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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

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

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

法。本发明提供的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

洁燃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秸秆进行缺氧

燃烧，得到挥发分气体；将生活垃圾进行隔氧热

解，得到热解气，所述隔氧热解的温度为900~
1000℃；将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与所述挥发分

气体混合得到初始烟气，将所述初始烟气进行一

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得到二级烟气；所述热解气

进行保温后的温度为900~1000℃；所述一级燃烧

的温度为950~1100℃，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为

850~1000℃。本发明提供的方法热解气的燃烧效

率高达97.3%，且排放的二级烟气中不含二噁英。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13028409 B

2021.08.27

CN
 1
13
02
84
09
 B



1.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秸秆进行缺氧燃烧，得到挥发分气体；

将生活垃圾进行隔氧热解，得到热解气，所述隔氧热解的温度为900~1000℃，所述生活

垃圾的进料量为950~1100kg/h，所述隔氧热解的升温速率为150~200℃/min，所述隔氧热解

的时间为35~60min；

将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与所述挥发分气体混合得到初始烟气，将所述初始烟气进行

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得到二级烟气；

所述保温后热解气的温度为900~1000℃；

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为950~1100℃，所述一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8~13%，所述一级燃烧

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1.2~1 .3，所述一级燃烧的时间为2~3s，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为850~
1000℃，所述二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10~14%，所述二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1~1.2，所

述二级燃烧的时间为1~2s。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缺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0 .8~
0.85，所述缺氧燃烧的温度为650~7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挥发分气体包括H2、CO、CO2和CxHy。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氧热解前，还包括对所述生活垃圾进

行干燥，所述干燥的温度为150~200℃，所述干燥的时间为2~3h。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得到二级烟气后，还包括将所述二级烟气用

于对所述生活垃圾隔氧热解时进行加热，得到换热烟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方法，其特征在于，得到换热烟气后，还包括将所述换热烟气用

于对所述生活垃圾干燥时进行加热。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3028409 B

2



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

燃烧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与城市相比，由于处理能力和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农村生活垃圾难以获得全部、及

时和有效的处理，给大气、土壤和水体带来污染，并产生一系列其他农村环境卫生问题。

[0003] 作为农村另一大废弃物秸秆，田间焚烧秸秆的情况仍时有发生，给大气、带来污

染。

[0004] 生活垃圾热解技术能有效实现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秸秆捆烧能

作为燃料替代燃煤锅炉进行燃烧供热，上述两种方法的结合能有效实现农村秸秆、垃圾废

弃物的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同时减少农村地区供暖成本。

[0005] 但协同处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当生活垃圾得到的热解气未进行保温或热解气燃

烧温度过低时则容易造成混合燃气的燃烧效率低且易产生二噁英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本发

明提供的方法具有较高的热解气燃烧效率且能够有效避免二级烟气产生二噁英，实现协同

处理的燃气高效率的清洁燃烧。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以下技术方案：

[000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将秸秆进行缺氧燃烧，得到挥发分气体；

[0010] 将生活垃圾进行隔氧热解，得到热解气，所述隔氧热解的温度为900~1000℃；

[0011] 将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与所述挥发分气体混合得到初始烟气，将所述初始烟气

进行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得到二级烟气；

[0012] 所述保温后的温度为900~1000℃；

[0013] 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为950~1100℃，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为850~1000℃。

[0014] 优选的，所述缺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0.8~0.85，所述缺氧燃烧的温度为650

~750℃。

[0015] 优选的，所述一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8~13%，所述一级燃烧的时间为2~3s。

[0016] 优选的，所述一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1.2~1.3。

[0017] 优选的，所述二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10~14%，所述二级燃烧的时间为1~2s。

[0018] 优选的，所述二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1~1.2。

[0019] 优选的，所述挥发分气体包括H2、CO、CO2和CxHy。

[0020] 优选的，所述隔氧热解前，还包括对所述生活垃圾进行干燥，所述干燥的温度为

150~200℃，所述干燥的时间为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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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优选的，得到二级烟气后，还包括将所述二级烟气用于对所述生活垃圾隔氧热解

时进行加热，得到换热烟气。

[0022] 优选的，得到换热烟气后，还包括将所述换热烟气用于对所述生活垃圾干燥时进

行加热。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将秸秆进行缺氧燃烧，得到挥发分气体；将生活垃圾进行隔氧热解，得到热解气，所述隔氧

热解的温度为900~1000℃；将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与所述挥发分气体混合得到初始烟

气，将所述初始烟气进行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得到二级烟气；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的温

度为900~1000℃；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为950~1100℃，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为850~1000℃。

本发明通过设置隔氧热解的温度为900~1000℃、得到热解气进行保温，保温后的温度设置

为900~1000℃，将热解气和挥发分气体混合后进行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其中一级燃烧的

温度设置为950~1100℃，二级燃烧的温度设置为850~1000℃，能够使本发明提供的秸秆生

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进行充分有效燃烧，不仅热解气燃烧效率高且不产生二噁英等有害气

体，实现秸秆和生活垃圾高效清洁的燃烧处理。由实施例的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方法热

解气的燃烧效率高达97.3%，且排放的二级烟气中不含二噁英。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工艺路线

图；

[002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控制路线

图；

[0026]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燃烧稳定

时，排放烟气进行采样后测得的挥发性有机物的色谱图；

[0027]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燃烧稳定

时，排放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质量浓度排名前十的物质的含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清洁燃烧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9] 将秸秆进行缺氧燃烧，得到挥发分气体；

[0030] 将生活垃圾进行隔氧热解，得到热解气，所述隔氧热解的温度为900~1000℃；

[0031] 将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与所述挥发分气体混合得到初始烟气，将所述初始烟气

进行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得到二级烟气；

[0032] 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的温度为900~1000℃；

[0033] 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为950~1100℃，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为850~1000℃。

[0034] 本发明将秸秆进行缺氧燃烧，得到挥发分气体；本发明对所述秸秆的来源没有特

殊要求，本发明优选对所述秸秆进行前处理，所述前处理优选包括粉碎和打捆，本发明对所

述粉碎和打捆的具体实施方式没有特殊要求，在本发明中，所述秸秆优选以秸秆捆的方式

使用。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秸秆（单捆秸秆）的进料量优选为300~470kg/h，更优选为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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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kg/h。

[0036] 在本发明中，所述缺氧燃烧优选在燃烧室中进行，所述缺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

数优选为0.8~0.85，更优选为0.8，本发明优选通过风机控制所述缺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

数；在本发明中，所述缺氧燃烧的温度优选为650~750℃，更优选为680~720℃，最优选为700

~710℃；在本发明中，所述缺氧燃烧（单捆秸秆）的时间优选为10~15min，更优选为11.5~
13min。

[0037] 在本发明中，所述缺氧燃烧优选采用顺流燃烧的方式进行，本发明对所述顺流燃

烧的具体实施方式没有特殊要求。

[0038] 在本发明中，所述挥发分气体优选包括H2、CO、CO2和CxHy，所述CxHy优选为CH4。在本

发明中，所述挥发分中H2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20~23%，所述CO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21~
24%，所述CO2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28~32%，所述CxHy的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20~22%。

[0039] 本发明将生活垃圾进行隔氧热解，得到热解气，所述隔氧热解的温度为900~1000

℃；本发明对所述生活垃圾的来源没有特殊要求；所述隔氧热解前，本发明优选还包括对所

述生活垃圾进行干燥；本发明优选对所述生活垃圾进行干燥之前，对所述生活垃圾进行前

处理，在本发明中，所述前处理优选包括：依次进行分选和脱水，本发明通过分选将可回收

垃圾回收，本发明对所述脱水的具体实施没有特殊要求，在本发明中，所述前处理完成后，

所述生活垃圾的含水率优选为＜30%，更优选＜25%；本发明通过脱水处理能够提高所述生

活垃圾的热解效率。

[0040] 在本发明中，所述干燥的温度优选为150~200℃，更优选为180~190℃；所述干燥的

时间优选为2~3h，更优选为2.5~2.6h。在本发明中，所述干燥优选在料斗中进行。

[0041] 本发明优选将所述干燥时产生的干燥烟气进行利用，本发明优选将所述干燥烟气

与所述挥发分气体和热解气混合。

[0042] 本发明通过干燥处理能够提高所述生活垃圾的热解效率。

[0043] 在本发明中，所述生活垃圾的进料量优选为950~1100kg/h，更优选为1033kg/h。

[0044] 在本发明中，所述隔氧热解的温度优选为900~1000℃，更优选为950~980℃，在本

发明中，所述隔氧热解优选在热解炉中进行，所述隔氧热解的升温速率优选为150~200℃/

min，更优选为165~180℃/min；所述隔氧热解的时间优选为35~60min，更优选为40~55min，

最优选为50  min。

[0045] 得到挥发分气体和热解气后，本发明将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与所述挥发分气体

混合得到初始烟气。

[0046] 在本发明中，所述热解气进行保温后的温度优选为900~1000℃，更优选为950~980

℃；在本发明中，所述热解气通过热解气管道进行输送，所述热解气管道优选位于所述热解

炉内，所述热解气管道优选紧贴所述热解炉内炉壁。

[0047] 本发明通过控制隔氧热解的温度和热解气保温的温度，能够有效避免热解气温度

冷却下降，冷凝形成液态焦油堵塞热解气管道；同时也能够避免在隔氧热解过程中产生的

前驱物质低温异相催化生成的二噁英。

[0048] 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优选在一次燃烧室中进行。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优选通过

混合器喷嘴喷出后进行混合，在本发明中，所述混合器喷嘴优选呈圆形布置，所述混合气喷

嘴优选呈5~10°切角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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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得到初级烟气后，本发明将所述初始烟气进行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得到二级烟

气；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为950~1100℃，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为850~1000℃。

[0050] 在本发明中，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优选为950~1100℃，更优选为980~1000℃；在本

发明中，所述一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优选为8~13%，更优选为9~11.5%，最优选为10~11%；在本

发明中，所述一级燃烧的时间优选为2~3s；在本发明中，所述一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优

选为1.2~1.3。

[0051] 在本发明中，所述一级燃烧优选在所述一次燃烧室中进行，所述一次燃烧室中优

选设置第一配风喷嘴，所述第一配风喷嘴用于喷射第一空气；在本发明中，所述第一配风喷

嘴优选呈圆形布置，所述第一配风喷嘴优选与所述混合气喷嘴呈相反方向的切角射入，所

述配风喷嘴射入的角度优选与所述混合器喷嘴的射入角度相同。

[0052] 本发明通过调整所述一次燃烧室中混合气喷嘴和第一配风喷嘴的射入方向和摄

入角度实现初始烟气与第一空气进行旋流燃烧。所述一级燃烧得到的一级烟气经烟气通道

输送至二次燃烧室中进行二级燃烧；在本发明中，所述烟气通道中优选设置挡流板，所述挡

流板的个数优选为2~3个，本发明优选在所述烟气通道中设置挡流板能够实现一级烟气进

行2~3次折流，延长一级烟气在一次燃烧室中的停留时间，使燃烧更加充分。

[0053] 在本发明中，所述一级烟气的优选为950~1100℃。

[0054] 在本发明中，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优选为850~1000℃，更优选为900~950℃；所述

二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优选为10~14%，更优选为11~13%；所述二级燃烧的时间优选为1~2s；在

本发明中，所述二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优选为1~1.2。

[0055] 在本发明中，所述二级燃烧优选在所述二次燃烧室中进行，在本发明中，所述二次

燃烧室优选设置第二配风喷嘴，所述第二配风喷嘴用于喷射第二空气；在本发明中，所述第

二配风喷嘴优选设置于所述二次燃烧室与所述烟气通道相连接的入口处，所述第二配风喷

嘴喷射第二空气时优选与进入所述二次燃烧室的所述一级烟气的流动方向相反，实现一级

烟气在所述二次燃烧室中进行扰动燃烧。

[0056] 本发明通过控制所述一级燃烧和二级燃烧的温度，防止烟气在流动过程中温度降

低生成二噁英。

[0057] 在本发明中，所述二级烟气的优选为850~1000℃。

[0058] 本发明优选对得到的二级烟气进行热利用。

[0059] 得到二级烟气后，本发明优选还包括将所述二级烟气用于对所述生活垃圾隔氧热

解时进行加热，得到换热烟气；得到换热烟气后，本发明优选还包括将所述换热烟气用于对

所述生活垃圾干燥时进行加热；本发明优选将所述换热烟气用于对所述生活垃圾干燥时进

行加热后，得到最终混热烟气；在本本发明中，所述最终混热烟气还优选与水进行换热，向

外供给热水。

[0060] 本发明优选将经过热利用后的二级烟气排空。

[0061] 在本发明中，所述二级烟气优选包括乙烯、乙炔、乙烷、丙烯、乙醛、一氯甲烷、苯、

丙酮、丙烷醛和丙烷，不含二噁英。

[0062] 本发明为了实现秸秆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燃气的高效率清洁燃烧，本发明优选以一

级燃烧的温度、一级燃烧的含氧量、二级燃烧的温度和二级燃烧的含氧量的变化为信号对

所述秸秆的进料量、生活垃圾的进料量、所述秸秆的缺氧燃烧的过量空气系数和所述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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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过量空气系数进行反馈，具体反馈路线图如图2所示。

[0063] 在本发明中，所述反馈（如图2所示）优选为：当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低于950~1100

℃时，在380~450  kg/h范围内增加所述秸秆进料量至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达到950~1100

℃；保持所述一级燃烧的含氧量为8~13%时，在0.8~0.85范围内增大所述所述秸秆的缺氧燃

烧的过量空气系数，在1.2~1 .3范围内增大所述一级燃烧的过量空气系数，同时在950~
1033kg/h范围内，减少所述生活垃圾的进料量。

[0064] 当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高于950~1100℃时，在300~380  kg/h范围内减少所述秸秆

进料量至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同时在1.2~1.3范围内减少所述一级燃烧的过量空气系数

以达到950~1100℃。

[0065] 当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低于850~1000℃时，在950~1100℃范围内提高所述一级燃

烧的温度；保持所述二级燃烧的含氧量为10~14%时，在1~1.2范围内减小二级燃烧时的过量

空气系数，同时在950~1033  kg/h范围内，减少所述生活垃圾的进料量。

[0066] 当所述二级燃烧的温度高于850~1000℃时，在950~1100℃范围内降低所述一级燃

烧的温度。

[0067] 当所述二级烟气的温度高于850~1000℃时，在950~1100℃范围内降低所述一级燃

烧的温度；在850~1000℃范围内降低二次燃烧的温度；本发明优选首先在850~1000℃范围

内降低二次燃烧的温度以降低二级烟气的温度至850~1000℃，当所述二级烟气的温度仍高

于850~1000℃时，本发明优选再在950~1100℃范围内降低所述一级燃烧的温度。

[0068]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69] 实施例1

[0070] 如图1所示的工艺流程，将400  kg秸秆经过粉碎和打捆后进入燃烧室进行顺流缺

氧燃烧，通过风机控制缺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优选为0.8，缺氧燃烧的温度为650℃，单

捆缺氧燃烧的时间为20min，得到挥发分气体，所述挥发分气体中包括H2（质量百分含量优

选为23%）、CO（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23%）、CO2（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30%）和CH4（质量百分含

量优选为21%）。

[0071] 将1t生活垃圾进行分选和脱水后在料斗中进行干燥，干燥的温度为150℃，干燥的

时间为3h，得到干燥的生活垃圾和干燥烟气。

[0072] 干燥后的生活垃圾进入热解室进行隔氧热解，隔氧热解的升温速率150℃/min，隔

氧热解的温度优选为900℃，隔氧热解的时间为55min，得到热解气。

[0073] 将热解气通过热洁炉中的热解气管道在保温的条件下输送至一次燃烧室，将挥发

分气体和干燥烟气通过烟气管道输送至一次燃烧室，通过一次燃烧室中的混合器喷嘴喷出

进行混合，混合器喷嘴呈圆形布置，混合气喷嘴呈5~10°切角射入，得到初始烟气进行旋流

一级燃烧，通过一次燃烧室中的第一配风喷嘴喷射第一空气控制一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

数为1.2，一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8%，一级燃烧的温度为950℃，一级燃烧的时间为2.5s，得

到，得到温度为950℃的一级烟气。

[0074] 将一级烟气通过烟气通道输送至二次燃烧室，其中，烟气通道中设置挡3个流板，

实现一级烟气进行3次折流后进入二次燃烧室。

[0075] 一级烟气进入二次燃烧室后，控制二次燃烧室进口处的第二配风喷嘴喷射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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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与一级烟气的流动方向相反，进行扰动二级燃烧，二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1，二

级燃烧的温度为850℃，二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10%，二级燃烧的时间为1.5s，得到温度为

850℃的二级烟气。

[0076] 将二级烟气对所述生活垃圾隔氧热解时进行加热，换热后得到一次换热烟气后将

所述一次换热烟气对所述生活垃圾干燥时进行加热，得到二次换热烟气后排空。

[0077] 对实施例1得到的二级烟气进采样进行色谱检测，利用苏玛罐进行二级烟气的采

集，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监测，色谱检测结果如图3所示，由色谱结果可以得出，二

级烟气中包括乙烯、乙炔、乙烷、丙烯、乙醛、一氯甲烷、苯、丙酮、丙烷醛和丙烷，不含二噁

英，各组分的质量百分含量如图4和表1所示，且热解气的燃烧效率为97.3%。

[0078] 表1 实施例1二级烟气中个组分含量

[0079]

[0080] 实施例2

[0081] 如图1所示的工艺流程，将700kg秸秆经过粉碎和打捆后进入燃烧室进行顺流缺氧

燃烧，通过风机控制缺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优选为0.8，缺氧燃烧的温度为750℃，单捆

缺氧燃烧的时间为20min，得到挥发分气体，所述挥发分气体中包括H2（质量百分含量优选

为23%）、CO（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23%）、CO2（质量百分含量优选为30%）和CH4（质量百分含量

优选为21%）。

[0082] 将2t生活垃圾进行分选和脱水后在料斗中进行干燥，干燥的温度为200℃，干燥的

时间为2h，得到干燥的生活垃圾和干燥烟气。

[0083] 干燥后的生活垃圾进入热解室进行隔氧热解，隔氧热解的升温速率200℃/min，隔

氧热解的温度优选为1000℃，隔氧热解的时间为45min，得到热解气。

[0084] 将热解气通过热洁炉中的热解气管道在保温的条件下输送至一次燃烧室，将挥发

分气体和干燥烟气通过烟气管道输送至一次燃烧室，通过一次燃烧室中的混合器喷嘴喷出

进行混合，混合器喷嘴呈圆形布置，混合气喷嘴呈5~10°切角射入，得到初始烟气进行旋流

一级燃烧，通过一次燃烧室中的第一配风喷嘴喷射第一空气控制一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

数为1.3，一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13%，一级燃烧的温度为1100℃，一级燃烧的时间为2.5s，

得到，得到温度为1100℃的一级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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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将一级烟气通过烟气通道输送至二次燃烧室，其中，烟气通道中设置挡3个流板，

实现一级烟气进行3次折流后进入二次燃烧室。

[0086] 一级烟气进入二次燃烧室后，控制二次燃烧室进口处的第二配风喷嘴喷射的第二

空气与一级烟气的流动方向相反，进行扰动二级燃烧，二级燃烧时的过量空气系数为1.2，

二级燃烧的温度为1000℃，二级燃烧时的氧含量为14%，二级燃烧的时间为1.5s，得到温度

为1000℃的二级烟气。

[0087] 将二级烟气对所述生活垃圾隔氧热解时进行加热，换热后得到一次换热烟气后将

所述一次换热烟气对所述生活垃圾干燥时进行加热，得到二次换热烟气后排空。

[0088] 对实施例2得到的二级烟气进采样进行色谱检测，利用苏玛罐进行二级烟气的采

集，利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监测，色谱检测结果与实施例1的结果相似，且热解气的

燃烧效率与实施例1相同。

[008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应当

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

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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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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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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