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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

装置。为了克服现有垃圾热解容易生成二噁英污

染，热解产热利用不够，处理效果差，运行成本高

等不足，本发明初热解腔通过烟气通道与次热解

腔连通，该次热解腔通过焰气输出机构与焰气热

交换机构连接，该焰气热交换机构通过热空气输

送机构分别与初热解腔、次热解腔连通。本发明

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医疗垃圾的处理，它能够充

分利用垃圾焚烧的焰气热能，转化为富含氧的具

有不同温度的热空气，分别供给不同热解段的热

解腔，从而实现能够阻止二噁英生成的焚烧热

解，它节能显著，实施、运行成本低，效果、效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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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装置，包括与垃圾输入机构(1)连通的初热解腔(2)，其

特征是，所述初热解腔(2)通过烟气通道与次热解腔(7)连通，该次热解腔(7)通过焰气输出

机构(12)与焰气热交换机构(11)连接，该焰气热交换机构(11)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8)分

别与初热解腔(2)、次热解腔(7)连通，在所述初热解腔(2)间隔设有若干平置热空气管(3)，

在该平置热空气管(3)的下方间隔设有若干竖置热空气管(5)，所述焰气热交换机构(11)分

别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8)与平置热空气管(3)、竖置热空气管(5)连接，所述平置热空气管

(3)输出250～280℃热空气，所述竖置热空气管(5)输出300～500℃热空气，所述平置热空

气管(3)与动力机构形成可转动连接，所述动力机构  与控制装置连接，在所述平置热空气

管(3)间隔错位设有凸棘(4)，在所述次热解腔(7)设有热空气喷管(6)，所述焰气热交换机

构(11)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8)与该热空气喷管(6)连接，所述热空气喷管输出600℃以上

的热空气，所述焰气热交换机构(11)分别与鼓风机(9)、引风机(10)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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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焚烧热解装置，具体为一种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热解是一种高温热化学处理技术，垃圾中的可燃成分在焚烧装置内与空

气中的氧进行反应，转化为高温气体和固体残渣。垃圾焚烧热解过程产生大量的热能，体积

可减少80%-90%，可破坏有害固体废弃物的组成结构、杀灭病原菌，达到排毒除害的目的，具

有减量、无害、资源化的特点，是当前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垃圾处理手段之一，在日本等耕

地奇缺的国家，垃圾焚烧热解处理比例达65-80%。但现有垃圾焚烧热解处理装置存在以下

不足之处：

[0003] 一是现有垃圾焚烧热解装置的焚烧过程要生成大量的二噁英。二噁英处理难度

大，处理费用高。虽然近几年来对二噁英类物质研究及认识不断深入，在技术上通过焚烧炉

“3T”控制和严格的焚烧烟气净化工艺，可以使二噁英类物质的排放控制在严格的标准之

下，但大大增加了一次性投资和运行成本，烟气净化脱除的二噁英类物质还存在二次污染。

[0004] 二是现有垃圾焚烧热解装置需要辅助能源多，而垃圾焚烧本身产生的热量的利用

效能不够高，导致垃圾焚烧耗能大，成本高。并且，现有垃圾焚烧装置对垃圾热值和水分有

较高的要求。CJ/T  118-2000规定，“入炉生活垃圾年均水分含量不宜大于50%，年均灰分含

量不宜大于30%，年均低位发热量不宜小于4.18MJ/kg”。为保证稳定燃烧，《生活垃圾处理工

程技术规程》规定，“垃圾焚烧炉应配置点火燃烧器和辅助燃烧器”  ，需要耗费大量的辅助

燃料。

[0005] 三是现有焚烧装置结构复杂，制造成本大，购买使用一次性投资大，项目建设占用

资金周期长。建标142-2009规定，“新建炉排炉焚烧厂主体设备和系统以进输气口为主的投

资估算可以按不高于50万元/（t/d）控制；炉排炉焚烧厂主体设备全部国产化的投资估算可

以按不高于40万元/（t/d）控制；新建流化床炉焚烧厂的投资估算指标可以按不高于35万

元/（t/d）控制”。对此，没有发达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投资能力是难以建成的。

[0006] 现有垃圾焚烧热解装置的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垃圾焚烧热解在我国的推广应用，

尤其是在中小城市的应用。

[0007] 虽然国内的一些单位和个人一直致力于垃圾焚烧热解装置的研究，力图克服现有

的不足。例如文献CN201410085904.9，公开了在现有垃圾发电系统的基础上，加设了预处理

系统、烟道气处理系统，以及渗滤液处理系统，以减少二噁英前驱体的生成；文献

CN201320090207.3，公开了使用富氧燃烧设备和二次风系统，以最大限度保证焚烧炉废气

燃烧温度，使有利于二次燃烧室的扰流，延长在二次燃烧室停留时间，以分解二噁英。但这

些技术一次性投资大，运行成本高，效果不理想，实用性不强。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上述不足，提供一种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装置，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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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垃圾焚烧的焰气热能，转化为富含氧的具有不同温度的热空气，分别供给不同热

解段的热解腔，从而实现能够阻止二噁英生成的焚烧热解，它节能显著，实施、运行成本低，

效果、效益好。

[0009]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该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装置，包括与垃

圾输入机构连通的初热解腔，该初热解腔通过烟气通道与次热解腔连通，该次热解腔通过

焰气输出机构与焰气热交换机构连接，该焰气热交换机构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分别与初热

解腔、次热解腔连通。

[0010] 在所述初热解腔间隔设有若干平置热空气管，在该平置热空气管的下方间隔设有

若干竖置热空气管，所述焰气热交换机构分别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与平置热空气管、竖置

热空气管连接。

[0011] 所述平置热空气管与动力机构形成可转动连接，在所述平置热空气管设有凸棘。

[0012] 在所述次热解腔设有热空气喷管，所述焰气热交换机构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与该

热空气喷管连接。

[0013] 所述焰气热交换机构分别与引风机、鼓风机连接。

[0014] 与现有垃圾处理装置、技术比较，本发明初热解腔通过烟气通道与次热解腔连通，

该次热解腔通过焰气输出机构与焰气热交换机构连接，该焰气热交换机构通过热空气输送

机构分别与初热解腔、次热解腔连通，在所述初热解腔间隔设有若干平置热空气管，在该平

置热空气管的下方间隔设有若干竖置热空气管，在所述次热解腔设有热空气喷管，所述焰

气热交换机构分别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与平置热空气管、竖置热空气管、热空气喷管连接。

热空气输送机构包括鼓风机构、热交换管、输送管等，从平置热空气管输出300℃以下热空

气（一般为250——280℃），对垃圾进行预热、干燥、初步热解，其下竖置热空气管输出

300——500℃热空气，对垃圾进行进一步热解，所述热空气喷管输出600℃以上热空气，对

来自初热解腔的烟气等进行完全彻底的氧化热解。试验表明，垃圾中容易生成二噁英的有

机物，在300℃以下可以热解为非二噁英的可燃有机物，这种可燃有机物在通过初热解腔下

部进一步热解后，通过烟气通道进入次热解腔，与600℃以上的热空气混合燃烧，就可以使

这种可燃有机物完全热解氧化而不会生成二噁英。这样就从源头上防止了二噁英类物质的

产生，而不是象现有依靠对焚烧烟气净化使二噁英类物质达标排放。

[0015] 而且，热空气喷管输出的600℃以上热空气，与进入次热解腔的含有非二噁英可燃

有机物的烟气混合，在次热解腔进行彻底完全的氧化焚烧处理，所得到的纯净高温焰气通

过焰气输出机构与焰气热交换机构连接，通过焰气热交换机构加热空气所得到的热空气，

分别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与平置热空气管、竖置热空气管、热空气喷管连接。这样，垃圾焚

烧的产热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节省了焚烧热解的成本，尤其通过焰气热交换机构热空气输

送机构输出了不同温度的热空气供不同要求的热解，实现了能够阻止二噁英生成的垃圾焚

烧热解。

[0016] 所述平置热空气管与动力机构形成可转动连接，在所述平置热空气管设有凸棘。

所述凸棘或者凸片可以是间隔错位设置的突出于平置热空气管表面的具有刃尖或者刃棱

的凸棘、凸片等。这种间隔错位设置的凸棘或者凸片，可以提高翻转、切割垃圾的效果和效

率，增强翻动、挤压、预热、干燥等初步热解的效果和效率，进一步使初步热解均匀、快速、高

效，实现大批量高效优质处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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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本发明该动力机构还可以与控制装置连接，实现垃圾输入、翻动、挤压、预热、干燥

等的快慢、强度的自动调控，更好地实现大批量高效优质处理垃圾。

[0018] 本发明所述焰气热交换机构分别与鼓风机、引风机连接。所述引风机将初热解腔

的烟气等吸入次热解腔，继而将次热解腔的高温焰气吸入焰气热交换机构，加热空气（与空

气进行热交换）所得到的热空气，通过鼓风机、热空气输送机构输送到初热解腔、次热解腔。

[0019] 本发明主要用于生活垃圾、医疗垃圾的处理，它能够充分利用垃圾焚烧的焰气热

能，转化为富含氧的具有不同温度的热空气，分别供给不同热解段的热解腔，从而实现能够

阻止二噁英生成的焚烧热解，它节能显著，实施、运行成本低，效果、效益好。

附图说明

[0020] 该附图是本发明剖视示意图。

[0021] 图中，1.  垃圾输入机构，2.  初热解腔，3.  平置热空气管，4.  凸棘，5.  竖置热空

气管，6.  热空气喷管，7.  次热解腔，8.  热空气输送机构，9.  鼓风机，10.  引风机，11.  焰

气热交换机构，12.  焰气输出机构。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该附图所示，本发明垃圾节能环保高效热解装置，包括与垃圾输入机构1连通的

初热解腔2，初热解腔2通过烟气通道与次热解腔7连通，次热解腔7通过焰气输出机构12与

焰气热交换机构11连接，焰气热交换机构11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8分别与初热解腔2、次热

解腔7连通。

[0023] 在初热解腔2间隔设有4根平置热空气管3，在平置热空气管3的下方间隔设有4根

竖置热空气管5，焰气热交换机构11分别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8与每根平置热空气管3、竖置

热空气管5连通，平置热空气管输出250——280℃热空气，其下的竖置热空气管输出

300——500℃热空气。

[0024] 平置热空气管3与动力机构形成可转动连接，在平置热空气管3间隔错位设有凸棘

4。所述动力机构可与控制装置连接，控制装置可以市售具有温度传感器的温度控制电路、

湿度传感器的湿度控制电路、时间控制电路等的多功能温湿度控制仪，按照标识接线，设定

热解腔体1中的所需温度值、湿度值，通过变频电机实现对输热管3的转速控制。

[0025] 在次热解腔7设有热空气喷管6，焰气热交换机构11通过热空气输送机构8与热空

气喷管6连接，热空气喷管输出600℃以上热空气。

[0026] 焰气热交换机构11分别与鼓风机9、引风机10连接。

[0027] 垃圾焚烧热解产生的灰烬可以常规利用；所得高温焰气被热交换利用后所得的净

气可以常规处理达标排放。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5805757 B

5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6

CN 105805757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