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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

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及工艺，设备结构包括汽化

炉，原料粉碎机，原料旋流干燥器，旋风除尘器，

气液分离器，催化吸附净化器，燃气引风机，水封

水洗净化器，射流器，调节阀，鼓风机，双层螺旋

滚筒低温热解炉，颗粒燃料机。工作时气化炉气

体与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气体进入加热夹

套，将原料脱水干燥，水蒸气进入气化炉热解室

进行催化裂解，换热后气体进入气液分离器分离

可凝生物醋液，之后气体与空气混合进入温控燃

气炉头燃烧；原料进入内层螺旋滚筒预热，再经

外层螺旋滚筒热解，之后进入压块机进行压块，

本发明节能高效，尾气达标，低温热解颗粒燃料

燃烧后灰分少，产生的生物质醋液无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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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气化炉(1)、

原料粉碎机(2)、原料旋流干燥器(3)、旋风除尘器(4)、气液分离器(5)、吸附净化器(6)、燃

气引风机(7)、水洗净化器(8)、射流器(9)、调节阀(10)、鼓风机(11)、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

解炉(12)和颗粒燃料压块机(13)；所述气化炉(1)上部安装有螺旋加料器(101)，中部设有

热解室(102)；所述热解室(102)外部设有保温层(107)，下部依次设有炉排(112)、集灰室

(113)和螺旋除灰器(115)；所述气化炉(1)通过管道与第一旋风除尘器(106)相连，第一旋

风除尘器(106)下部设有第一水封泄压器(111)；第一旋风除尘器(106)上部通过管道经第

二气体调节阀(305)与混合器(304)相连，混合器(304)与加热夹套(307)相连；所述双层螺

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的第六气体出口(1203)通过管道与第二旋风除尘器(4)的第三气体

进口(402)相连，第二旋风除尘器(4)的第四气体出口(401)经第一气体调节阀(303)与混合

器(304)相连，混合器(304)和加热夹套(307)的第二气体进口(306)相连，旋风除尘器(4)下

部设有第二水封泄压器(404)；所述原料粉碎机(2)与原料旋流干燥器(3)的原料进口(302)

相连，原料旋流干燥器(3)上部水蒸气出口(301)通过水蒸气调节阀(109)与热解室(102)的

水蒸气进口(108)相连，加热夹套(307)的第三气体出口(308)与气液分离器(5)的第四气体

进口(501)相连，气液分离器(5)的第四气体出口(502)与催化吸附净化器(6)的第一燃气进

口(601)相连，催化吸附净化器(6)底部的第一燃气出口(602)与燃气引风机(7)进口相连，

燃气引风机(7)出口与水封水洗净化器(8)的第二燃气进口(803)相连，水封水洗净化器(8)

的第二燃气出口(802)经三通(804)与射流器(9)的燃气吸入口(901)相连，射流器(9)的第

三燃气出口(902)通过管道(1214)与各温控燃气炉头(1216)相连；旋流干燥器(3)下部卸料

器(309)通过进料斗(1201)和水平螺旋加料器(1202)与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内层

螺旋滚筒(1211)相通，内层螺旋滚筒(1211)又与外层螺旋滚筒(1210)相通，外层螺旋滚筒

(1210)与低温热解物料出口(1205)旋转密封嵌接，低温热解物料出口(1205)设置于密封出

料口支架(1204)上，外层螺旋滚筒(1210)外部右侧设有滚圈支架(1212)，左侧设有齿圈支

架(1219)，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右端设有滑动温度传感器(1213)，双层螺旋滚筒

低温热解炉(12)外部设有燃烧室(1217)，滚圈支架(1212)下部设有从动滚轮(1218)；齿圈

支架(1219)下部设有驱动齿轮(1220)，驱动齿轮(1220)左侧连有减速电机(1221)；低温热

解物料出口(1205)经螺旋输送机(1301)与颗粒燃料压块机(13)相连，颗粒燃料压块机(13)

底部出料口设有颗粒燃料输送带(1302)；每个燃烧室(1217)上部都设有与尾气催化净化器

(1208)左侧进气口(1207)相连的尾气管道(1206)，尾气催化净化器(1208)右侧设有出气口

(1209)，气液分离器(5)上部左侧设有冷却水出口(503)，下部右侧设有冷却水进口(504)，

底部连有生物醋液接收罐(505)，生物醋液接收罐(505)底部设有导出阀(50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化炉(1)为上吸式、下吸式或横吸式；所述热解室(102)内设置有蒸汽分布器，所述热

解室(102)侧壁上设有3-18个点火口(116)，点火口(116)直径10-100mm，点火口(116)上设

有密闭盖；所述炉排(112)设有减速电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流干燥器(3)内径200-2000mm，高2000-8000mm，所述旋流干燥器(3)内设有除静电装

置；所述加热夹套(307)内径300-3000mm，高1800-7800mm；所述旋流干燥器(3)和加热夹套

(307)及相应的管道上均设置有保温层，所述混合器(304)内径100-1000mm，高500-1000mm。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0229707 A

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气液分离器(5)结构为列管式、盘管式或板式；所述气液分离器(5)换热面积为1-

100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催化吸附净化器(6)内填充有矿石催化剂和活性炭吸附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封水洗净化器(8)内设有气体分布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射流器(9)的第三燃气出口(902)处设有阻火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的外层螺旋滚筒(1210)直径500-5000mm，长3000-

10000mm，内层螺旋滚筒(1211)直径300-3000mm，长3000-10000mm；所述尾气催化净化器

(1208)内设置有UV光解催化器、等离子净化器和活性炭净化器，所述滑动温度传感器

(1213)分别设置于内层螺旋滚筒(1211)和外层螺旋滚筒(1210)上，所述滑动温度传感器

(1213)的温度控制范围为250-35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其特征在于：

所述颗粒燃料压块机(13)为圆柱状压块机或多边形柱状压块机，圆柱状压块机成品颗粒直

径为0.5-50mm，长10-100mm；多边形柱状压块机成品颗粒截面积为400-600mm2，长10-

100mm，容重800-1300kg/m3。

10.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启动螺旋加料器(101)，将农林废弃物投入气化炉(1)内，打开燃气引风机(7)

和鼓风机(11)，使气体由气化炉(1)的第二气体出口(104)出来经第一旋风除尘器(106)除

尘后，通过混合器(304)进入旋流干燥器(3)的加热夹套(307)，经第三气体出口(308)进入

气液分离器(5)，进行气液分离收集生物醋液；

步骤二；分离后的气体经第五气体出口(502)进入催化吸附净化器(6)，进行催化反应

和吸附净化，净化后的气体经燃气引风机(7)进入水封水洗净化器(8)，进行生物醋液洗涤

净化，调节调节阀(10)使燃气经射流器(9)与空气混合通过供气管道(1214)进入控温燃气

炉头(1216)；

步骤三；开启自动点火器点燃可燃气体在燃烧室(1217)内燃烧供热；开启双层螺旋滚

筒低温热解炉(12)、减速电机(1221)，使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匀速旋转，观察温度

控制仪表，当外层螺旋滚筒(1210)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开启粉碎机(2)，将原料粉碎后通

过管道输送至旋流干燥器(3)内，干燥后的物料经卸料器(308)流出，进入进料斗(1201)，经

水平螺旋加料器(1202)匀速进入内层螺旋滚筒(1211)内，在螺旋旋转推动下，物料温度逐

渐升高至200℃以上进行预热，预热时间为8-10分钟，预热后物料由右侧出口落入外层螺旋

滚筒(1210)内继续升温并恒定在200-300℃开始热解，热解时间为8-10分钟，热解后物料经

热解物料出口流出，经螺旋输送机送至颗粒燃料压块机(13)进行压制颗粒燃料，压制成型

的颗粒燃料落入输送带上经筛分、降温后即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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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及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能源利用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

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及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世界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作为能源主要来源的化石燃料却迅速的减少。生

物质能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中的一种能量形式，是一种唯一可再生的碳源，

可转化成常规的气态、液态和固态燃料。由于生物质具有水分含量高、亲水性强、能量密度

低、不易储存、产量的季节性关系以及产地分散等特点，不适合大规模利用。如何使得低品

位的生物质能转化为高品质的能源，就成了人们研究的重点。生物质热解是将生物质热解

转换成可燃气体，具有能量转化率高、便于输送、易于工业化利用的优点，但在转化过程致

使气体产物中大分子焦油的存在难以避免。不但会造成能源的浪费还会严重污染环境危害

工艺设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及工艺，

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使能源利用率高，设备损害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包括气化炉，原

料粉碎机，原料旋流干燥器，第二旋风除尘器，气液分离器，吸附净化器，燃气引风机，水洗

净化器，射流器，调节阀，鼓风机，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颗粒燃料压块机组成。气化炉

上部螺旋加料器，中部设有热解室，外部设有保温层，下部设有炉排，下部还设有集灰室和

螺旋除灰器，气化炉第二气体出口通过管道与第一旋风除尘器的第一气体进口相连，第一

旋风除尘器下部设有第一水封泄压器，第一水封泄压器上部右侧设有第一止回阀，下部设

有第一排污阀，第一旋风除尘器上部第一气体出口通过管道经第二气体调节阀与混合器和

加热夹套第二气体进口相连，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的第六气体出口通过管道与第二旋

风除尘器第三气体进口相连，第二旋风除尘器第四气体出口经第一气体调节阀与混合器和

加热夹套第二气体进口相连，第二旋风除尘器下部设有第二水封泄压器，第二水封泄压器

上部右侧设有第二止回阀，下部设有第二排污阀，原料粉碎机与原料旋风干燥器原料进口

相连，原料旋流干燥器上部水蒸气出口通过水蒸气调节阀与热解室水蒸气进口相连，加热

夹套第三气体出口与气液分离器第四气体进口相连，气液分离器第五气体出口与催化吸附

净化器的第一燃气进口相连，第一燃气出口与燃气引风机进口相连，出口与水封水洗净化

器的第二燃气进口相连，第二燃气出口经三通分别与第三止回阀和射流器的燃气吸入口相

连，第三止回阀末端连接有火炬，射流器的第三燃气出口通过管道与各温控燃气炉头相连，

水封水洗净化器底部还设有第三排污阀，旋风干燥器下部卸料器通过进料斗和水平螺旋加

料器与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的内层螺旋滚筒相通，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固定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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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内层螺旋滚筒又与外层螺旋滚筒相通，外层螺旋滚筒与低温热解物料出口旋转密封

嵌接，低温热解物料出口设置于密封出料口支架上，外层螺旋滚筒外部右侧设有滚圈支架，

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右端设有滑动温度传感器，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外部设有燃

烧室，滚圈支架下部设有从动滚轮，下部设有驱动齿轮，驱动齿轮设置于齿圈支架上，左侧

连有减速电机，低温热解物料出口经螺旋输送机与颗粒燃料压块机相连，颗粒燃料压块机

底部出料口设有颗粒燃料输送带，每个燃烧室上部都设有尾气管道，与尾气催化净化器左

侧进气口相连，右侧设有出气口，气液分离器上部左侧设有冷却水出口，下部右侧设有冷却

水进口底部连有生物醋液接收罐，生物醋液接收罐底部设有导出阀。

[0006] 可选的，所述的气化炉可选用上吸式，下吸式和横吸式，所述的蒸汽进口处热解室

内设置蒸汽分布器，所述的热解室内设置的催化剂为天然矿石为白云石、石灰石或橄榄石，

所述的水蒸气通过水蒸气调节阀控制流量经水蒸气进口进入热解室内与可燃气体充分混

合，在催化剂作用下可使碳氢化合物发生裂解反应生成H2和CO，可使CO2发生还原反应还原

成H2和CO，可使可燃气体夹带的焦油发生裂解反应合成H2和CH4，整个反应过程水蒸气流量

控制在0.2-2m3/h，反应温度为800-1000℃，生物碳有效转化率达到98％，可燃气体焦油含

量在5-8mg/m3，可燃气体H2、CO和CH4的成分含量分别达到30-33％、25-28％和2-5％，可燃气

体燃烧热值达到11000-15000KJ/kg。生物碳的有效转化率达到98％，所述的气化炉其原料

为农林废弃物及生活垃圾等有机物，粒径为0.5-50mm，所述的热解室设有点火口3-18个，直

径10-100mm，都设有密闭盖，可用燃气喷枪点火，也可用电热棒点火，所述的炉排设有减速

电机定时定速智能控制排灰。

[0007] 可选的，所述的粉碎机原料为农林废弃物，粉碎粒径为0.5-10mm，

[0008] 可选的，所述的原料旋流干燥器内径200-2000mm，筒高2000-8000mm，设有除静电

装置，加热夹套306内径300-3000mm，筒高1800-7800mm，在水蒸气出口与水蒸气调节阀之间

可设置过滤器或旋风除尘器，原料旋风干燥器和加热夹套及相应的管道都要设置保温层，

所述的混合器内径100-1000mm，筒高500-1000mm。

[0009] 可选的，所述的气液分离器可设置水冷式、风冷式、蒸发式及淋水式，其结构可为

列管式、盘管式和板式，设置换热面积为1-100m2,所述的生物醋液接收罐可设置两个罐通

过管道阀门连接切换交替使用，所述的生物醋液接收罐分离出来的生物醋液为不含焦油的

纯天然生物醋液。

[0010] 可选的，所述的催化吸附净化器内填充矿石催化剂和活性炭吸附剂。

[0011] 可选的，所述的水封水洗净化器设有气体分布器浸于调配后的生物醋液内。

[0012] 可选的，所述的射流器的第三燃气出口设有阻火装置。

[0013] 可选的，所述的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外层螺旋滚筒直径500-5000mm，长3000-

10000mm,内层螺旋滚筒直径300-3000mm，长3000-10000mm，所述的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

炉也可设置为三层或多层，所有内部件采用特种耐高温贵重金属钢制成，坚固耐用，不变

形，不氧化，保温性能好，所述的尾气催化净化器内设置UV光解催化器、等离子净化器和活

性炭净化器，可实现CO2和SO2零排放，NOx微量排放，烟尘排放量低于46mg/m3，所述的双层螺

旋滚筒低温热解炉可设置燃气加热或电加热，所述的滑动温度传感器可分别在内层螺旋滚

筒和外层螺旋滚筒设置，每层可设置3-6个温度传感器，温度控制范围为250-350℃，所述的

低温热解物料出口出来的粉体颗粒燃料粒径为0.2-10mm，外观为棕褐色，容重30-50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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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热值可达4300-4800kca/kg，可直接做粉体燃料燃烧，所述的第六气体出口为低温热解

分离出来的无焦油混合气体，其温度为250-350℃。

[0014] 可选的，所述的颗粒燃料压块机可设置圆柱状压块机，成品颗粒直径为0.5-50mm,

长10-100mm，也可设置多边形柱状压块机，成品颗粒截面积为400-600mm2,长10-100mm，容

重800-1300kg/m3，燃烧热值可达4500-5000kca/kg。

[0015] 本发明在上述设备基础上，还公开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

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6] 步骤一；启动螺旋加料器，将农林废弃物投入气化炉内，打开燃气引风机和鼓风

机，使气体由气化炉第二气体出口出来经第一旋风除尘器除尘后，通过混合器进入旋流干

燥器加热夹套，经第三气体出口进入气液分离器，进行气液分离收集生物醋液；

[0017] 步骤二；分离后的气体经第五气体出口进入催化吸附净化器，进行催化反应和吸

附净化，净化后的气体经燃气引风机进入水封水洗净化器，进行生物醋液洗涤净化，调节调

节阀使燃气经射流器与空气混合通过供气管道进入控温燃气炉头；

[0018] 步骤三；开启自动点火器点燃可燃气体在燃烧室内燃烧供热；开启双层螺旋滚筒

低温热解炉、减速电机，使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匀速旋转，观察温度控制仪表，当外层

螺旋滚筒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开启粉碎机，将原料粉碎后通过管道输送至旋流干燥器内，

干燥后的物料经卸料器流出，进入进料斗，经水平螺旋加料器匀速进入内层螺旋滚筒内，在

螺旋旋转推动下，物料温度逐渐升高至200℃以上进行预热，预热时间为8-10分钟，预热后

物料由右侧出口落入外层螺旋滚筒内继续升温并恒定在200-350℃开始热解，热解时间为

8-10分钟，热解后物料经热解物料出口流出，经螺旋输送机送至颗粒燃料压块机进行压制

颗粒燃料，压制成型的颗粒燃料落入输送带上经筛分、降温后即为产品。

[0019]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

[0020] 本发明提供的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结构简单，操作方

便，利用农林废弃物热解气化，为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供热，即废物利用，又降低运行

成本，成本降低85％以上；利用余热干燥原料，即能实现热量交换降低可燃气体温度，又能

充分利用热能降低运行成本，成本降低100％；应用蒸汽催化技术促进可燃气体转化率，转

化率可达98％；应用低温热解技术，温度控制为250-350℃，将可溶性糖类和半纤维素裂解

气化冷凝制备生物醋液，即无二噁英和二氧化硫产出，又得到副产品；剩余纤维素和木质素

热解碳化，即可作粉体燃料直接燃烧利用，又可压制成颗粒燃料，发热量比原煤高，燃烧后

无焦油、二噁英和二氧化硫产出；智能控制，操作方便；结构流畅，可实现连续生产。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气化炉，101、螺旋加料器，102、热解室，103、第一气体出口，104、第二气体

出口，105、第一气体进口，106、第一旋风除尘器，107、保温层，108、水蒸气进口，109、水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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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110、第一止回阀，111、第一水封泄压器，112、炉排，113、集灰室，114、第一排污阀，

115、螺旋除灰器，2、粉碎机，3、旋流干燥器，301、水蒸气出口，302、原料进口，303、第一气体

调节阀，304、混合器，305、第二气体调节阀，306、第二气体进口，307、加热夹套，308、第三气

体出口，309、卸料器，4、第二旋风除尘器，401、第四气体出口，402、第三气体进口，403、第二

止回阀，404、第二水封泄压器，405、第二排污阀，5、气液分离器，501、第四气体进口，502、第

五气体出口，503、冷却水出口，504、冷却水进口，505、生物醋液接收罐，506、导出阀，6、催化

吸附净化器，601、第一燃气进口，602、第一燃气出口，7、燃气引风机，8、水封水洗净化器，

801、第三排污阀，802、第二燃气出口，803、第二燃气进口，804、三通，805、第三止回阀，806、

火炬，9、射流器，901、燃气吸入口，902、第三燃气出口，10、调节阀，11、鼓风机，12、双层螺旋

滚筒低温热解炉，1201、进料斗，1202、水平螺旋加料器，1203、第六气体出口，1204、密封出

料口支架，1205、热解物料出口，1206、尾气管道，1207、进气口，1208、尾气催化净化器，

1209、出气口，1210、外层螺旋滚筒，1211、内层螺旋滚筒，1212、滚筒支架，1213、滑动温度传

感器，1214、供气管道，1215、支架，1216、温控燃气炉头，1217、燃烧室，1218、从动辊轮，

1219、齿圈支架，1220、驱动齿轮，1221、减速电机，13、颗粒燃料压块机，1301、螺旋输送机，

1302、颗粒燃料输送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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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及工艺，

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使能源利用率高，设备损害小。

[002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焦油的能量一般占生物质总能量的5％-15％，焦油的产生控制和形态转化是生物

质热解气化技术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生物质木质素的发热量高于原煤发热量，但半纤维

素和可溶性糖类发热量低，且含硫较多，如果通过无氧热解技术将可溶性糖类和半纤维素

裂解气化冷凝制备生物醋液后即终止热解，余下的碳化生物质即可压缩成型制备成生物质

固体颗粒燃料，比照用生物质直接压缩成型制备的生物质固体颗粒燃料，具有发热量比原

煤高，无二噁英和二氧化硫随烟气产出排放，可替代二噁英和二氧化硫产出多的原煤，适用

于目前我国广泛推广使用的生物质固体燃料蒸汽锅炉使用，既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又环境

友好。冷凝获得的生物醋液含有大量乙酸，且不含生物焦油，可直接制备成植物源农药广谱

用于预防和控制植物病虫害；适当稀释可代替硫酸或盐酸制备成植物源浸种剂；高度稀释

后可替代化学合成植物生长促进剂制备成植物源叶面肥。生物醋液PH值低，可替代盐酸、硫

酸、草酸等无机酸，有效溶解碱性沉积物而制备成陶瓷和玻璃装修的厨房、厕所及外墙清洁

剂；生物醋液中的乙酸，其冰点在-30℃以下，远远低于氯盐类的冰点，可替代氯盐类制备成

融雪剂用于融化路面冰雪。

[0028] 为了达到上述效果，本发明提供一种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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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如图1所示，包括气化炉1，原料粉碎机2，原料旋流干燥器3，第二旋风除尘器4，气液分离

器5，吸附净化器6，燃气引风机7，水洗净化器8，射流器9，调节阀10，鼓风机11，双层螺旋滚

筒低温热解炉12，颗粒燃料压块机13组成。气化炉1上部螺旋加料器101，中部设有热解室

102，外部设有保温层107，下部设有炉排112，下部还设有集灰室113和螺旋除灰器115，气化

炉1第二气体出口104通过管道与第一旋风除尘器106的第一气体进口105相连，第一旋风除

尘器106下部设有第一水封泄压器111，第一水封泄压器111上部右侧设有第一止回阀110，

下部设有第一排污阀114，第一旋风除尘器106上部第一气体出口103通过管道经第二气体

调节阀305与混合器304和加热夹套307第二气体进口306相连，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

的第六气体出口1203通过管道与第二旋风除尘器4第三气体进口402相连，第二旋风除尘器

4第四气体出口401经第一气体调节阀303与混合器304和加热夹套307第二气体进口306相

连，第二旋风除尘器4下部设有第二水封泄压器404，第二水封泄压器404上部右侧设有第二

止回阀403，下部设有第二排污阀405，原料粉碎机2与原料旋风干燥器3原料进口302相连，

原料旋流干燥器3上部水蒸气出口301通过水蒸气调节阀109与热解室102水蒸气进口108相

连，加热夹套307第三气体出口308与气液分离器5第四气体进口501相连，气液分离器5第五

气体出口502与催化吸附净化器6的第一燃气进口601相连，第一燃气出口602与燃气引风机

7进口相连，出口与水封水洗净化器8的第二燃气进口803相连，第二燃气出口802经三通804

分别与第三止回阀805和射流器9的燃气吸入口901相连，第三止回阀805末端连接有火炬

806，射流器9的第三燃气出口902通过管道1214与各温控燃气炉头1216相连，水封水洗净化

器8底部还设有第三排污阀801，旋风干燥器3下部卸料器309通过进料斗1201和水平螺旋加

料器1202与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的内层螺旋滚筒1211相通，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

炉12固定于支架1215上；内层螺旋滚筒1211又与外层螺旋滚筒1210相通，外层螺旋滚筒

1210与低温热解物料出口1205旋转密封嵌接，低温热解物料出口1205设置于密封出料口支

架1204上，外层螺旋滚筒1210外部右侧设有滚圈支架1212，左侧设有齿圈支架1219，双层螺

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右端设有滑动温度传感器1213，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外部设有

燃烧室1217，滚圈支架1212下部设有从动滚轮1218，齿圈支架1219下部设有驱动齿轮1220，

驱动齿轮1220左侧连有减速电机1221，低温热解物料出口1205经螺旋输送机1301与颗粒燃

料压块机13相连，颗粒燃料压块机13底部出料口设有颗粒燃料输送带1302，每个燃烧室217

上部都设有尾气管道1206，与尾气催化净化器1208左侧进气口1207相连，右侧设有出气口

1209，气液分离器5上部左侧设有冷却水出口503，下部右侧设有冷却水进口504底部连有生

物醋液接收罐505，生物醋液接收罐505底部设有导出阀506。

[0029] 进一步优选的，气化炉1可选用上吸式，下吸式和横吸式，蒸汽进口108处热解室

102内设置蒸汽分布器，所述的热解室102内设置的催化剂为天然矿石为白云石、石灰石或

橄榄石，所述的水蒸气通过水蒸气调节阀109控制流量经水蒸气进口108进入热解室102内

与可燃气体充分混合，在催化剂作用下可使碳氢化合物发生裂解反应生成H2和CO，可使CO2

发生还原反应还原成H2和CO，可使可燃气体夹带的焦油发生裂解反应合成H2和CH4，整个反

应过程水蒸气流量控制在0.2-2m3/h，反应温度为800-1000℃，生物碳有效转化率达到

98％，可燃气体焦油含量在5-8mg/m3，可燃气体H2、CO和CH4的成分含量分别达到30-33％、

25-28％和2-5％，可燃气体燃烧热值达到11000-15000KJ/kg。生物碳的有效转化率达到

98％，所述的气化炉1其原料为农林废弃物及生活垃圾等有机物，粒径为0.5-50mm，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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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室102设有点火口3-18个，直径10-100mm，都设有密闭盖，可用燃气喷枪点火，也可用电

热棒点火，所述的炉排112设有减速电机定时定速智能控制排灰。粉碎机2原料为农林废弃

物，粉碎粒径为0.5-10mm，

[0030] 原料旋流干燥器3内径200-2000mm，筒高2000-8000mm，设有除静电装置，加热夹套

306内径300-3000mm，筒高1800-7800mm，在水蒸气出口301与水蒸气调节阀109之间可设置

过滤器或旋风除尘器，原料旋风干燥器3和加热夹套306及相应的管道都要设置保温层，所

述的混合器304内径100-1000mm，筒高500-1000mm。

[0031] 气液分离器5可设置水冷式、风冷式、蒸发式及淋水式，其结构可为列管式、盘管式

和板式，设置换热面积为1-100m2,所述的生物醋液接收罐505可设置两个罐通过管道阀门

连接切换交替使用，所述的生物醋液接收罐505分离出来的生物醋液为不含焦油的纯天然

生物醋液。催化吸附净化器6内填充矿石催化剂和活性炭吸附剂。水封水洗净化器8设有气

体分布器浸于调配后的生物醋液内。射流器9的第三燃气出口902设有阻火装置。双层螺旋

滚筒低温热解炉12外层螺旋滚筒1210直径500-5000mm，长3000-10000mm ,内层螺旋滚筒

1211直径300-3000mm，长3000-10000mm，所述的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也可设置为三

层或多层，所有内部件采用特种耐高温贵重金属钢制成，坚固耐用，不变形，不氧化，保温性

能好，所述的尾气催化净化器1208内设置UV光解催化器、等离子净化器和活性炭净化器，可

实现CO2和SO2零排放，NOx微量排放，烟尘排放量低于46mg/m3，所述的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

解炉12可设置燃气加热或电加热，所述的滑动温度传感器1213可分别在内层螺旋滚筒1211

和外层螺旋滚筒1210设置，每层可设置3-6个温度传感器，温度控制范围为250-350℃，所述

的低温热解物料出口1205出来的粉体颗粒燃料粒径为0.2-10mm ,外观为棕褐色，容重30-

50kg/m3，燃烧热值可达4300-4800kca/kg，可直接做粉体燃料燃烧，所述的第六气体出口

1203为低温热解分离出来的无焦油混合气体，其温度为250-350℃。

[0032] 颗粒燃料压块机13可设置圆柱状压块机，成品颗粒直径为0.5-50mm,长10-100mm，

也可设置多边形柱状压块机，成品颗粒截面积为400-600mm2 ,长10-100mm，容重800-

1300kg/m3，燃烧热值可达4500-5000kca/kg。

[0033] 本发明还公开一种采用上述农林废弃物低温热解高热值颗粒燃料生产设备的生

产工艺，具体操作如下：

[0034] 启动螺旋加料器101，将直径不大于100mm的农林废弃物投入气化炉1内，进料高度

自动控制在炉排向上垂直距离1200-1400mm范围，打开燃气引风机7和鼓风机11，使气体由

气化炉1第二气体出口104出来经第一旋风除尘器106除尘后，通过混合器304进入旋流干燥

器3的加热夹套307，经第三气体出口308进入气液分离器5，进行气液分离收集生物醋液，经

第五气体出口502进入催化吸附净化器，进行催化反应和吸附净化，经燃气引风机7进入水

封水洗净化器8，进行生物醋液洗涤净化，调节调节阀10使燃气经射流器9与空气混合通过

供气管道1214进入控温燃气炉头1216，开启自动点火器点燃可燃气体在燃烧室1217内燃烧

供热，燃烧尾气经尾气管道1206进入尾气催化净化器1208进行尾气净化处理，最后由净化

气体出口排出。物料由旋流干燥器3干燥蒸发出水蒸气经水蒸气出口301通过水蒸气调节阀

109和水蒸气进口108进入热解室102促进热解燃烧，充分利用蒸汽，减少气体排放。当燃烧

室1217内的各控温燃气炉头1216全部点燃的同时，开启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和减速

电机1221，使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匀速旋转，观察温度控制仪表，当外层螺旋滚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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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开启粉碎机2，将原料粉碎后通过管道输送至旋流干燥器3内，物

料含水量为30-35％，物料经旋流干燥器3内壁至上而下旋转受热干燥，干燥时间为10-15

秒，水分蒸发为15-20％干燥后的物料经卸料器308流出，进入进料斗1201，经水平螺旋加料

器1202匀速进入内层螺旋滚筒1211内，在螺旋旋转推动下，物料温度逐渐升高至200℃以上

进行预热，预热时间为8-10分钟，预热后物料由右侧出口落入外层螺旋滚筒1210内继续升

温并恒定在200-350℃开始热解。热解时间为8-10分钟，热解后物料经热解物料出口流出，

经螺旋输送机送至颗粒燃料压块机13进行压制颗粒燃料，压制成型的颗粒燃料落入输送带

上经筛分、降温后即为产品，颗粒燃料可压制圆柱状颗粒燃料，成品颗粒直径为0.5-50mm，

长10-100mm，也可压制多边形柱状颗粒燃料，成品颗粒截面积为400-600mm2，长10-100mm，

容重800-1300kg/m3，燃烧热值可达4500-5000kca/kg。由双层螺旋滚筒低温热解炉1201热

解挥发出来的气体经第六气体出口1203流出，温度为250-350℃，经第一旋风除尘器106除

尘后，通过调节阀303进入旋流干燥器3加热夹套306内，与气化炉1产生的气体温度为800-

1000℃混合进行物料干燥，两种混合后温度为即利用了余热，又降低燃气温度。

[0035] 本发明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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