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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将

兰炭与垃圾飞灰等混合物投入堆积兰炭的高温

熔融池中进行熔融固化，实现重金属还原与二噁

英分解；高温熔融炉采用分级配风技术，大部分

纯氧经进气口通入半熔融层，实现熔池内还原性

气氛下低NOx清洁燃烧与重金属还原；剩余纯氧

经燃尽风喷口通入熔融炉上部，氧化消除CO，避

免有毒气体逸出，同时维持炉内温度均匀。采用

本实用新型装置与方法可实现飞灰无害化、资源

化、减量化处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兰炭清洁燃

料特性与低廉价格也解决了飞灰熔融处理经济

性问题，有利于飞灰熔融处理方法进一步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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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熔融炉(3)，熔融炉(3)顶

部设置有进料口(1)，熔融炉(3)上部侧面设置有燃尽风喷口(2)，熔融炉(3)下部两侧设置

有进气口(4)，位于燃尽风喷口(2)另一侧的熔融炉(3)下部设置有熔渣出口(6)，所述的熔

融炉(3)底部设置有熔融池(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进气口(4)设置在熔融炉(3)炉体高度1/6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熔融池(5)中底部为飞灰熔渣，飞灰熔渣可分为密度较低半熔融层与密度较高熔融层，熔渣

出口(6)设置在密度较高熔融层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熔融炉(3)按照纯氧与兰炭比例为1～1.8m3/kg通入纯氧与兰炭反应；熔融炉(3)中上部处

设置燃尽风喷口(2)燃烧消耗不完全产物，并使熔融炉(3)炉温均匀保持在1400～15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熔

融炉(3)为表面熔融炉、旋风炉、炼铁高炉高温设备任意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

气口(4)除纯氧外也可通空气等可与兰炭进行氧化反应的气体，进气量随气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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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焚烧飞灰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

垃圾飞灰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是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处理手段，随之产生的飞灰带来处理方面问题。

垃圾焚烧飞灰组成成分主要有SiO2、Al2O3等酸性氧化物和CaO、MgO、Fe2O3等碱性氧化物以及

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包括剧毒性物质二噁英与重金属Pb、Cr、Cd、Hg、  Zn等。我国最新

2016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将垃圾焚烧飞灰列入“HW18焚烧处置残渣”，未经特殊处理不可

进入垃圾填埋场。目前飞灰无害化处理方式主要有烧结熔融技术、固化技术、化学药剂稳定

化技术与分离萃取技术。其中烧结熔融技术利用较高温度消解飞灰中剧毒有机污染物，同

时减量程度高，减容比例大，是相对先进处理方式。

[0003] 飞灰高温熔融设备一般采用表面熔融炉、电弧熔融炉、等离子体熔融炉和旋风炉

等。将垃圾焚烧飞灰加热至飞灰熔融温度时，飞灰中的二噁英等有机物受热分解被破坏。熔

融过程中Fe、Ca、Al、Zn、Mn、Cr等低挥发性金属转移至熔渣中。熔融飞灰通过密度分级分为

悬浮于熔融池上部的半熔融层与沉积在高温熔融池底部的熔融层，待熔渣冷却回收后进行

资源化利用。当炉内为氧化性气氛时，重金属中的三价铬完全转化为六价铬，对环境有持久

危害性，在环境保护标准中不允许存在。因此，需加入煤炭做还原剂高温下产生还原性气

氛，为重金属的还原解毒提供条件。经过高温还原气氛无害化处理后，密度相对较低熔渣

(主要成分SiO2、Al2O3与CaO  等)冷却回收后可当做制作保温棉，水泥等原材料，而密度较高

金属(Fe、Zn与Cr 等)沉积在高温熔融炉底部，得到再生利用。

[0004] 然而，现有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理技术采用煤炭产生还原性气氛，存在如下问题： 

(1)高温熔融炉中所用煤炭燃烧过程中释放NOx及SO2进入烟气中，排放浓度高于国家标准。

(2)熔融处理垃圾飞灰的过程中可能有残余二噁英及重金属需二次处理，增加系统投入。

(3)熔融处理垃圾飞灰能耗高，能量利用率低，建设与运行成本极高，难以进行产业化实施。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

理垃圾飞灰装置，通过高温熔融炉有效分解二噁英，利用分级配风技术降低NOx  和SO2排放

的同时还原重金属，便于下一步的最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包括熔融炉3，熔融炉3顶部设置有进料

口1，熔融炉3上部侧面设置有燃尽风喷口2，熔融炉3下部两侧设置有进气口4，位于燃尽风

喷口2另一侧的熔融炉3下部设置有熔渣出口6，所述的熔融炉3底部设置有熔融池5。

[0008] 所述的进气口4设置在熔融炉3炉体高度1/6处。

[0009] 所述的熔融池5中飞灰熔渣可分为密度较低半熔融层与密度较高熔融层，熔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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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6设置在密度较高熔融层处。

[0010] 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垃圾焚烧厂产生的垃圾飞灰，在搅拌机内与兰炭混合并处理成型，由熔融炉3  顶

部落入底部熔融池5，在重力作用下深入熔融池5内部进行熔融固化，实现重金属还原与二

噁英分解；熔融炉3中通入纯氧与兰炭反应；炉内采用分级配风技术，在熔融炉3炉体高度1/

6处设置进气口4通入大部分纯氧至半熔融层，实现熔池内还原性气氛低NOx清洁燃烧；剩余

纯氧经燃尽风喷口2通入熔融炉上部，氧化消除CO  避免有毒气体扩散逸出，同时使炉温均

匀保持在1400～1500℃；熔融池5起到高温蓄热体作用，将落入池内的成型垃圾飞灰熔融固

化，并分解二噁英，实现飞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0012] 所述的熔融池5中飞灰熔渣可分为密度较低半熔融层(主要成分SiO2、Al2O3、  CaO、

新掉入的飞灰与兰炭等)与密度较高熔融层(Fe、Zn与Cr等)，由熔渣出口6  排出便于下一步

的最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0013] 所述的熔融炉3按照纯氧与兰炭比例为1～1.8m3/kg通入纯氧与兰炭反应；熔融炉

3中上部处设置燃尽风喷口2燃烧消耗不完全产物，并使熔融炉3炉温均匀保持在1400～

1500℃。

[0014] 所述熔融炉3为表面熔融炉、旋风炉、炼铁高炉高温设备任意一种。

[0015] 所述进气口4除纯氧外也可通空气等可与兰炭进行氧化反应的气体，进气量随气

氛调整。

[0016] 所述熔渣出口6数量可根据熔融层不同进行调整，便于后续资源化利用。

[0017]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大批量处理垃圾飞灰。

在熔融炉内的高温和还原性气氛下，垃圾飞灰所含二噁英被分解破坏，重金属被还原进入

炉渣，最终得到无害化熔渣，且对环境友好，无需填埋，实现了垃圾焚烧飞灰的无害化、资源

化、减量化利用。

[0019] 兰炭作为清洁燃料相对烟煤其NOx与SO2排放量低，价格与天然气和燃油等供热燃

料相比价格低廉，降低运行成本。

[0020] 进气口通入纯氧可大幅提高熔融炉内兰炭燃烧效率，保证炉内高温环境，同时也

避免高温下空气中的N2被氧化生成热力型NOx。

[0021] 高温熔融炉中分级配风技术不仅抑制炉内热力型NOx生成，同时不完全燃烧产生

的还原性产物(如NH3和HCN)，会还原裂解已生成的NOx，从而抑制燃料型NOx生成。在精简脱

硫脱硝装置同时提高高温熔融炉炉温与气氛调整灵活性。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例中所述的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示意图。

[0023] 其中，1为进料口，2为燃尽风喷口，3为熔融炉，4为进气口，5为熔融池，6为熔渣出

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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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图1所示，为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实用新型中高温熔融炉可大

规模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同时实现垃圾飞灰的可靠经济回收利用。装置包括兰炭垃圾飞

灰混合物进料口1，通入大部分纯氧供兰炭不完全燃烧的进气口4以及通入小部分剩余纯氧

的燃尽风喷口2；所述兰炭飞灰混合物落入熔融炉3底部的熔融池  5中熔融固化，最终产生

熔渣由熔渣出口6排出；在高温熔融炉开启之前炉内堆积足量兰炭，为熔融池升温供给足够

热能，达到垃圾飞灰熔融处理温度要求；熔融炉3  与炉内熔融池5合适尺寸保证熔融池中兰

炭飞灰混合物在还原性气氛下充分反应。

[0026] 所述方法将兰炭与垃圾飞灰等混合物经熔融炉3进料口1落入底部熔融池5中熔融

固化，实现重金属还原与二噁英分解；大部分纯氧经进气口通入半熔融层，剩余纯氧经燃尽

风喷口通入熔融炉上部，氧化消除CO，避免有毒气体逸出，同时维持炉内温度均匀；熔融炉3

中熔渣由熔渣出口6排出。

[0027] 所述垃圾飞灰与兰炭等均匀混合物由熔融炉3顶部落入底部熔融池5，在重力作用

下深入熔融池5内部，兰炭缺氧不完全燃烧，造成熔融池5内部强还原性气氛，实现重金属还

原。

[0028] 所述熔融炉3采用分级配风技术，高温熔融炉体高度1/6处设置进气口4，按照纯氧

与兰炭比例为1～1.8m3/kg通入纯氧与兰炭反应，实现熔池内还原性气氛下低  NOx清洁燃

烧；熔融炉中上部处设置燃尽风喷口2燃烧消耗不完全产物，并使炉温均匀保持在1400～

1500℃。

[0029] 熔融池5起到高温蓄热体作用，将落入池内的成型垃圾飞灰熔融固化，并分解二噁

英，实现飞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0030] 本实用新型对飞灰兰炭混合物进入高炉中处理计算如下：

[0031] 根据兰炭工业分析可知,固定碳含量高(80 .4％)灰分(11 .57％)及挥发分

(7.99％)  含量低，热值高(26.87MJ.kg)，硫含量仅为0.36％，相较于其他烟煤或无烟煤是

一种清洁燃料，因此燃烧产物中NOx与SO2量远低于部分煤种。在高温熔融炉中，兰炭在高温

下与通入的纯氧反应产生CO(反应式1)，还原性气氛不仅将熔融重金属解毒无害化处理，同

时将生成NOx还原为N2。因兰炭固定碳含量极高，假设兰炭中仅有固定碳与O2氧化反应，其他

成分忽略不计，则1kg兰炭所含0.8kg  C要生成纯CO需要O2质量约为1.1kg，对应常温下O2体

积为0.81m3(常压下20℃时O2密度为1.32  kg/m3)，即1kg兰炭对应O2最低消耗量为0.81m3。然

而考虑到氧气在输送过程的损失耗散，兰炭本身其他组分与氧气反应，以及工况调整的需

要，实际纯氧消耗量要远高于计算值。本实用新型按照纯氧与兰炭比例为1～1.8m3/kg通入

纯氧。

[0032] C+0.5O2→CO        (1)

[0033] 本实用新型利用兰炭作为高温熔融炉飞灰处理原料。兰炭是无粘性或弱黏性的高

挥发分烟煤低温下干馏热解得到的挥发分较低的炭质产品。兰炭具有挥发性低  (<7％)、含

硫低(<0.5％)、灰分低(<10％)、发热量高(>25MJ)等特点。作为一种环保燃料，兰炭NOx及

SO2排放量均低于烟煤和部分无烟煤。同时，兰炭价格低廉，相较于高温熔融炉所用燃油天

然气有竞争优势。本实用新型通过合理设计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装置，利用兰炭与飞灰混

合不完全燃烧产生还原性气氛，实现重金属还原与NOx和SO2排放降低，降低建设运行成本，

达到飞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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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实用新型一种利用兰炭无害化处理垃圾飞灰方法，具体如下：

[0035] 垃圾焚烧厂产生的垃圾飞灰，在搅拌机内与兰炭按一定比例混合并处理成型，由

熔融炉3顶部落入底部熔融池5，在重力作用下深入熔融池5内部进行熔融固化，实现重金属

还原与二噁英分解；熔融炉3按照纯氧与兰炭比例为1～1.8m3/kg通入纯氧与兰炭反应；炉

内采用分级配风技术，在熔融炉3炉体高度1/6处设置进气口4  通入大部分纯氧至半熔融

层，实现熔池内还原性气氛低NOx清洁燃烧；剩余纯氧经燃尽风喷口2通入熔融炉上部，氧化

消除CO避免有毒气体扩散逸出，同时使炉温均匀保持在1400～1500℃；熔融池5起到高温蓄

热体作用，将落入池内的成型垃圾飞灰熔融固化，并分解二噁英，实现飞灰无害化、资源化、

减量化处理。熔融池5中飞灰熔渣可分为密度较低半熔融层(主要成分SiO2、Al2O3、CaO、新掉

入的飞灰与兰炭等)与密度较高熔融层(Fe、Zn与Cr等)，由熔渣出口6排出便于下一步的最

终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0036] 所述熔融炉3可为表面熔融炉，旋风炉，炼铁高炉等高温设备。

[0037] 所述进气口除纯氧外也可通空气等可与兰炭进行氧化反应的气体，进气量随气氛

调整；

[0038] 所述熔渣出口6数量可根据熔融层不同进行调整，便于后续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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