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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

质热风炉，包括炉体、风机、除尘装置和烟道，烟

道设置于炉体的烟气出口，烟道的出口通过除尘

装置后再与风机连接，其特征在于：直接供热式

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火星湮灭装置，火星

湮灭装置包括空压机和与空压机连接的喷嘴，喷

嘴穿过烟道侧壁指向烟道内侧安装，还包括烟气

起旋装置、热风罩和混风箱。本发明相比现有技

术具有以下优点：结构简单，无换热装置，热量利

用效率高；火星湮灭装置能够有效去除火星，使

用安全性高；直流除尘器压降低、处理量大，能够

有效降低维护成本和使用能耗；热风温度灵活调

整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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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包括炉体、风机、除尘装置和烟道，所述烟道

设置于所述炉体的烟气出口，所述烟道的出口通过除尘装置后再与所述风机连接，其特征

在于：所述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火星湮灭装置，所述火星湮灭装置包括

空压机和与空压机连接的喷嘴，所述喷嘴穿过烟道侧壁指向烟道内侧安装；所述除尘装置

是直流除尘器，所述直流除尘器包括起旋器、集成套和排气管，所述起旋器设置于烟道出口

处，所述烟道出口穿过集尘套伸入集尘套内，所述排气管的入口穿过集尘套侧壁指向烟道

出口，所述排气管入口处管径小于烟道的出口管径；在烟道出口和排气管的入口之间还设

置有锥形导流罩，所述锥形导流罩呈中空的圆锥状，其顶部尖端指向烟道出口；所述排气管

的入口伸入所述锥形导流罩内；所述喷嘴是喷砂喷头，所述喷砂喷头的气管接口与所述空

压机连接，所述喷砂喷头的砂管接口与所述炉体的灰室或者所述集尘套的底部连通。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火星湮灭

装置还包括烟气起旋装置，所述烟气起旋装置安装在喷嘴上游一侧。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集尘套底

部倾斜设置，在集尘罩底部最低处设置有灰管，所述灰管的出口通过送灰绞龙与炉体的灰

室连通。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其特征在于：在炉体的上半

部设置有二次风补气管，所述二次风补气管沿切线方向与炉体接触。

5.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直接供热

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混风箱和热风罩，所述炉体、除尘装置和烟道均设置与热风

罩内，所述热风罩上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出风口和除尘装置的气流出口均与所述

混风箱连通，所述混风箱上还设置有冷风进口和混风出口，所述混风出口与风机连接。

6.如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混风出口

设置于混风箱顶部，所述出风口和除尘装置的气流出口均通向混风箱底部，在混风箱内还

设置有折流板，  折流板的设计能够帮助三股气流充分混合和换热，使送出的热风品质均一

稳定。

7.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其特征在于：在炉体底部的

灰室中设置有排灰绞龙。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645707 B

2



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锅炉供热技术领域，尤其涉及的是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

炉。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做燃料时，由于燃料质地松散，很容易在燃烧过程中产生火星随烟气向下

游输送，由此造成在使用过程中极大的安全隐患，因而造成在烘干易燃物料时，几乎全部需

要经过换热器换热，以此保证隔绝火星。本方案通过设计火星湮灭装置，确保火星能够得到

有效的破碎和完全燃烧，再使烟气通过除尘后直接送到需处，能量利用效率高，节约制造和

维护成本。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

风炉。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包括

炉体、风机、除尘装置和烟道，烟道设置于炉体的烟气出口，烟道的出口通过除尘装置后再

与风机连接，其特征在于：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火星湮灭装置，火星湮灭

装置包括空压机和与空压机连接的喷嘴，喷嘴穿过烟道侧壁指向烟道内侧安装。

[0005]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火星湮灭装置还包括烟气起旋装置，烟气起旋装

置安装在喷嘴上游一侧。

[0006]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除尘装置是直流除尘器，直流除尘器包括起旋器、

集成套和排气管，起旋器设置于烟道出口处，烟道出口穿过集尘套伸入集尘套内，排气管的

入口穿过集尘套侧壁指向烟道出口，排气管入口处管径小于烟道的出口管径。

[0007]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烟道出口和排气管的入口之间还设置有锥形导

流罩，锥形导流罩呈中空的圆锥状，其顶部尖端指向烟道出口；排气管的入口伸入所述锥形

导流罩内。

[0008]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喷嘴是喷砂喷头，喷砂喷头的气管接口与空压机

连接，喷砂喷头的砂管接口与炉体的灰室或者集尘套的底部连通。

[0009]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集尘套底部倾斜设置，在集尘罩底部最低处设置

有灰管，灰管的出口通过送灰绞龙与炉体的灰室连通。

[0010]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炉体的上半部设置有二次风补气管，二次风补

气管沿切线方向与炉体接触。

[0011]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混风箱和

热风罩，炉体、除尘装置和烟道均设置与热风罩内，热风罩上开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出风

口和除尘装置的气流出口均与混风箱连通，混风箱上还设置有冷风进口和混风出口，混风

出口与风机连接。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10645707 B

3



[0012]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混风出口设置于混风箱顶部，出风口和除尘装置

的气流出口均通向混风箱底部，在混风箱内还设置有折流板。折流板的设计能够帮助三股

气流充分混合和换热，使送出的热风品质均一稳定。

[0013] 作为对上述方案的进一步改进，在炉体底部的灰室中设置有排灰绞龙。

[0014]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结构简单，无换热装置，热量利用效率高；火

星湮灭装置能够有效去除火星，使用安全性高；直流除尘器压降低、处理量大，能够有效降

低维护成本和使用能耗；热风温度灵活调整适应性强。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实施例1中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的结构图。

[0016] 图2是实施例2中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的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对本发明的实施例作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

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的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的实施

例。

[0018] 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包括炉体1、风机7、除尘装置和烟道3，烟道

3设置于炉体1的烟气出口，烟道3的出口通过除尘装置后再与风机7连接，其特征在于：直接

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火星湮灭装置，火星湮灭装置包括空压机21和与空压机

21连接的喷嘴22，喷嘴22穿过烟道3侧壁指向烟道3内侧安装。火星湮灭装置通过将空压机

21提供的压缩空气从喷嘴22中高速喷出，与烟道3内的烟气高速碰撞，是烟气中的颗粒物和

火星之间摩擦撞击，使烟气和火星破碎的同时降低了其动能，让其能够下落得到分离，同时

火星在破碎的过程中，暴露出更多与氧气的接触面积，能够加速其燃烧进程，加之压缩空气

中补入的氧气，使火星能够得到有效的湮灭和去除。

[0019] 火星湮灭装置还包括烟气起旋装置23，烟气起旋装置23安装在喷嘴22上游一侧。

由于压缩空气的冲击力会随着路径延长快速衰减，因而在烟道3中心的火星较之周边的火

星受到的冲击破碎作用的效果要差很多，因此我们设计烟气起旋装置23使烟气预先旋转起

来，从而使其中的颗粒物能够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到烟道3周边，从而能够在更短的距离

内就收到压缩空气的冲击，且大质量的颗粒会更加靠近边缘收到的冲击效果越好，如此来

保证更好的火星湮灭效果。烟气起旋装置23可以是切向送风系统或导叶式叶片或其他使气

体旋流的装置。

[0020] 除尘装置是直流除尘器，直流除尘器包括起旋器41、集成套和排气管43，起旋器41

设置于烟道3出口处，烟道3出口穿过集尘套42伸入集尘套42内，排气管43的入口穿过集尘

套42侧壁指向烟道3出口，排气管43入口处管径小于烟道3的出口管径。起旋器41使气流旋

转，从而使颗粒物与气体分离，使位于管道中心部位的气流中颗粒含量大大低于周边，再使

用管径较小的排气管43取走中心部位的气体，达到除尘的目的。在整个除尘过程中，因为没

有传统旋风除尘器所利用的二次涡流，压降大大减小，从而使整个过程的气流输送能耗大

大降低，另外，装置的结构简单，对于高温烟尘的耐受力大大提高。

[0021] 喷嘴22是喷砂喷头，喷砂喷头的气管接口与空压机21连接，喷砂喷头的砂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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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炉体1的灰室连通。将烟尘通过喷砂喷头重新喷进烟道3内，能够增强对火星和其他颗粒

物的撞击，促进其快速破碎并消耗其大量动能，使火星的湮灭过程更加快速，同时进行的更

加彻底。

[0022] 集尘套42底部倾斜设置，在集尘罩底部最低处设置有灰管45，灰管45的出口通过

送灰绞龙46与炉体1的灰室连通。送灰绞龙46能够保证在灰分的输送过程中隔绝两端的气

体，使两端的气压保持不变，做到避免发生“串气”。

[0023] 在炉体1的上半部设置有二次风补气管12，二次风补气管12沿切线方向与炉体1接

触。二次补风一方面能够促进火星燃烧，同时二次风补气管12的补气方向可以与烟气起旋

装置23的旋转方向一致，如此延长烟气在进入火星湮灭装置之前的旋转路径，使得火星和

颗粒有充分的时间向管壁移动，增强火星湮灭装置和除尘装置的工作效果。

[0024] 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混风箱6和热风罩5，炉体1、除尘装置和烟

道3均设置与热风罩5内，热风罩5上开设有进风口51和出风口52，出风口52和除尘装置的气

流出口44均与混风箱6连通，混风箱6上还设置有冷风进口61和混风出口62，混风出口62与

风机7连接。热风罩5能够将炉体1、除尘装置和烟道3散失的热量回收，混风箱6将除尘后的

烟气、冷空气和热风罩5回收的热风混合，能够综合利用能量，并灵活适应不同的热风需求。

[0025] 混风出口62设置于混风箱6顶部，出风口52和除尘装置的气流出口44均通向混风

箱6底部，在混风箱6内还设置有折流板63。折流板63的设计能够帮助三股气流充分混合和

换热，使送出的热风品质均一稳定。

[0026] 在炉体1底部的灰室中设置有排灰绞龙11。由于炉体1负压运转，为保证送入空气

量的精确控制，使用排灰绞龙11将灰分排出，能够有效避免空气从灰室内漏入。

[0027] 实施例2

[0028] 一种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包括炉体1、风机7、除尘装置和烟道3，烟道

3设置于炉体1的烟气出口，烟道3的出口通过除尘装置后再与风机7连接，其特征在于：直接

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火星湮灭装置，火星湮灭装置包括空压机21和与空压机

21连接的喷嘴22，喷嘴22穿过烟道3侧壁指向烟道3内侧安装。火星湮灭装置通过将空压机

21提供的压缩空气从喷嘴22中高速喷出，与烟道3内的烟气高速碰撞，是烟气中的颗粒物和

火星之间摩擦撞击，使烟气和火星破碎的同时降低了其动能，让其能够下落得到分离，同时

火星在破碎的过程中，暴露出更多与氧气的接触面积，能够加速其燃烧进程，加之压缩空气

中补入的氧气，使火星能够得到有效的湮灭和去除。

[0029] 火星湮灭装置还包括烟气起旋装置23，烟气起旋装置23安装在喷嘴22上游一侧。

由于压缩空气的冲击力会随着路径延长快速衰减，因而在烟道3中心的火星较之周边的火

星受到的冲击破碎作用的效果要差很多，因此我们设计烟气起旋装置23使烟气预先旋转起

来，从而使其中的颗粒物能够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到烟道3周边，从而能够在更短的距离

内就收到压缩空气的冲击，且大质量的颗粒会更加靠近边缘收到的冲击效果越好，如此来

保证更好的火星湮灭效果。烟气起旋装置23可以是切向送风系统或导叶式叶片或其他使气

体旋流的装置。

[0030] 除尘装置是直流除尘器，直流除尘器包括起旋器41、集成套和排气管43，起旋器41

设置于烟道3出口处，烟道3出口穿过集尘套42伸入集尘套42内，排气管43的入口穿过集尘

套42侧壁指向烟道3出口，排气管43入口处管径小于烟道3的出口管径。起旋器41使气流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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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而使颗粒物与气体分离，使位于管道中心部位的气流中颗粒含量大大低于周边，再使

用管径较小的排气管43取走中心部位的气体，达到除尘的目的。在整个除尘过程中，因为没

有传统旋风除尘器所利用的二次涡流，压降大大减小，从而使整个过程的气流输送能耗大

大降低，另外，装置的结构简单，对于高温烟尘的耐受力大大提高。起旋器41的结构与烟气

起旋装置23相同，均可以选取切向送风系统或导叶式叶片或其他使气体旋流的装置。

[0031] 在烟道3出口和排气管43的入口之间还设置有锥形导流罩47，锥形导流罩47呈中

空的圆锥状，其顶部尖端指向烟道3出口。烟气在锥形导流罩47的遮挡下全部进入集尘套42

内，由此避免一些处于烟道3中心的颗粒无法运动到边缘得到去除的情况，烟气在进入集尘

套42后继续旋转向前运动，翻过锥形导流罩47的边缘后由排气管43排出，在此过程中烟气

始终旋转向前输送，烟气在经过与集尘套42内壁作用与锥形导流罩47侧壁的摩擦作用，经

多级分离，使得烟尘去除率大大提高。排气管43的入口伸入锥形导流罩47内。

[0032] 喷嘴22是喷砂喷头，喷砂喷头的气管接口与空压机21连接，喷砂喷头的砂管接口

与集尘套42的底部连通。将烟尘通过喷砂喷头重新喷进烟道3内，能够增强对火星和其他颗

粒物的撞击，促进其快速破碎并消耗其大量动能，使火星的湮灭过程更加快速，同时进行的

更加彻底。

[0033] 在炉体1的上半部设置有二次风补气管12，二次风补气管12沿切线方向与炉体1接

触。二次补风一方面能够促进火星燃烧，同时二次风补气管12的补气方向可以与烟气起旋

装置23的旋转方向一致，如此延长烟气在进入火星湮灭装置之前的旋转路径，使得火星和

颗粒有充分的时间向管壁移动，增强火星湮灭装置和除尘装置的工作效果。

[0034] 直接供热式烘干用生物质热风炉还包括混风箱6和热风罩5，炉体1、除尘装置和烟

道3均设置与热风罩5内，热风罩5上开设有进风口51和出风口52，出风口52和除尘装置的气

流出口44均与混风箱6连通，混风箱6上还设置有冷风进口61和混风出口62，混风出口62与

风机7连接。热风罩5能够将炉体1、除尘装置和烟道3散失的热量回收，混风箱6将除尘后的

烟气、冷空气和热风罩5回收的热风混合，能够综合利用能量，并灵活适应不同的热风需求。

[0035] 混风出口62设置于混风箱6顶部，出风口52和除尘装置的气流出口44均通向混风

箱6底部，在混风箱6内还设置有折流板63。折流板63的设计能够帮助三股气流充分混合和

换热，使送出的热风品质均一稳定。

[0036] 在炉体1底部的灰室中设置有排灰绞龙11。由于炉体1负压运转，为保证送入空气

量的精确控制，使用排灰绞龙11将灰分排出，能够有效避免空气从灰室内漏入。

[0037] 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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