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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及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包括燃烧

加热炉体，所述燃烧加热炉体包括竖立姿态的柱

形外壳体，所述外壳体内还同轴心包括内壳体，

所述内壳体与所述外壳体之间形成保温隔层；本

发明的结构简单，金属热烟螺旋管与内壳体是焊

接关系，因而金属热烟螺旋管还将部分热量传递

给内壳体，进而使内壳体也成为发热体，并向导

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

导热介质加热，进而相当于增加了金属热烟螺旋

管的换热面积；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上做

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同时受到内壳体、金属

热烟螺旋管、换热壳体的全方位加热，进而提高

换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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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其特征在于：包括燃烧加热炉体(27)，所述燃烧加热炉体(27)包

括竖立姿态的柱形外壳体(5)，所述外壳体(5)内还同轴心包括内壳体(7)，所述内壳体(7)

与所述外壳体(5)之间形成保温隔层(6)；

所述内壳体(7)的内腔中还同轴心设置有柱状的换热壳体(9)，所述内壳体(7)与所述

换热壳体(9)之间形成导热介质加热环腔，所述换热壳体(9)内部为燃烧腔(19)；所述燃烧

加热炉体(27)下方还设置有喷火燃烧器(14)，所述喷火燃烧器(14)的火焰喷嘴(13)同轴心

伸入所述燃烧腔(19)底部，且所述火焰喷嘴(13)的喷火方向朝上设置；

还包括助燃空气供给管(16)和燃气供给管(15)，所述助燃空气供给管(16)和燃气供给

管(15)的出气端分别连通所述喷火燃烧器(14)的助燃空气进气端和燃气进气端，所述燃烧

腔(19)内还设置有电子点火装置；

所述换热壳体(9)和内壳体(7)的壁体均为导热金属材质；所述导热介质加热环腔内呈

螺旋状盘旋设置有金属热烟螺旋管(2)；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同轴心夹设在所述换热壳

体(9)和内壳体(7)的壁体之间，且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将环柱状的导热介质加热环腔

分割形成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

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螺旋内圈与所述换热壳体(9)外壁紧密接触，所述金属热烟

螺旋管(2)的螺旋外圈焊接连接所述内壳体(7)内壁；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螺旋上端

通过过渡管(25)连通所述燃烧腔(19)顶部；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螺旋下端连通烟气

导出管(11)，所述烟气导出管(11)的出烟端连通尾气净化装置(11.1)，所述尾气净化装置

(11.1)的出烟端连通排烟管(3.1)；

所述燃烧腔(19)内还同轴心设置有柱形的火焰引流壳体(10)，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

的圆柱壁体与所述换热壳体(9)内壁之间形成环柱状的火焰引流通道(3)，所述火焰引流壳

体(10)的下端为尖锥形的引流锥(12)，所述引流锥(12)的正下方为同轴心的火焰喷嘴

(13)；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的上端一体化连通所述换热壳体(9)的顶部壁体(32)，且所述

换热壳体(9)的顶部壁体(32)上侧为导热介质过渡腔(20)，所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

的上端连通所述导热介质过渡腔(20)，所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的下端连通冷导热

介质进液管(17)；

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内部为空心的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18)；所述导热介质第二加

热腔(18)内还同轴心设置有出液竖管(28)，所述出液竖管(28)下端进液口连通与所述导热

介质第二加热腔(18)底部，且所述出液竖管(28)与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之间形成第二导

热介质加热通道(1)，所述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上端连通所述导热介质过渡腔(20)，

所述出液竖管(28)内部为出液通道(8)；还包括热导热介质出液管(23)，所述热导热介质出

液管(23)的进液端连通所述出液竖管(28)上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土壤修复热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待加热的冷导热介质通过冷导热介质进液管(17)导入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

中，并且导热介质沿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向上缓慢流动，进而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

(4)内的导热介质最终通过导热介质过渡腔(20)进入到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并沿第

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缓慢向下流动，最终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中向下流动的导热

油通过出液通道(8)流出热导热介质出液管(23)；

与此同时，启动喷火燃烧器(14)，进而火焰喷嘴(13)向燃烧腔(19)内的引流锥(12)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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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燃烧火焰，进而被灼烧的引流锥(12)壁体受到强烈加热，进而引流锥(12)壁体将热量迅

速传递到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18)中，并且从火焰喷嘴(13)向上喷出的火焰在火焰引流壳

体(10)的引流作用下呈环状均匀扩散至环柱状的火焰引流通道(3)中，火焰迅速沿火焰引

流通道(3)向上攀升，火焰引流通道(3)中向上逐渐攀升的火焰同时对火焰引流壳体(10)和

换热壳体(9)进行持续加热，进而火焰引流壳体(10)所吸收的热量传递给第二导热介质加

热通道(1)缓慢向下流动的导热介质；换热壳体(9)所吸收的热量通过热传导传递给沿导热

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进而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在火

焰引流通道(3)的顶部通过过渡管(25)连续导入到金属热烟螺旋管(2)中，与此同时金属热

烟螺旋管(2)内的高温烟气也将热量传递给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慢

流动的导热介质；与此同时由于金属热烟螺旋管(2)与内壳体(7)是焊接关系，因而金属热

烟螺旋管(2)还将部分热量传递给内壳体(7)，进而使内壳体(7)也成为发热体，并向导热介

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加热，进而相当于增加了金属热烟

螺旋管(2)的换热面积；综上过程中：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

导热介质同时受到内壳体(7)、金属热烟螺旋管(2)、换热壳体(9)的全方位加热，进而提高

换热效率，进而金属热烟螺旋管(2)中的烟气从烟气导出管(11)导出至尾气净化装置

(11.1)中，最终通过排烟管(3.1)完全导出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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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导热介质加热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土壤热脱附修复过程中，在填充有松软土源的热脱附容器中设置螺旋加热管，

然后在加热螺旋管中连续导入高温的导热介质(导热油)，进而对热脱附容器中的土壤进行

非直火的温和加热，在营造负压环境促进PCBs这类含氯有机物的迅速挥发，这种非氧化燃

烧的处理方式可以显著减少二恶英生成，采用放热螺旋管对土源加热平稳均匀，温度控制

方便，避免了直接采用火焰的方式对土壤热脱附腔中的土源进行强烈高温加热，避免造成

土源中由于温度过高产生挥发脱附之外的额外的氧化、分解等化学反应，造成二次污染；

[0003] 然而现有加热导热介质的设备往往结构复杂，加热效率低下，而且加热炉的烟气

热量也没得到很好的利用。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加热均匀，效率更高

的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及其方法。

[0005] 技术方案：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包括燃烧加热炉体，所

述燃烧加热炉体包括竖立姿态的柱形外壳体，所述外壳体内还同轴心包括内壳体，所述内

壳体与所述外壳体之间形成保温隔层；

[0006] 所述内壳体的内腔中还同轴心设置有柱状的换热壳体，所述内壳体与所述换热壳

体之间形成导热介质加热环腔，所述换热壳体内部为燃烧腔；所述燃烧加热炉体下方还设

置有喷火燃烧器，所述喷火燃烧器的火焰喷嘴同轴心伸入所述燃烧腔底部，且所述火焰喷

嘴的喷火方向朝上设置；

[0007] 还包括助燃空气供给管和燃气供给管，所述助燃空气供给管和燃气供给管的出气

端分别连通所述喷火燃烧器的助燃空气进气端和燃气进气端，所述燃烧腔内还设置有电子

点火装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换热壳体和内壳体的壁体均为导热金属材质；所述导热介质加热

环腔内呈螺旋状盘旋设置有金属热烟螺旋管；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同轴心夹设在所述换热

壳体和内壳体的壁体之间，且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将环柱状的导热介质加热环腔分割形成

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

[0009] 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的螺旋内圈与所述换热壳体外壁紧密接触，所述金属热烟螺

旋管的螺旋外圈焊接连接所述内壳体内壁；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的螺旋上端通过过渡管连

通所述燃烧腔顶部；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的螺旋下端连通烟气导出管，所述烟气导出管的

出烟端连通尾气净化装置.，所述尾气净化装置.的出烟端连通排烟管.。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燃烧腔内还同轴心设置有柱形的火焰引流壳体，所述火焰引流壳

体的圆柱壁体与所述换热壳体内壁之间形成环柱状的火焰引流通道，所述火焰引流壳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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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为尖锥形的引流锥，所述引流锥的正下方为同轴心的火焰喷嘴；所述火焰引流壳体的

上端一体化连通所述换热壳体的顶部壁体，且所述换热壳体的顶部壁体上侧为导热介质过

渡腔，所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的上端连通所述导热介质过渡腔，所述导热介质螺旋换

热通道的下端连通冷导热介质进液管；

[0011] 所述火焰引流壳体内部为空心的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所述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

内还同轴心设置有出液竖管，所述出液竖管下端进液口连通与所述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底

部，且所述出液竖管与所述火焰引流壳体之间形成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所述第二导热

介质加热通道上端连通所述导热介质过渡腔，所述出液竖管内部为出液通道；还包括热导

热介质出液管，所述热导热介质出液管的进液端连通所述出液竖管上端。

[0012] 进一步的，一种土壤修复热源的方法：

[0013] 将待加热的冷导热介质通过冷导热介质进液管导入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中，

并且导热介质沿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向上缓慢流动，进而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的导

热介质最终通过导热介质过渡腔进入到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并沿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

道缓慢向下流动，最终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中向下流动的导热油通过出液通道流出热导

热介质出液管；

[0014] 与此同时，启动喷火燃烧器，进而火焰喷嘴向燃烧腔内的引流锥喷出燃烧火焰，进

而被灼烧的引流锥壁体受到强烈加热，进而引流锥壁体将热量迅速传递到导热介质第二加

热腔中，并且从火焰喷嘴向上喷出的火焰在火焰引流壳体的引流作用下呈环状均匀扩散至

环柱状的火焰引流通道中，火焰迅速沿火焰引流通道向上攀升，火焰引流通道中向上逐渐

攀升的火焰同时对火焰引流壳体和换热壳体进行持续加热，进而火焰引流壳体所吸收的热

量传递给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缓慢向下流动的导热介质；换热壳体所吸收的热量通过热

传导传递给沿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进而燃烧产生的

高温烟气在火焰引流通道的顶部通过过渡管连续导入到金属热烟螺旋管中，与此同时金属

热烟螺旋管内的高温烟气也将热量传递给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

的导热介质；与此同时由于金属热烟螺旋管与内壳体是焊接关系，因而金属热烟螺旋管还

将部分热量传递给内壳体，进而使内壳体也成为发热体，并向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

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加热，进而相当于增加了金属热烟螺旋管的换热面积；综上

过程中：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同时受到内壳体、金属

热烟螺旋管、换热壳体的全方位加热，进而提高换热效率，进而金属热烟螺旋管中的烟气从

烟气导出管导出至尾气净化装置.中，最终通过排烟管.完全导出外界。

[0015]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结构简单，金属热烟螺旋管与内壳体是焊接关系，因而金属热

烟螺旋管还将部分热量传递给内壳体，进而使内壳体也成为发热体，并向导热介质螺旋换

热通道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加热，进而相当于增加了金属热烟螺旋管的换热

面积；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同时受到内壳体、金属热

烟螺旋管、换热壳体的全方位加热，进而提高换热效率。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本方案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2为本方案的整体结构第一剖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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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附图3为本方案的整体结构第二剖开示意图；

[0019] 附图4为本方案的正剖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1] 本方案的结构介绍：如附图1至4所示的一种土壤修复热源，包括燃烧加热炉体27，

所述燃烧加热炉体27包括竖立姿态的柱形外壳体5，所述外壳体5内还同轴心包括内壳体7，

所述内壳体7与所述外壳体5之间形成保温隔层6；

[0022] 所述内壳体7的内腔中还同轴心设置有柱状的换热壳体9，所述内壳体7与所述换

热壳体9之间形成导热介质加热环腔，所述换热壳体9内部为燃烧腔19；所述燃烧加热炉体

27下方还设置有喷火燃烧器14，所述喷火燃烧器14的火焰喷嘴13同轴心伸入所述燃烧腔19

底部，且所述火焰喷嘴13的喷火方向朝上设置；

[0023] 还包括助燃空气供给管16和燃气供给管15，所述助燃空气供给管16和燃气供给管

15的出气端分别连通所述喷火燃烧器14的助燃空气进气端和燃气进气端，所述燃烧腔19内

还设置有电子点火装置。

[0024] 所述换热壳体9和内壳体7的壁体均为导热金属材质；所述导热介质加热环腔内呈

螺旋状盘旋设置有金属热烟螺旋管2；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同轴心夹设在所述换热壳体9

和内壳体7的壁体之间，且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将环柱状的导热介质加热环腔分割形成导

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

[0025] 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螺旋内圈与所述换热壳体9外壁紧密接触，所述金属热烟

螺旋管2的螺旋外圈焊接连接所述内壳体7内壁；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螺旋上端通过过

渡管25连通所述燃烧腔19顶部；所述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螺旋下端连通烟气导出管11，所述

烟气导出管11的出烟端连通尾气净化装置11.1，所述尾气净化装置11.1的出烟端连通排烟

管3.1。

[0026] 所述燃烧腔19内还同轴心设置有柱形的火焰引流壳体10，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的

圆柱壁体与所述换热壳体9内壁之间形成环柱状的火焰引流通道3，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的

下端为尖锥形的引流锥12，所述引流锥12的正下方为同轴心的火焰喷嘴13；所述火焰引流

壳体10的上端一体化连通所述换热壳体9的顶部壁体32，且所述换热壳体9的顶部壁体32上

侧为导热介质过渡腔20，所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的上端连通所述导热介质过渡腔20，

所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的下端连通冷导热介质进液管17；

[0027] 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内部为空心的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18；所述导热介质第二加

热腔18内还同轴心设置有出液竖管28，所述出液竖管28下端进液口连通与所述导热介质第

二加热腔18底部，且所述出液竖管28与所述火焰引流壳体10之间形成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

道1，所述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上端连通所述导热介质过渡腔20，所述出液竖管28内部

为出液通道8；还包括热导热介质出液管23，所述热导热介质出液管23的进液端连通所述出

液竖管28上端。

[0028] 本方案的方法、过程以及技术进步整理如下：

[0029] 将待加热的冷导热介质通过冷导热介质进液管17导入到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

中，并且导热介质沿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向上缓慢流动，进而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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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导热介质最终通过导热介质过渡腔20进入到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并沿第二导热

介质加热通道1缓慢向下流动，最终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中向下流动的导热油通过出液

通道8流出热导热介质出液管23；

[0030] 与此同时，启动喷火燃烧器14，进而火焰喷嘴13向燃烧腔19内的引流锥12喷出燃

烧火焰，进而被灼烧的引流锥12壁体受到强烈加热，进而引流锥12壁体将热量迅速传递到

导热介质第二加热腔18中，并且从火焰喷嘴13向上喷出的火焰在火焰引流壳体10的引流作

用下呈环状均匀扩散至环柱状的火焰引流通道3中，火焰迅速沿火焰引流通道3向上攀升，

火焰引流通道3中向上逐渐攀升的火焰同时对火焰引流壳体10和换热壳体9进行持续加热，

进而火焰引流壳体10所吸收的热量传递给第二导热介质加热通道1缓慢向下流动的导热介

质；换热壳体9所吸收的热量通过热传导传递给沿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

慢流动的导热介质；进而燃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在火焰引流通道3的顶部通过过渡管25连续

导入到金属热烟螺旋管2中，与此同时金属热烟螺旋管2内的高温烟气也将热量传递给导热

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与此同时由于金属热烟螺旋管2与

内壳体7是焊接关系，因而金属热烟螺旋管2还将部分热量传递给内壳体7，进而使内壳体7

也成为发热体，并向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加热，进而

相当于增加了金属热烟螺旋管2的换热面积；综上过程中：导热介质螺旋换热通道4内向上

做螺旋缓慢流动的导热介质同时受到内壳体7、金属热烟螺旋管2、换热壳体9的全方位加

热，进而提高换热效率，进而金属热烟螺旋管2中的烟气从烟气导出管11导出至尾气净化装

置11.1中，最终通过排烟管3.1完全导出外界。

[003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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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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