型所述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包括换热模块，所述换热模块包括模块框架

和模块框架内的碳化硅板束，所述碳化硅板束包括两侧的管板和碳化硅多孔板，所述管板

上开有矩形阶梯孔，碳化硅多孔板插在两管板对应的矩形阶梯孔中，所述矩形阶梯孔的内

径比碳化硅多孔板的外径大5‑10mm，所述碳化硅多孔板和矩形阶梯孔之间设置有密封结

构；所述碳化硅多孔板中间有一排固定定高度和宽度的中间孔，碳化硅多孔板板间形成热

烟通道，中间孔形成冷侧气体通道，所述中间孔呈圆角矩形。

[0007] 碳化硅多孔板耐腐蚀，热膨胀系数小，抗氧化，耐冲蚀及导热性能好，能有效解决

换热器领域烟气低温露点腐蚀的难题，所以该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可以将排烟温度降到100

℃以下，更大程度的回收烟气余热，将会在95+超净高效加热炉技术中有广泛应用前景。所

述矩形阶梯孔的内径比碳化硅多孔板的外径大5‑10mm，用来密封，密封效果好。所述中间孔

呈圆角矩形，流动效果好且不易积灰。

[0008] 优选地，所述密封结构采用密封胶。

[0009] 碳化硅多孔板与管板的密封用密封胶填充在矩形阶梯孔的大孔中，密封胶要符合

耐酸碱腐蚀、耐化学介质广泛，防介质渗透，与碳化硅板及金属结合强度高，能够在100～

200℃以内长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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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优选地，所述密封结构采用密封条和压环，密封条压在矩形阶梯孔中，通过压环压

紧密封条。

[0011] 密封效果好，便于组装，耐腐蚀。密封条可以采用环形密封件或盘根形式绕圈密

封，材质包括硅橡胶、石墨、氟塑料、其他耐200℃高温耐酸碱腐蚀的塑料等材质。

[0012] 优选地，所述压环四个角上开有通孔，压环四个角通过螺母与管板上的螺柱连接。

[0013] 安装牢固。

[0014] 优选地，还包括热烟进口变径、热烟出口变径、冷侧气体进口变径、冷侧气体出口

变径、吹扫系统。

[0015] 优选地，所述碳化硅多孔板表面光滑带波纹。

[0016] 有利于热烟流动过程中形成湍流且不易积灰。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所述碳化硅板式换热器，耐腐蚀，热膨胀系数小，抗氧化，耐冲蚀及导

热性能好，能有效解决换热器领域烟气低温露点腐蚀的难题，所以该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可

以将排烟温度降到100℃以下，更大程度的回收烟气余热，将会在95+超净高效加热炉技术

中有广泛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碳化硅板式换热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碳化硅多孔板的正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碳化硅板束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所述碳化硅多孔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图4中A‑A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所述碳化硅多孔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是图6中B‑B处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其中：1、模块框架；2、碳化硅板束；3、管板；4、碳化硅多孔板；5、压环；6、密封条；7、

热烟进口变径；8、冷侧气体进口变径；9、热烟出口变径；10、冷侧气体出口变径；11、吹扫系

统；12、螺柱；13、螺母；14、矩形阶梯孔；15、密封胶；16、中间孔；17、热烟通道；18、冷侧气体

通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描述：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5所示，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包括换热模块，所述换热模块包括模块

框架1和模块框架1内的碳化硅板束2，所述碳化硅板束2包括两侧的管板3和碳化硅多孔板

4，所述管板3上开有矩形阶梯孔14，碳化硅多孔板4插在两管板3对应的矩形阶梯孔14中，所

述矩形阶梯孔14的内径比碳化硅多孔板4的外径大5‑10mm，所述碳化硅多孔板4和矩形阶梯

孔14之间设置有密封结构；所述碳化硅多孔板4中间有一排固定定高度和宽度的中间孔16，

碳化硅多孔板4板间形成热烟通道17，中间孔16形成冷侧气体通道18，所述中间孔16呈圆角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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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碳化硅多孔板4耐腐蚀，热膨胀系数小，抗氧化，耐冲蚀及导热性能好，能有效解决

换热器领域烟气低温露点腐蚀的难题，所以该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可以将排烟温度降到100

℃以下，更大程度的回收烟气余热，将会在95+超净高效加热炉技术中有广泛应用前景。所

述矩形阶梯孔14的内径比碳化硅多孔板4的外径大5‑10mm，用来密封，密封效果好。所述中

间孔16呈圆角矩形，流动效果好且不易积灰。

[0031] 热烟通道17可通过管板3上矩形阶梯孔14的中心间距调整，冷侧气体通道18通过

碳化硅多孔板4厚方向中间孔16的长宽调整，根据不同工况，设计不同的间距和长宽，从而

适应各种工况。中间孔16高度根据冷热侧气体温差、流量等计算出的空气流道间距决定，这

也决定了碳化硅管板14的厚度。冷热气体包括空气、煤气、净烟气等需要利用热烟气加热的

气体。

[0032] 换热模块可以是单一模块，也可以由多个换热模块通过螺栓连接或焊接方式组成

一个组合换热模块。本换热模块不限于在该碳化硅板式换热器中做换热模块，也可以作为

组合式碳化硅板式换热器的低温段使用。

[0033] 其中，所述密封结构采用密封胶15。

[0034] 碳化硅多孔板4与管板3的密封用密封胶15填充在矩形阶梯孔14的大孔中，密封胶

15要符合耐酸碱腐蚀、耐化学介质广泛，防介质渗透，与碳化硅板及金属结合强度高，能够

在100‑200℃以内长期运行。

[0035] 其中，还包括热烟进口变径7、热烟出口变径9、冷侧气体进口变径8、冷侧气体出口

变径10、吹扫系统11。

[0036] 其中，所述碳化硅多孔板4表面光滑带波纹。

[0037] 有利于热烟流动过程中形成湍流且不易积灰。

[0038] 所述的碳化硅板式换热器，工作过程如下：

[0039] 热烟气从热烟进口变径7进入，通过热烟通道17换热后从热烟出口变径9流出；冷

侧气体从冷侧气体进口变径8进入，通过冷侧气体通道18换热后从冷侧气体出口变径10流

出，热侧与冷侧形成错流换热最终达到换热的效果。

[0040] 实施例2

[0041] 如图6‑7所示，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

[0042] 其中，所述密封结构采用密封条6和压环5，密封条6压在矩形阶梯孔14中，通过压

环5压紧密封条6。

[0043] 密封效果好，便于组装，耐腐蚀。密封条6可以采用环形密封件或盘根形式绕圈密

封，材质包括硅橡胶、石墨、氟塑料、其他耐200℃高温耐酸碱腐蚀的塑料等材质。

[0044] 其中，所述压环5四个角上开有通孔，压环5四个角通过螺母13与管板3上的螺柱12

连接。

[0045] 安装牢固，螺柱12和螺母13材质可以是碳钢、不锈钢等材质。

[0046] 综上，本实用新型所述碳化硅板式换热器，耐腐蚀，热膨胀系数小，抗氧化，耐冲蚀

及导热性能好，能有效解决换热器领域烟气低温露点腐蚀的难题，所以该碳化硅板式换热

器可以将排烟温度降到100℃以下，更大程度的回收烟气余热，将会在95+超净高效加热炉

技术中有广泛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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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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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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