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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

常压节能锅炉，属于采暖设备领域，解决了现有

锅炉存在的节能力度不足的问题。本实用新型由

锅筒与炉胆形成热水套，炉胆上部设有与热水套

相通的水管，炉胆顶部设有内帽和烟筒，炉胆下

部由上炉排和下炉排分隔成上炉膛、中炉膛、和

下炉膛，上炉膛的侧面设有上炉门，中炉膛的侧

面设有下炉门，上炉排和下炉排均为水管炉排且

与热水套相通，上炉膛的上部设有水夹层，水夹

层的内腔与热水套相通，在水夹层下方两端对称

设有导火墙，导火墙与水夹层和热水套均相通，

炉胆内壁与导火墙之间形成高温火道。本实用新

型通过设置两个导火墙，形成了两个高温火道，

增加了散热面积，提高了热效率，节能效果得到

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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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由锅筒（4）与炉胆（2）构成水夹套结构，其间

形成的圆周密封腔为热水套（6），炉胆（2）上部水平纵横交错布置有与热水套（6）相通的水

管（5），炉胆（2）的顶部设有内帽（44）和烟筒（1），炉胆（2）的下部由上炉排（11）和下炉排

（15）分隔成上炉膛（7）、中炉膛（13）和下炉膛（16）三部分，上炉膛（7）的侧面设有上炉门

（10），中炉膛（13）的侧面设有下炉门（14），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均为水管炉排且与热

水套（6）相通，上炉膛（7）的上部设有水夹层（9），水夹层（9）的内腔与热水套（6）相通，其特

征在于：在水夹层（9）下方两端对称设有导火墙（17），所述导火墙（17）与水夹层（9）和热水

套（6）均相通，炉胆（2）内壁与导火墙（17）之间形成高温火道（1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炉

排（11）和下炉排（15）均穿透炉胆（2）、通过焊接与热水套（6）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

锅筒（4）直径与烟筒（1）直径之比为1:0.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在中炉膛

（13）内设有穿过热水套（6）的加氧管（12），所述加氧管（12）与鼓风机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炉

排（11）的炉排管间距为25-30毫米，下炉排（15）的炉排管间距为15-20毫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在下炉膛

（16）的下部与水泥地基连接处设有倾斜45度的出渣口（34）。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管

（5）、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的炉排管均采用无缝钢管制造而成，水管（5）直径为100-300

毫米、管壁厚度为5毫米，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的炉排管直径为50-114毫米、管壁厚度

为6毫米。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在水夹层

（9）上方的炉胆（2）侧壁上设有穿过穿透热水套（6）的清灰孔（8）。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温

控仪（35），所述温控仪（35）的探头（41）与锅筒（4）外壁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燃气装置，所述燃气装置包括托架（38）、燃烧器（37）和阻燃器（39），所述托架位于锅筒（4）

外部、下炉门（14）下方，燃烧器（37）位于托架（38）上，燃烧器（37）的火头（36）通过下炉门

（14）的炉门盖伸入中炉膛（13），燃烧器（37）通过阻燃器（39）与可燃气进气管（43）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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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采暖设备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无烟水冷双炉排立式正反烧常压锅炉》（专利号ZL200620122368.6，公告号

CN200961943Y，公告日2007.10.17）公开了一种无烟水冷双炉排立式正反烧常压锅炉，是以

烟煤为燃料的立式常压锅炉，涉及对这类锅炉构造中炉胆、炉排及水管加热方式等的改造，

热效率达到90%以上，比一般锅炉煤耗降低18%左右，烟尘排放浓度只有77.3kg/nm3。

[0003] 该锅炉经过十多年的生产和使用，发现其热效率、煤耗以及烟尘排放浓度仍需进

一步改进；另外，该锅炉的分置式水管炉排结构复杂，且处在高温中易变形损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以解决现有无烟

水冷双炉排立式正反烧常压锅炉存在的节能力度不足的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由锅筒与炉胆

构成水夹套结构，其间形成的圆周密封腔为热水套，炉胆上部水平纵横交错布置有与热水

套相通的水管，炉胆的顶部设有内帽和烟筒，炉胆的下部由上炉排和下炉排分隔成上炉膛、

中炉膛、和下炉膛三部分，上炉膛的侧面设有上炉门，中炉膛的侧面设有下炉门，上炉排和

下炉排均为水管炉排且与热水套相通，上炉膛的上部设有水夹层，水夹层的内腔与热水套

相通，在水夹层下方两端对称设有导火墙，导火墙与水夹层和热水套均相通，炉胆内壁与导

火墙之间形成高温火道。

[0006]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上炉排和下炉排均穿透炉胆、通过焊接与热水套

连通，防止炉排变形。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锅筒直径与烟筒直径之比为1:0.3，有利于降低出

烟口处的内压，微粒子不易被烟气带入大气，进一步降低了烟尘排放浓度。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中炉膛内设有穿过穿透热水套的加氧管，加氧

管与鼓风机相连。通过鼓风机进行强制进风供氧，使得燃烧更加充分。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上炉排的炉排管间距为25-30毫米，下排炉排的炉

排管间距为15-20毫米。上炉排上的大煤块经燃烧后变成小煤块，小煤块落在下炉排上可继

续燃烧，达到充分燃烧、节约原料目的。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下炉膛的下部与水泥地基连接处设有倾斜45度

的出渣口。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水管、上炉排和下炉排的炉排管均采用无缝钢管

制造而成，水管直径为100-300毫米、管壁厚度为5毫米，上炉排和下炉排的炉排管直径为

50-114毫米、管壁厚度为6毫米。根据锅筒直径变化选择相应的水管直径、上炉排和下炉排

的炉排管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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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在水夹层上方的炉胆侧壁上设有穿过穿透热水套

的清灰孔。燃烧过程中会有少量灰尘落在水夹层上面，可通过清灰孔清除灰尘。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温控仪，所述温控仪的探头与锅筒外壁连

接。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燃气装置，燃气装置包括托架、燃烧器和阻

燃器，托架位于锅筒外部、下炉门下方，燃烧器位于托架上，燃烧器的火头通过下炉门的炉

门盖伸入中炉膛，燃烧器通过阻燃器与可燃气进气管相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与专利《无烟水冷双炉排立式正反烧常压锅炉》相比，获得了以下有益

效果：

[0016] 1.  通过设置两个导火墙，形成了两个高温火道，高温火道更加通畅，加热更快，且

通过设置两个导火墙增加了散热面积，提高了热效率，节能效果得到了进一步提高，经改进

后，热效率达到93%以上，比一般锅炉煤耗降低40%左右；

[0017] 2. 上炉排与下炉排直接与炉胆焊接，可避免炉排变形，降低了制造维护成本；

[0018] 3.  锅筒直径与烟筒直径的特殊比例，进一步降低了烟尘排放浓度，经检验部门检

测，烟气排放浓度为2.6mg/m3，远低于50mg/m3的国家评价标准，各检测项目均符合《锅炉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排放标准；

[0019] 4.  本实用新型结构得到了简化，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中的A-A左剖视图；

[0022] 图3是图1的俯视图；

[0023] 图4是图3中的B-B全剖视图；

[0024] 图5是图1中的C-C全剖视图；

[0025]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本实用新型的采暖系统热水循环图。

[0027] 图中，1-烟筒；2-炉胆；3-封头；4-锅筒；5-水管；6-热水套；7-上炉膛；8-清灰孔；9-

水夹层；10-上炉门；11-上炉排；12-加氧管；13-中炉膛；14-下炉门；15-下炉排；16-下炉膛；

17-导火墙；18-高温火道；19-出水管；20-限压管；21-排污管；22-水泵；23-闸阀；24-分水

缸；25-采热系统上水管；26-散热器上水管；27-散热器；28-散热器回水管；29-采热系统回

水管；30-除污器；31-碟阀；32-回水管；33-出火口；34-出渣口；35-温控仪；36-火头；37-燃

烧器；38-托架；39-阻燃器；40-锅炉补水水箱；41-探头；42-配电箱；43-可燃气进气管；44-

内帽。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如图1-图5所示，一种双炉棑正反烧立式常压节能锅炉，由锅筒4与炉胆2

构成水夹套结构，其间形成的圆周密封腔为热水套6，炉胆2上部水平纵横交错布置有与热

水套6相通的水管5，炉胆2的顶部设有内帽44和烟筒1，炉胆2的下部由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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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成上炉膛7、中炉膛13和下炉膛16三部分，上炉膛7的侧面设有上炉门10，中炉膛13的侧

面设有下炉门14，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均为水管炉排且与热水套6相通，上炉膛7的上部设

有水夹层9，水夹层9的内腔与热水套6相通，在水夹层9下方两端对称设有导火墙17，导火墙

17与水夹层9和热水套6均相通，炉胆2内壁与导火墙17之间形成高温火道18；

[0030] 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均穿透炉胆2、通过焊接与热水套6连通；

[0031] 锅筒4直径与烟筒1直径之比为1:0.3；

[0032] 在中炉膛13内设有穿过热水套6的加氧管12，加氧管12与鼓风机相连；

[0033] 上炉排11的炉排管间距为25-30毫米，下排炉排15的炉排管间距为15-20毫米；

[0034] 在下炉膛16的下部与水泥地基连接处设有倾斜45度的出渣口34；

[0035] 水管5、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的炉排管均采用无缝钢管制造而成，水管5直径为

100-300毫米、管壁厚度为5毫米，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的炉排管直径为50-114毫米、管壁厚

度为6毫米；

[0036] 在水夹层9上方的炉胆2侧壁上设有穿过穿透热水套6的清灰孔8；

[0037] 还包括温控仪35，所述温控仪35的探头41与锅筒4外壁连接。

[0038] 工作时，从上炉门10加燃煤到上炉排11上，从下炉门14加燃煤到下炉排15上。燃烧

时下炉门14关闭，上炉门10全开，出渣口34处有一定量的进风。当下炉排15的煤层燃烧后产

生可燃气体，由于空气的对流向上流动，形成正烧；如图4所示，水夹层9和两个导火墙17组

成Π形燃烧室，上炉排11的煤层燃烧后产生的可燃气体，由于水夹层9和导火墙17的封闭阻

挡，以及从上炉门10进入的冷空气的作用，通过上炉排11向下流动，可燃气体即被加热到着

火点燃烧形成反烧，两种燃烧方式产生的可燃气体在中炉膛13碰头并达到着火点，在加氧

管12的供氧状态下，燃烧而形成高温火焰，高温火焰经出火口33通过如图5所示的两个半月

形高温火道18，进入水管5下方的空腔内，对水管5、水夹层9、导火墙17不断加热。可燃气体

在完全燃烧后，只剩下热空气经烟筒1排入大气。

[0039] 采用正反烧技术加热水管5  、水夹层9、导火墙17、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循环水不

断带走热量，所以煤层的热量可以全部被利用。与专利《无烟水冷双炉排立式正反烧常压锅

炉》相比，通过设置两个导火墙17，形成了两个高温火道18，高温火道18更加通畅，加热更

快，且通过设置两个导火墙17增加了散热面积，烟筒1的温度只有100摄氏度左右，热能被充

分利用，热效率达到93%以上，比一般锅炉煤耗降低40%左右。

[0040] 实施例2、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是：还包括燃气装置，所述燃气装

置包括托架38、燃烧器37和阻燃器39，托架位于锅筒4外部、下炉门14下方，燃烧器37位于托

架38上，燃烧器37的火头36通过下炉门14的炉门盖伸入中炉膛13，燃烧器37通过阻燃器39

与可燃气进气管43相连接。本实施例提供了利用新能源的途径，可使用天然气、沼气等可燃

气体作为燃料，可有效利用环保清洁能源。

[0041] 工作时，打开燃烧器37的开关，一方面，经燃烧器37的火头36喷出的可燃气体点火

后燃烧，在中炉膛13内形成火球，在加氧管12的供氧状态下，对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进行加

热，高温火焰经出火口33沿着高温火道18向上走，进入水管5下方的空腔内，对水管5、水夹

层9、导火墙17不断加热；另一方面，经上炉排11进入上炉膛7的可燃气体，与上炉门10进入

的氧气相遇形成高温火，加热水夹层9后，由于水夹层9和导火墙17的封闭阻挡，再经上炉棑

11返回中炉膛，形成反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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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以上两种实施方式的采暖系统热水循环原理相同，如图7所示，锅炉顶部封头3上

的限压管20与锅炉补水水箱40连接；锅炉下部与热水套6相通的排污管21用于排除热水套

污水。水管5、水夹层9、导火墙17、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中的水被加热后，由于温差的原因使

水产生对流，热水上升到热水套6顶部，水泵22把热水套6的热水经出水管19抽出后，经闸阀

23、分水缸24，沿采热系统上水管25、散热器上水管26进入散热器27中，散热后的水经散热

器回水管28流入采热系统回水管29，经除污器30，碟阀31，回水管32进入热水套6，对水管5、

水夹层9、导火墙17、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内进行补水。如此往复循环，不断从水管5  、水夹

层9、导火墙17、上炉排11和下炉排15及炉膛中采热进行热交换。

[0043]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温控仪35为市场商购。将温控仪35装配在配电箱42内，探头

41上设有磁铁，将探头41吸附在锅筒4外壁上，可检测到水温。在温控仪35上设定最高温度

80摄氏度和最低温度60摄氏度，当探头41测量到温度达到80摄氏度时，温控仪35自动接通

水泵22电机电源使锅炉内的热水进入到采暖系统进行循环供热，当探头41测量到温度低于

60摄氏度时，温控仪35断开水泵22电机电源，热水停止循环，锅炉内的热水开始升温。通过

温控仪35的控制，可进一步达到节能的目的。另外，由于水温不会高于80摄氏度，没有达到

结成水垢的温度条件，不会形成水垢，所以锅炉内的水管5、水夹层9、导火墙17、上炉排11和

下炉排15不需要维护。

[0044] 本实用新型由于是强制水循环，改变了目前比较通用的水管炉排所出现的水管易

被水垢堵塞，局部过热引发的“过冷沸腾”等弊病。

[0045] 本实用新型的核心问题是上，下火焰的对流点处的温度，它是由加氧管12供氧、上

炉门10完全开启，下炉门14完全关闭、以及倾斜45度的出渣口34处的进风道开启程度来控

制，出渣口34处的进风道开启程度以可燃气体能顺利通过下炉排15进入中炉膛13点火形成

高温火焰为宜。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是进风流量大,排烟流量小的原理来最大降低烟尘排放

浓度。

[0046] 本实用新型由于锅筒4直径与烟筒1直径的特殊比例，降低了烟筒1出口处的内压，

微粒子不易被烟气带入大气，进一步降低了烟尘排放浓度。国标规定50mg/m3，本实用新型

经检验部门检测只有2.6mg/m3，远低于《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排放标

准。

[0047] 本实用新型采用一种既能烧煤又能利用环保清洁能源（天然气，沼气等）的实施方

案。利用新能源是一种发展方向，但受价格高、使用条件要求严格等限制，传统的烧煤采暖

还是有广阔市场的，本实用新型可满足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0048] 本实用新型可应用于热水供应、采暖供应、农村炕热取暖等生活供热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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