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62071.8

(22)申请日 2019.08.19

(71)申请人 江苏京泓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地址 212000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梦溪路

253号

(72)发明人 王子浩　曹波　李重华　杨晶歆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源古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300

代理人 马晓辉

(51)Int.Cl.

F22B 1/18(2006.01)

F22D 11/00(2006.01)

C02F 11/04(2006.01)

C02F 11/10(2006.01)

C02F 11/13(2019.01)

C12M 1/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和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可再生能源处理技术领域，涉及

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和方法。本

发明提供了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

置，包括燃气锅炉系统，所述的燃气锅炉系统的

出气口通过管道和高温利用系统的进水口连接，

高温利用系统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

罐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中温热水储罐的出水口

通过管道和回流水罐的进水口连接，所述回流水

罐的出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进水口连接。本发

明提供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和方

法，利用从燃气锅炉产生高温蒸汽，到进行高温

热源利用，并将其余热进行回收，再将余热输送

至其他系统进行中温利用，最终中温利用后的温

水再回到高温热源重新加热的循环思想，实现热

能循环和水资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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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包括燃气锅炉系统（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燃气锅炉系统（1）的出气口通过管道和高温利用系统（2）的进气口连接，高温利用系统（2）

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3）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通

过管道和回流水罐（10）的进水口连接，所述回流水罐（10）的出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进水

口连接，所述的高温利用系统（2）为热水解装置（5）、沼气提纯装置（6）、提油装置（7）中的一

个或者任意二个并联或者三个并联。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在中温热水储罐

（3）和回流水罐（10）之间还设有中温利用系统（4），所述的中温利用系统（4）的进水口通过

管道和所述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连接，所述中温利用系统（4）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所

述回流水罐（10）的进水口连接，所述中温利用系统（4）为厌氧罐装置（8）、太阳干化装置（9）

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并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温热水

储罐（3），设置在所有系统的中心位置。

4.如权利要求1-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热水解装置（5）包括热水解罐、进气口和出水口，所述热水解罐外表面有盘管，所述

的进气口和燃气锅炉系统（1）的出气口连接，所述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3）进

水口连接。

5.如权利要求1-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沼气提纯装置（6）的进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1）的出气口连接，所述沼气提纯装置

（6）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3）的进水口连接。

6.如权利要求1-3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提油装置（7）的进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1）的出气口连接，所述提油装置（7）的出水

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3）的进水口连接。

7.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厌氧罐

装置（8）包括罐、罐外壁上热水盘管、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和所

述厌氧罐装置（8）的进水口连接，使中温热水储罐（3）中的中温热水进入到所述的热水盘管

中，所述出水口和回流水罐（10）的进水口连接。

8.如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太阳

能干化装置包括地暖盘管、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和所述太阳能

干化装置的进水口连接，使中温热水储罐（3）中的中温热水进入到所述的地暖盘管中，所述

出水口和回流水罐（10）的进水口连接。

9.一种如权利要求1-8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的回收利

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01，燃气锅炉高温蒸汽进入到高温利用系统（2）；步骤S02，高

温蒸汽在高温利用系统（2）换热后温度降低变为高温热水，从高温利用系统（2）的出水口通

过中温热水储罐（3）的进水口传输到中温热水储罐（3）；步骤S03：中温热水储罐（3）内的中

温热水通过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传输到中温利用系统（4）的进水口，步骤S04，中温热

水在中温利用系统（4）中换热后，从中温利用系统（4）的出水口传输到回流储罐，步骤S05：

回流储罐中的水通过回流储罐的出水口传输到锅炉系统的进水口。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01中，所述的高温蒸汽的温度在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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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在步骤S02中，高温蒸汽在高温利用系统（2）换热后，温度降低到50-70℃，在步骤

S03中，中温利用系统（4）需需要的温度为40-50℃，在步骤S04中，回流储罐中的水温为3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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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燃气锅炉余热

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发展，餐厨废弃物越来越过，能否将其妥善处置，直接关系到食品卫生

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问题；同时随着我国城镇污水处理事业的快速发展，污泥产生量

日益增加。

[0003] 生活污泥和需要经过高温水解，一般是使用燃气锅炉系统，燃气锅炉系统将冷水

加热后对生活污泥和餐厨废弃物进行协同处理提供大量的能量，而且经过高温利用后的蒸

汽变为高温热水被排放掉，造成燃气锅炉系统中水缺少，为了正常工作，需要再次加入冷

水，然后通过消耗能量，将水加热到需要的温度，造成了燃气锅炉系统处理生活污泥和餐厨

废弃物成本高，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4] 1、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现有的生活污泥和餐厨废弃物处理中，燃气锅炉系统为生活污泥和餐厨废弃物协同处

理提供热量时成本高，效率低。。

[0005] 2、技术方案：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包括燃气锅

炉系统，所述的燃气锅炉系统的出气口通过管道和高温利用系统的进气连接，高温利用系

统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中温热水储罐的出水口通过管

道和回流水罐的进水口连接，所述回流水罐的出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进水口连接，所述

的高温利用系统为热水解装置、沼气提纯装置、提油装置中的一个或者任意二个并联或者

三个并联。

[0006] 在中温热水储罐和回流水罐之间还设有中温利用系统，所述的中温利用系统的进

水口通过管道和所述中问热水罐的出水口连接，所述中温利用系统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所

述回流水罐的进水口连接，所述中温利用系统为厌氧罐装置、太阳干化装置中的一个或者

两个并联。

[0007] 所述的中温热水储罐，设置在所有系统的中心位置。

[0008] 所述的热水解装置包括热水解罐、进气口和出水口，所述热水解罐外表面有盘管，

所述的进气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出气口连接，所述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进水

口连接。

[0009] 所述的沼气提纯装置的进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出气口连接，所述沼气提纯装置

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的进水口连接。

[0010] 所述的提油装置的进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出气口连接，所述提油装置的出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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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的进水口连接。

[0011] 所述厌氧罐装置包括罐、罐外壁上热水盘管、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中温热水储罐

的出水口和所述厌氧罐装置的进水口连接，使中温热水储罐中的中温热水进入到所述的热

水盘管中，所述出水口和回流水罐的进水口连接。

[0012] 所述的太阳能干化装置包括地暖盘管、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中温热水储罐的出

水口和所述太阳能干化装置的进水口连接，使中温热水储罐中的中温热水进入到所述的地

暖盘管中，所述出水口和回流水罐的进水口连接。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的回收利用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步骤S01，燃气锅炉高温蒸汽进入到高温利用系统；步骤S02，高温蒸汽在高温利用

系统换热后温度降低，从高温利用系统的出水口通过中温热水储罐的进水口传输到中温热

水储罐；步骤S03：中温热水储罐内的中温热水通过中温热水储罐的出水口传输到中温利用

系统的进水口，步骤S04，中温热水在中温利用系统中换热后，从中温利用系统的出水口传

输到回流储罐，步骤S05：回流储罐中的水通过回流储罐的出水口传输到锅炉系统的进水

口。

[0014] 在步骤S01中，所述的高温蒸汽的温度在160℃-170℃，在步骤S02中，高温蒸汽在

高温利用系统换热后，温度降低为50-70℃的高温热水，在步骤S03中，中温利用系统需要的

温度为40-50℃，在步骤S04中，回流储罐中的水温为30-40℃。

[0015] 3、有益效果：

本发明提供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和方法，利用从燃气锅炉产生高温蒸

汽，进行高温热源利用，并将其余热进行回收，再将余热输送至其他系统进行中温利用，最

终中温利用后的温水再回到高温热源重新加热的循环思想，实现热能循环和水资源循环。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附图和实施例来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8] 如图1所示，一种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包括燃气锅炉系统1，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燃气锅炉系统1的出气口通过管道和高温利用系统2的进水口连接，高温利用系

统2的出水口通过管道和中温热水储罐3的进水口连接，所述的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通

过管道和回流水罐10的进水口连接，所述回流水罐10的出水口和燃气锅炉系统的进水口连

接，所述的高温利用系统2为热水解装置5、沼气提纯装置6、提油装置7中的一个或者任意二

个并联或者三个并联。

[0019] 中温热水储罐3中的水温大概50-70度，对于有些装置，刚好需要50-70度之间的

水，所以在中温热水储罐3和回流水罐10之间还设有中温利用系统4，所述的中温利用系统4

的进水口通过管道和所述中温热水储罐3的出水口连接，所述中温利用系统4的出水口通过

管道和所述回流水罐10的进水口连接，所述中温利用系统4为厌氧罐装置8、太阳干化装置9

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并联。

[0020] 在燃气锅炉系统1中，软水系统进水口一般用冷水，而在本发明中，设有回流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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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回流水罐10中水在经过高温换热和中温换热后，温度大概30-40度，回流水罐10中的水

通过燃气锅炉系统1的软水系统进水口进入到燃气锅炉系统1中，对锅炉余热更好的利用，

当回流水罐10补充的水量不够时，可随时再补充自来水进入燃气锅炉系统1中。由于在整个

循环中，水只用于传递热量，属于传热介质，并不存在水污染等其他不良因素，故可直接输

送至锅炉系统进行循环利用。

[0021] 本发明中高温利用系统2使用的是热水解装置5、沼气提纯装置6、提油装置7中的

一个或者任意二个并联或者三个并联。

[0022] 在热水解装置5中，将与高温污泥换热后的中温热水，通过水泵输送至中温热水储

罐储存。

[0023] 在沼气提纯装置6中，将参与脱碳换热后的高温热水，通过水泵输送至中温热水储

罐储存。

[0024] 在提油装置7中，将加热完加热搅拌罐后的高温热水，通过水泵输送至中温热水储

罐储存。

[0025] 本发明中中温利用系统为厌氧罐装置8、太阳干化装置9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并联。

[0026] 现有厌氧罐装置8，蒸汽通过板式换热器换热后再通过厌氧罐装置8的进水口进

入，本发明的厌氧罐装置8，拆除板式换热器，将原有的蒸汽加热循环水改为中温热水直接

加热厌氧罐。中温热水储罐3中的中温热水，由水泵通过厌氧罐装置8的进水口至厌氧罐外

壁上的热水盘管加热，以维持厌氧罐厌氧消化恒定温度。加热完后的温水回流至锅炉房的

回流水罐10储存，以便再次进入锅炉系统循环利用。

[0027] 现有太阳能干化装置9，蒸汽通过湍流管壳式换热器换热后再通过太阳能干化装

置9的进水口进入在太阳能干化装置9中，本发明提供的太阳能干化装置9，拆除湍流管壳式

换热器，针对辅热地暖，将原有的蒸汽加热循环水改为中温热水直接加热干化床，进而干化

生物碳土，中温热水储罐3中的中温热水，由水泵直接输送至太阳干化装置9的进水口到地

暖盘管内，以维持干化床加热生物碳土的恒定温度。加热完后的温水回流至锅炉房的回流

水罐10储存，以便再次进入锅炉系统循环利用。

[0028] 本发明还提供了所述的燃气锅炉余热回收循环利用装置的回收利用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步骤S01，燃气锅炉高温蒸汽进入到高温利用系统；步骤S02，高温蒸汽在高温利用

系统换热后温度降低变为高温热水，从高温利用系统的出水口通过中温热水储罐的进水口

传输到中温热水储罐；步骤S03：中温热水储罐内的中温热水通过中温热水储罐的出水口传

输到中温利用系统的进水口，步骤S04，中温热水在中温利用系统中换热后，从中温利用系

统的出水口传输到回流储罐，步骤S05：回流储罐中的水通过回流储罐的出水口传输到锅炉

系统的进水口。

[0029] 在步骤S01中，所述的高温蒸汽的温度在160℃-170℃，在步骤S02中，高温蒸汽在

高温利用系统换热后，温度降低到50-70℃，在步骤S03中，中温利用系统需需要的温度为

40-50℃，在步骤S04中，回流储罐中的水温为30-40℃。

[0030] 实施例1

高温利用系统2使用的是热水解装置5、沼气提纯装置6、提油装置7三个装置并联。

[0031] 中温利用系统3采用厌氧罐装置8、太阳干化装置9两个装置并联。

[0032] 以江苏某城市有机质处理中心为例，在原处理工艺为：直接用常温自来水进入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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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锅炉系统；换热高温热水解污泥后的大量热水得不到有效利用；换热沼气提纯系统脱碳

液后的大量热水得不到有效利用；换热提油系统加热搅拌罐后的大量热水得不到有效利

用；厌氧罐系统伴热采用蒸汽进行一级换热加热伴热系统，存在大量能源浪费；太阳能干化

辅热系统采用蒸汽进行一级换热加热辅热地暖系统，存在大量能源浪费。

[0033] 采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直接利用回流温水进入燃气锅炉系统1，燃气锅炉系统1可

产生160℃左右的高温蒸汽；高温蒸汽直接进入热水解装置5后，加热热水解罐，将罐内污泥

加热至160度左右。换热完后的蒸汽冷凝水在50-70℃，用水泵送至中温热水储罐3储存；

在此同时高温蒸汽进入沼气提纯装置6后，和脱碳液换热后变为70℃左右的高温热水，

用水泵送至中温热水储罐3储存；

在此同时高温蒸汽也进入提油装置7，加热搅拌罐换热后变为70℃左右的高温热水，用

水泵送至中温热水储,3储存。

[0034] 中温热水储罐4位于厂区中心，降低了输送成本和热量损失，罐内水温在传输过程

中热量损失的情况在能够维持在50℃左右。

[0035] 厌氧罐装置8需要40℃左右的温度环境来稳定罐内厌氧消化进行，从中温热水储

罐4直接取水，去除传输时的热量损失，进水温度在40℃左右，满足伴热系统要求。换热完后

的热水流至回流水罐10储存。

[0036] 太阳能干化装置9直接从中温热水储罐4取水，加热干化床，为生物碳土的干化提

供热能，换热完后的温水在30-40℃左右，回流至回流储罐10进行储存。回流储罐10设置在

锅炉房进水处，罐内水温维持在30℃左右，直接对锅炉系统进行供水。改造后节约了大量热

能资源和水资源，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

[0037] 本发明中涉及的热水解装置5、沼气提纯装置6、提油装置7、厌氧罐装置8、太阳干

化装置9都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是现有技术。

[0038]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它们并不是用来限定本发明的，任何熟

习此技艺者，在不脱离本发明之精神和范围内，自当可作各种变化或润饰，因此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应当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所界定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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