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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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059426.6

(22)申请日 2020.09.30

(71)申请人 承德华净活性炭有限公司

地址 068450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经济开

发区58号

(72)发明人 张鹏远　张立军　张鹏宇　刘昊霖　

罗宇凡　刘潇璇　石宝胜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大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2257

代理人 徐杨松

(51)Int.Cl.

C10J 3/00(2006.01)

C10J 3/72(2006.01)

C10J 3/84(2006.01)

F22B 31/00(2006.01)

F22B 33/18(2006.01)

F22B 37/00(2006.01)

F01D 15/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及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将生

物质颗粒加入气化炉内，进行气化产炭及可燃气

体；可燃气体于燃烧室燃烧后产生高温烟气进入

蒸汽锅炉内进行热交换，并产生高压蒸汽，高压

蒸汽部分进入燃烧室，部分进入汽轮机，部分进

入供暖管路；气化炉气化所产生的炭经磨粉处理

后进入喷粉机内，并由喷粉机喷进燃烧室，进入

至燃烧室内的高压蒸汽与喷进燃烧室内的炭粉

混合，进行燃烧反应，所产生的氢和甲烷气体在

燃烧室内爆燃产生高温烟气；气化炉和燃烧室所

产生的炭灰，经加工制成炭肥。有益效果为：炭粉

和高压水蒸气经过二次配比混合燃烧，可产生大

量的热能，有效的提升了热能产率，同时也有效

的升高了蒸汽锅炉的温度，以利于发电和供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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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0、将生物质颗粒加入气化炉(1)内，进行气化产炭及可燃气体；

S200、可燃气体于燃烧室(2)燃烧后产生高温烟气进入蒸汽锅炉(3)内进行热交换，并

产生高压蒸汽，高压蒸汽部分进入燃烧室(2)，部分进入汽轮机(4)，部分进入供暖管路(9)；

S300、气化炉(1)气化所产生的炭经磨粉处理后进入喷粉机(5)内，并由喷粉机(5)喷进

燃烧室(2)，进入至燃烧室(2)内的高压蒸汽与喷进燃烧室(2)内的炭粉混合，进行燃烧反

应，产生氢和甲烷气体，所产生的氢和甲烷气体在燃烧室(2)内爆燃产生热能，热能进入蒸

汽锅炉(3)内；

S400、气化炉(1)和燃烧室(2)所产生的炭灰，经加工制成炭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如下步

骤：

S500、蒸汽锅炉(3)内的烟气进入除尘室(6)，净化后通过烟囱(10)排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00中，气

化炉(1)所产生的可燃气体的温度为600～800℃，热值1000～1200Kca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00中，经

喷粉机(5)喷进燃烧室(2)内的炭粉的粒径小于等于80目。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其特征在于，进入

至燃烧室(2)内的高压蒸汽与喷粉机(5)喷进燃烧室(2)内的炭粉的体积配比为3:1。

6.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以用于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生物质联产炭、热、

电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气化炉(1)、燃烧室(2)、喷粉机(5)、磨粉机(7)和蒸汽锅炉(3)，所

述气化炉(1)的出气口与所述燃烧室(2)的进气口连通，所述气化炉(1)的炭排放口与磨粉

机(7)的进料口相连，所述磨粉机(7)的出料口与所述喷粉机(5)的进料口连通，所述喷粉机

(5)的出料口与所述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连通，所述燃烧室(2)的出气口与所述蒸汽锅炉

(3)的进气口连通，所述蒸汽锅炉(3)的蒸汽出口分别与所述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汽轮机

(4)和供暖管路(9)相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汽缸

(8)，所述蒸汽锅炉(3)的蒸汽出口与所述分汽缸(8)的进气口连通，所述分汽缸(8)的出气

口分别与所述燃烧室(2)、汽轮机(4)和供暖管路(9)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鼓风机

(11)，所述鼓风机(11)的出风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引风机

(12)，所述引风机(12)的进风口与所述蒸汽锅炉(3)的出风口连通。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除尘室

(6)和烟囱(10)，所述引风机(12)的出风口与所述除尘室(6)的进风口连通，所述除尘室(6)

的出风口与所述烟囱(10)的进风口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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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及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及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质主要是指农林业生产过程中除粮食、果实以外的秸秆、树木等木质纤维素

(简称木质素)、农产品加工业下脚料、农林废弃物等物质。

[0003] 生物质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他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

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生物质能源极为丰富农林生产中所产生的物质种类多，产量巨大，较常见的有：林业三剩

物、植物秸秆等，未来的生物质能源对农林废弃物的利用、生物质新能源的产品单一、农业

农村家庭供暖、土地面源污染和大气污染的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0004] 全国农作物秸秆年产生量约6亿吨，大约3亿吨可作为燃料使用，折合约1.5亿吨标

准煤，林木枝丫和林业废弃物年可获得量约9亿吨，大约3亿吨可作为能源利用，折合约2亿

吨标准煤，目前我国生物质资源可转换为能源的潜力约8亿吨标准煤，而现有技术中生物质

直接被焚烧，这样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还污染空气。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及设备，以克服

上述现有技术中的不足。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包括

如下步骤：

[0007] S100、将生物质颗粒加入气化炉内，进行气化产炭及可燃气体；

[0008] S200、可燃气体经燃烧室燃烧后产生高温烟气进入蒸汽锅炉内进行热交换，并产

生高压蒸汽，高压蒸汽部分进入燃烧室，部分进入汽轮机，部分进入供暖管路；

[0009] S300、气化炉气化所产生的炭经磨粉处理后进入喷粉机内，并由喷粉机喷进燃烧

室，进入至燃烧室内的高压蒸汽与喷进燃烧室内的炭粉混合，进行燃烧反应，产生氢和甲烷

气体，所产生的氢和甲烷气体在燃烧室内爆燃产生热能，热能进入蒸汽锅炉内；

[0010] S400、气化炉和燃烧室所产生的炭灰，经加工制成炭肥。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炭粉和高压水蒸气经过二次配比混合燃烧，可产生大量的

热能，有效的提升了热能产率，同时也有效的升高了蒸汽锅炉的温度，以利于发电和供暖，

既节能环保，又产生了大量热能；1吨林业三剩物可发电约660度、生产约200公斤活性炭和

约30公斤炭肥。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13] 进一步，还包括如下步骤：

[0014] S500、蒸汽锅炉内的烟气进入除尘室，净化后通过烟囱排出。

[0015]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为：对蒸汽锅炉排放的烟气进行净化，以免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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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S100中，气化炉所产生的可燃气体的温度为600～800℃，热值1000～

1200Kcal。

[0017] 进一步，S300中，经喷粉机喷进燃烧室内的炭粉的粒径小于等于80目。

[0018] 进一步，进入至燃烧室内的高压蒸汽与喷粉机喷进燃烧室内的炭粉的体积配比为

3:1。

[0019] 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包括气化炉、燃烧室、喷粉机、磨粉机和蒸汽锅炉，

气化炉的出气口与燃烧室的进气口连通，气化炉的炭排放口与磨粉机的进料口相连，磨粉

机的出料口与喷粉机的进料口连通，喷粉机的出料口与燃烧室的烟气通道连通，燃烧室的

出气口与蒸汽锅炉的进气口连通，蒸汽锅炉的蒸汽出口分别与燃烧室的烟气通道、汽轮机

和供暖管路相连。

[0020]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为：。

[0021] 进一步，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分汽缸，蒸汽锅炉的蒸汽出口与分汽缸

的进气口连通，分汽缸的出气口分别与燃烧室、汽轮机和供暖管路相连。

[0022]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为：可以合理的分配高温蒸汽。

[0023] 进一步，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鼓风机，鼓风机的出风口通过管道与燃

烧室的烟气通道连通。

[0024]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为：能向燃烧室的烟气通道内鼓入空气，提高燃烧率。

[0025] 进一步，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引风机，引风机的进风口与蒸汽锅炉的

出风口连通。

[0026] 进一步，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除尘室和烟囱，引风机的出风口与除尘

室的进风口连通，除尘室的出风口与烟囱的进风口连通。

[0027]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为：对蒸汽锅炉排放的烟气进行净化，以免污染环境。

附图说明

[0028] 图1本发明所述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的结构图；

[0029] 附图中，各标号所代表的部件列表如下：

[0030] 图中：

[0031] 1、气化炉，2、燃烧室，3、蒸汽锅炉，4、汽轮机，5、喷粉机，6、除尘室，7、磨粉机，8、分

汽缸，9、供暖管路，10、烟囱，11、鼓风机，12、引风机，13、除渣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非用于限

定本发明的范围。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5] S100、将粒径为2～4cm的生物质颗粒经料斗加入气化炉1内，进行气化产炭的同时

产生大量的可燃气体；

[0036] S200、可燃气体于燃烧室2燃烧后产生高温烟气进入蒸汽锅炉3内进行热交换，并

产生高压蒸汽，高压蒸汽部分进入燃烧室2，部分进入汽轮机4，部分进入供暖管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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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S300、气化炉1气化所产生的炭经磨粉处理后进入喷粉机5内，并由喷粉机5喷进燃

烧室2，进入至燃烧室2内的高压蒸汽与喷进燃烧室2内的炭粉混合，进行燃烧反应，产生氢

和甲烷气体，所产生的氢和甲烷气体在燃烧室2内爆燃，氢气燃烧化学方程式：2H2+O2＝

2H2O，条件为点燃，甲烷燃烧的化学方程式：CH4+2O2＝CO2+2H2O，条件为点燃，温度在1200℃

以上产生大量热能，热能进入蒸汽锅炉3内，如此循环可以迅速升高锅炉蒸汽温度，使高压

蒸汽发电和供暖的效能大幅度增加；

[0038] S400、气化炉1和燃烧室2燃烧后经除渣机13产生的炭灰(余渣)，经加工制成炭肥，

富含钾和磷及少量的其它营养元素，可作为生物质肥回田，改良土壤结构，防治土壤板结、

酸化等。

[0039] 炭灰技术指标

[0040] PH：9～11钾含量：6％～12％，其中90％以上是水溶性，以碳酸盐形式存在，其次是

磷，一般含1.5％～3％，还有其它各种微量营养元素。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43] 生物质联产炭、热、电工艺，还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0044] S500、蒸汽锅炉3内的烟气进入除尘室6，净化后通过烟囱10排出，以符合国家排放

标准。

[0045] 烟气技术指标

[0046] 颗粒<20mg/m3             二氧化硫<30mg/m3

[0047] 氮氧化物<150mg/m3         汞及化合物<0.03mg/m3

[0048] 烟气黑度≤1。

[0049] 实施例3

[0050]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51] 气化炉1所产生的可燃气体的温度为600～800℃，热值1000～1200Kcal。

[0052] 实施例4

[0053]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54] 经喷粉机5喷进燃烧室2内的炭粉的粒径小于等于80目。

[0055] 另外，进入至燃烧室2内的高压蒸汽与喷粉机5喷进燃烧室2内的炭粉的体积配比

为3:1。

[0056] 实施例5

[0057] 如图1所示，一种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包括气化炉1、燃烧室2、喷粉机5、磨粉

机7和蒸汽锅炉3，气化炉1的出气口与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连通，即气化炉1的产生的可燃气

体可以进入至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内进行燃烧，气化炉1的炭排放口与磨粉机7的进料口相

连，即生物质颗粒在气化炉1内气化所产生的炭可以经其炭排放口输送至磨粉机7内，并经

磨粉机7进行磨粉处理，磨粉机7的出料口与喷粉机5的进料口连通，即炭能经磨粉机7磨粉

处理后被输送至喷粉机5内，喷粉机5的出料口与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连通，即喷粉机5能将

进入至其内的炭粉喷进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内进行燃烧，炭粉的粒径小于等于80目，燃烧室

2的出气口与蒸汽锅炉3的进气口连通，即燃烧室2内产生的高温烟气进入至蒸汽锅炉3内进

行换热，以产生高温蒸汽，蒸汽锅炉3的蒸汽出口分别与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汽轮机4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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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管路9相连，蒸汽锅炉3进入燃烧室2内的高温蒸汽，主要用于配合喷入的炭粉进行燃烧反

应；蒸汽锅炉3进入汽轮机4内的高温蒸汽，主要用于进行发电；蒸汽锅炉3进入供暖管路9内

的高温蒸汽，主要用于进行供暖。

[0058] 实施例6

[0059]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5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60] 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分汽缸8，蒸汽锅炉3的蒸汽出口与分汽缸8的进

气口连通，分汽缸8的出气口分别与燃烧室2、汽轮机4和供暖管路9相连，可以合理的分配高

温蒸汽。

[0061] 实施例7

[0062]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5或6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63] 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鼓风机11，鼓风机11的出风口通过管道与燃烧室

2的烟气通道连通，鼓风机11用于向燃烧室2的烟气通道内鼓入空气，提高燃烧率。

[0064] 实施例8

[0065]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5或6或7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66] 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引风机12，引风机12的进风口与蒸汽锅炉3的出

风口连通，引风机12主要用于将气化炉1内产生的可燃气体引入燃烧室2内进行燃烧，以及

将燃烧室2内产生的高温烟气引入蒸汽锅炉3内进行热交换。

[0067] 实施例9

[0068] 本实施例为在实施例8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进一步改进，具体如下：

[0069] 生物质联产炭、热、电设备还包括除尘室6和烟囱10，引风机12的出风口与除尘室6

的进风口连通，除尘室6的出风口与烟囱10的进风口连通，以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引风机12

将蒸汽锅炉3内完成换热的烟气引入除尘室6内进行除尘。

[0070]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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