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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

收装置，包括连接于锅炉本体的烟气出口，所述

烟气出口外部设置有储热腔，设备还包括集热片

和水管，所述集热片位于储热腔内部，且集热片

套设于烟气出口外表面，所述水管横向贯穿整个

烟气出口，且水管螺旋缠绕于集热片外表面，本

发明通过集热片和水管，对烟气中的热量进行回

收和利用，减少余热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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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包括连接于锅炉本体（1）的烟气出口（2），所

述烟气出口（2）外部设置有储热腔（5），其特征在于：设备还包括集热片（3）和水管（4），所述

集热片（3）位于储热腔（5）内部，且集热片（3）套设于烟气出口（2）外表面，所述水管（4）横向

贯穿整个烟气出口（2），且水管（4）螺旋缠绕于集热片（3）外表面；

设备还包括除尘机构（6）；所述除尘机构（6）连接于烟气出口（2），所述除尘机构（6）包

括箱体（601）、滤网（602）、空心安装架（603）、除杂口（604）、导料板（605）、第一电机（609）、

绞轴（610）、集尘槽（611）和卸料阀（612）；所述烟气出口（2）与箱体（601）内部连接，所述箱

体（601）上设置有外壳，所述空心安装架（603）设置在箱体（601）内部靠烟气出口（2）连接处

下侧，所述滤网（602）滑动连接在空心安装架（603）内部，所述第一电机（609）设置在外壳内

部，所述滤网（602）贯穿箱体（601）和外壳内壁，并缠绕于绞轴（610）上，所述绞轴（610）转动

连接在箱体（601）内部，并与第一电机（609）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外壳与箱体（601）接触

面底部开设有除杂口（604），所述导料板（605）倾斜设置在除杂口（604）处，所述集尘槽

（611）设置在箱体（601）内底部，且卸料阀（612）设置在集尘槽（611）底部，所述箱体（601）右

端面靠滤网（602）下侧开设有出气口；

所述除尘机构（6）还包括扭簧（606）、转轴（607）和刮板（608）；所述转轴（607）转动连接

在外壳内部，所述扭簧（606）固定在外壳内部，且扭簧（606）套设于转轴（607）外表面，所述

刮板（608）设置在转轴（607）上，所述刮板（608）与滤网（602）相抵接；

设备还包括辅助除尘机构（7）；所述辅助除尘机构（7）包括凸轮（71）、第二电机（72）、传

动球（73）、顶杆（74）、导套（75）和连接弹簧（76）；所述第二电机（72）设置在外壳内部，所述

凸轮（71）与第二电机（7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导套（75）设置在外壳内部，所述顶杆

（74）位于导套（75）内部，所述顶杆（74）左端设置有传动球（73），所述传动球（73）与凸轮

（71）的工作面往复接触，所述导套（75）通过连接弹簧（76）与传动球（73）连接，所述顶杆

（74）右端与出料相抵接；

设备还包括吸尘机构（9）；所述吸尘机构（9）包括滤袋框架（91）、文氏板（92）、喷吹管

（93）、脉冲电磁阀（94）、气包（95）、控制仪（96）和除尘滤袋（97），所述滤袋框架（91）通过文

氏板（92）连接在箱体（601）内部，所述除尘滤袋（97）位于滤袋框架（91）内部，所述喷吹管

（93）设置在箱体（601）内顶部，所述气包（95）设置在箱体（601）侧端，所述气包（95）通过气

管与喷吹管（93）连接，且气管上设置有脉冲电磁阀（94），所述控制仪（96）与脉冲电磁阀

（94）电性连接；

所述水管（4）一端与外接自来水管连接，且水管（4）另一端与外接水龙头连接；

所述集热片（3）为陶瓷集热片，且陶瓷集热片的厚度为0.5‑2.0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储热

腔（5）外表面涂设有隔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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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火力发电厂内部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发电厂的发展起始于直流发电站。1881年美国的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开始筹建中央

发电厂，1882年总共有两座初具规模的发电厂投产。1月伦敦荷陆恩桥的爱迪生公司开始发

电，供应圣马厂邮局，桥西的城市大教堂和桥头旅馆等用电，发电厂利用烟气机驱动直流发

电机，电压为110伏，电力可供1000  个爱迪生灯泡用。同年末纽约珍珠街爱迪生公司发电厂

也装上了同型机组，这是美国的第一座发电厂，内装6台发动机，可供6000个爱迪生灯泡用

电，于是，后来在俄国彼得堡的芬坦克河上出现了水上发电站，发电站建在驳船上，为涅夫

斯基大街照明供电。

[0003] 在电力的生产和输送问题上，早期曾有过究竟是直流还是交流的长年激烈争论。

爱迪生主张用直流，人们也曾想过各种方法，扩大直流电的供电范围，使中小城市的供电情

况有了明显改善。但对大城市的供电，经过改进的直流电站仍然无能为力，代之而起的是交

流电站的建立，因为要作远程供电，就需增协电压以降低输电线路中的电能损耗，然后又必

须用变压器降压才能送至用户。直流变压器十分复杂，而交流变压器则比较简单，没有运动

部件，维修也方便。

[0004] 现有技术中发电厂大多用热力发电，方式是利用锅炉燃烧燃料进行热力源的供

应，但传统的锅炉燃烧燃料后，会出现大量的烟气，直接排放，一方面烟气中会携带大量的

热量，无法利用，导致热量流失，浪费能源，另一方面烟气内部会含有大量颗粒杂质，会污染

空气，综上所述，本申请现提出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来解决上述出现的问

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本发明使用方便，操作简单，系统性高，实用性强。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

置，包括连接于锅炉本体的烟气出口，所述烟气出口外部设置有储热腔，设备还包括集热片

和水管，所述集热片位于储热腔内部，且集热片套设于烟气出口外表面，所述水管横向贯穿

整个烟气出口，且水管螺旋缠绕于集热片外表面。

[0007] 优选的，设备还包括除尘机构；所述除尘机构连接于烟气出口，所述除尘机构包括

箱体、滤网、空心安装架、除杂口、导料板、第一电机、绞轴、集尘槽和卸料阀；所述烟气出口

与箱体内部连接，所述箱体上设置有外壳，所述空心安装架设置在箱体内部靠烟气出口连

接处下侧，所述滤网滑动连接在空心安装架内部，所述电动机设置在外壳内部，所述滤网贯

穿箱体和外壳内壁，并缠绕于绞轴上，所述绞轴转动连接在箱体内部，并与电动机的输出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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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连接，所述外壳与箱体接触面底部开设有除杂口，所述导料板倾斜设置在除杂口处，所

述集尘槽设置在箱体内底部，且卸料阀设置在集尘槽底部，所述箱体右端面靠滤网下侧开

设有出气口。

[0008] 更为优选的，所述除尘机构还包括扭簧、转轴和刮板；所述转轴转动连接在外壳内

部，所述扭簧固定在外壳内部，且扭簧套设于转轴外表面，所述刮板设置在转轴上，所述刮

板与滤网相抵接。

[0009] 更为优选的，设备还包括辅助除尘机构；所述辅助除尘机构包括凸轮、第二电机、

传动球、顶杆、导套和连接弹簧；所述第二电机设置在外壳内部，所述凸轮与第二电机的输

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导套设置在外壳内部，所述顶杆位于导套内部，所述顶杆左端设置有传

动球，所述传动球与凸轮的工作面往复接触，所述导套通过连接弹簧与传动球连接，所述顶

杆右端与导料板相抵接。

[0010] 优选的，所述水管一端与外接自来水管连接，且水管另一端与外接水龙头连接。

[0011] 优选的，所述集热片为陶瓷集热片，且陶瓷集热片的厚度为0.5‑2.0cm。

[0012] 优选的，所述储热腔外表面涂设有隔热层。

[0013] 优选的，设备还包括吸尘机构；所述吸尘机构包括滤袋框架、文氏板、喷吹管、脉冲

电磁阀、气包、控制仪和除尘滤袋，所述滤袋框架通过文氏板连接在箱体内部，所述除尘滤

袋位于滤袋框架内部，所述喷吹管设置在箱体内顶部，所述气包设置在箱体侧端，所述气包

通过气管与喷吹管连接，且气管上设置有脉冲电磁阀，所述控制仪与脉冲电磁阀电性连接。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本发明通过集热片和水管，对烟气中的

热量进行回收和利用，减少余热的利用；

[0015] 2、本发明通过箱体、滤网、空心安装架、除杂口、导料板、扭簧、转轴、刮板、第一电

机、绞轴、集尘槽和卸料阀，可利用滤网对吸附烟气中的颗粒杂质，防止直接排放至空气中

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的问题；

[0016] 3、本发明通过扭簧、转轴和刮板，将滤网粘附的杂质刮下，集中清理；

[0017] 4、本发明通过凸轮、第二电机、传动球、顶杆、导套和连接弹簧，利用往复改变导料

板的出料角度，实现震动出料，加快除杂速度，提高除尘效率。

[0018] 5、本发明通过滤袋框架、文氏板、喷吹管、脉冲电磁阀、气包、控制仪和除尘滤袋，

对烟气中的灰尘进行吸附操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中除尘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一；

[0021] 图3为本发明中除尘机构的局部结构示意图二；

[0022] 图4为本发明中辅助除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发明中吸尘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中：1.锅炉本体；2.烟气出口；3.集热片；4.水管；5.储热腔；  6 .除尘机

构；7.辅助除尘机构；8.外壳；9.吸尘机构；601.箱体；602.滤网；  603.空心安装架；604.除

杂口；605.导料板；606.扭簧；607.转轴；608.刮板；609.第一电机；610.绞轴；611.集尘槽；

612.卸料阀；71.凸轮；72.第二电机；73.传动球；74.顶杆；75.导套；76.连接弹簧；91.滤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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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92.  文氏板；93.喷吹管；94.脉冲电磁阀；95.气包；96.控制仪；97.除尘滤袋。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实施例一

[0027]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火力发电厂用锅炉余热回收装置，包

括连接于锅炉本体1的烟气出口2，所述烟气出口2外部设置有储热腔5，设备还包括集热片3

和水管4，所述集热片3位于储热腔5内部，且集热片3套设于烟气出口2外表面，所述水管4横

向贯穿整个烟气出口2，且水管4螺旋缠绕于集热片3外表面；

[0028] 本发明在工作时：烟气进入烟气出口2内部，集热片3吸收烟气内部的热量，并传递

至水管4内的水中，以供使用者使用。

[0029] 实施例二

[0030] 作为实施例一的一种优选方案，请参阅图2和图3，设备还包括除尘机构  6；所述除

尘机构6连接于烟气出口2，所述除尘机构6包括箱体601、滤网  602、空心安装架603、除杂口

604、导料板605、第一电机609、绞轴610、集尘槽611和卸料阀612；所述烟气出口2与箱体601

内部连接，所述箱体601上设置有外壳，所述空心安装架603设置在箱体601内部靠烟气出口

2连接处下侧，所述滤网602滑动连接在空心安装架603内部，所述第一电机609  设置在外壳

内部，所述滤网602贯穿箱体601和外壳内壁，并缠绕于绞轴610  上，所述绞轴610转动连接

在箱体601内部，并与第一电机609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外壳与箱体601接触面底部开设

有除杂口604，所述导料板605  倾斜设置在除杂口604处，所述集尘槽611设置在箱体601内

底部，且卸料阀612设置在集尘槽611底部，所述箱体601右端面靠滤网602下侧开设有出气

口；

[0031] 所述除尘机构6还包括扭簧606、转轴607和刮板608；所述转轴607转动连接在外壳

内部，所述扭簧606固定在外壳内部，且扭簧606套设于转轴  607外表面，所述刮板608设置

在转轴607上，所述刮板608与滤网602相抵接；

[0032] 工作流程：烟气进入箱体601内部，并经过滤网602过滤后，从出气口排出，烟气中

的灰尘残留在滤网602上表面，过滤完毕后，运行第一电机609，第一电机609的输出端转动

带动绞轴610转动，绞轴610转动的同时带动滤网602缠绕于绞轴610上，绞轴610在收滤网

602的过程中，刮板608在扭簧606和转轴607的配合下，将滤网602表面的灰尘刮下，并经过

导料板605 通过除杂口604进入集尘槽611内部，使用者可通过卸料阀612集中清理。

[0033] 实施例三

[0034] 作为实施例二的一种优选方案，请参阅图4，设备还包括辅助除尘机构7；所述辅助

除尘机构7包括凸轮71、第二电机72、传动球73、顶杆74、导套  75和连接弹簧76；所述第二电

机72设置在外壳内部，所述凸轮71与第二电机72的输出端固定连接，所述导套75设置在外

壳内部，所述顶杆74位于导套75内部，所述顶杆74左端设置有传动球73，所述传动球73与凸

轮71的工作面往复接触，所述导套75通过连接弹簧76与传动球73连接，所述顶杆74右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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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料板605相抵接；

[0035] 工作流程：运行第二电机72，第二电机72的输出端转动带动凸轮71转动，凸轮71的

工作面与传动球73往复接触，当凸轮71的尖端由左至右转动时，通过传动球73推动顶杆74

在导套75内向右移动，顶杆74推动导料板  605转动，当凸轮71的尖端由右至左转动时，传动

球73失去受力，连接弹簧  76推动传动球73带动顶杆74在导套75内向左移动，由此往复，导

料板605  往复转动，实现了震动出料的目的，加快了出料速度。

[0036] 实施例四

[0037] 作为实施例一或实施例二的一种优选方案，设备还包括吸尘机构9；所述吸尘机构

9包括滤袋框架91、文氏板92、喷吹管93、脉冲电磁阀94、气包  95、控制仪96和除尘滤袋97，

所述滤袋框架91通过文氏板92连接在箱体  601内部，所述除尘滤袋97位于滤袋框架91内

部，所述喷吹管93设置在箱体601内顶部，所述气包95设置在箱体601侧端，所述气包95通过

气管与喷吹管93连接，且气管上设置有脉冲电磁阀94，所述控制仪96与脉冲电磁阀94电性

连接。

[0038] 工作流程：烟气进入箱体601内部，经过除尘滤袋97过滤后，烟气中的杂质残留在

除尘滤袋97内部，通过控制仪96运行脉冲电磁阀94，脉冲电磁阀94将气包95内的气体增压

后输送至喷吹管93内部，喷吹管93将增压后的气体吹向除尘滤袋97，除尘滤袋97体积膨胀，

残留在除尘滤袋97内的杂质掉落至滤网602或集尘槽611内部，以供使用人员进行清理。

[003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对于本领域技

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

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

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

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发明

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40]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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