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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

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包括炉体和设于炉体上

的炉盖，所述炉体上设有进料口、排料口和排渣

口，所述炉盖顶部设有水冷夹套，所述水冷夹套

的下端伸入炉体内，其内部设有等离子火炬发生

器，所述等离子火炬发生器包括等离子火炬阴极

和等离子火炬阳极，且其上端伸出水冷夹套外，

所述炉体底部设有底阳极，所述等离子火炬阳极

串联连接有断路器，且其与底阳极并联连接。本

发明通过非转移弧起弧，并结合转移弧熔融非金

属物料，简化了起弧方式、提高了起弧的效率，且

该装置能够连续进料和排料，提高了该装置的运

行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大量能源，而且

对环境无污染，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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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包括炉体和设于炉体上的炉

盖，所述炉体上设有进料口、排料口和排渣口，其特征在于：所述炉盖顶部设有水冷夹套，所

述水冷夹套的下端伸入炉体内，其内部设有等离子火炬发生器，所述等离子火炬发生器包

括等离子火炬阴极和等离子火炬阳极，且其上端伸出水冷夹套外，所述炉体底部设有底阳

极，所述等离子火炬阳极串联连接有断路器，且其与底阳极并联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冷夹套上设有第一进水口、第一出水口和进风口，所述进风口的一端伸入水冷夹套

和等离子火炬发生器的间隙之间，其另一端伸出水冷夹套外。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阳极的内部为空腔，在所述空腔内设有水冷组件。

4.如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水冷组件包括隔板，所述隔板将空腔分隔为进水冷却腔和回收冷却腔。

5.如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进水冷却腔连接有第二进水口，所述回水冷却腔连接有第二出水口。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炉体和炉盖的壁面由外至内依次包括碳钢层、保温层和耐热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碳钢层由碳钢板制成，所述保温层采用轻质保温浇筑料进行浇筑制成，所述耐热层采

用刚玉莫来石耐火浇注料进行浇筑制成。

8.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排渣口设于炉体的底部一侧，所述排渣口采用堵头进行封堵。

9.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炉盖上设有吊耳。

10.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炉体的外表面设有至少1个测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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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等离子体应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

属物料熔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业生产过程排放的危险废物日益增多。据估计，全世界每年的

危险废物产生量为3.3亿吨。危险废物对环境带来了严重污染和潜在的严重影响。危险废弃

物的非金属物料种类繁多，处理方式不同于一般物料。现有的非金属物料的熔融装置有冲

热工窑炉、电炉、等离子火炬、电弧炉。

[0003] 热工窑炉通过煤或燃气的燃烧产生的热量来熔化非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多为绝

缘体，其吸收热量慢，能源浪费严重，且采用热工窑炉熔融非金属物料会排出大量污染气

体，危害环境。电炉热效率较低，且不能到达很高的温度，不适用于熔点较高的材料。电弧炉

通常用于非金属物料的熔融，但是其起弧过程繁琐需要导电块或者空炉方式进行起弧，且

需要间歇性运行。等离子火炬虽然不受起弧限制，但是运行过程需要大量气体介质，导致热

效率较低。

[0004] 因此，亟需提供一种针对危险废弃的非金属物料的熔融装置，从而解决电弧炉起

弧问题以及等离子火炬运行效率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起弧简单、运行效率

高，且能够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

属物料熔融装置，包括炉体和设于炉体上的炉盖，所述炉体上设有进料口、排料口和排渣

口，所述炉盖顶部设有水冷夹套，所述水冷夹套的下端伸入炉体内，其内部设有等离子火炬

发生器，所述等离子火炬发生器包括等离子火炬阴极和等离子火炬阳极，且其上端伸出水

冷夹套外，所述炉体底部设有底阳极，所述等离子火炬阳极串联连接有断路器，且其与底阳

极并联连接。

[0007] 通过等离子火炬发生器的等离子火炬阴极和等离子火炬阳极形成非转移弧，产生

高温等离子体火焰对非金属物料进行加热，再通过等离子火炬阴极与底阳极之间形成的转

移弧使非金属物料熔融，提高了非金属物料熔融的运行效率，降低了起弧时气体的使用量，

提高了热效率，降低了加工成本。该非转移弧的起弧方式简单，不受非金属物料

进一步，所述水冷夹套上设有第一进水口、第一出水口和进风口，所述进风口的一端伸

入水冷夹套和等离子火炬发生器的间隙之间，其另一端伸出水冷夹套外。

[0008] 进一步，所述底阳极的内部为空腔，在所述空腔内设有水冷组件。

[0009] 通过设有水冷夹套和水冷组件，降低了炉体内释放的热量对等离子火炬阴极、等

离子火炬阳极和底阳极的损害，延长了等离子火炬阴极、等离子火炬阳极和底阳极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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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

[0010] 进一步，所述水冷组件包括隔板，所述隔板将空腔分隔为进水冷却腔和回收冷却

腔。

[0011] 进一步，所述进水冷却腔连接有第二进水口，所述回水冷却腔连接有第二出水口。

[0012] 进一步，所述炉体和炉盖的壁面由外至内依次包括碳钢层、保温层和耐热层。

[0013] 进一步，所述碳钢层由碳钢板制成，所述保温层采用轻质保温浇筑料进行浇筑制

成，所述耐热层采用刚玉莫来石耐火浇注料进行浇筑制成。

[0014] 进一步，所述排渣口设于炉体的底部一侧，所述排渣口采用堵头进行封堵。

[0015] 进一步，所述炉盖上设有吊耳。

[0016] 优选地，所述炉盖上设有一对吊耳。

[0017] 进一步，所述炉体的外表面设有至少1个测温点，至少1个可以为1个、2个、3个或更

多个。

[0018] 优选地，所述炉体的外表面从上至下对称设有6个测温点。

[0019] 本发明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通过设有等离子火炬发生器和炉体底部的底阳极，利用等离子火炬阳极和等离

子火炬阴极形成的非转移弧起弧，能够迅速形成等离子体火焰对非金属物料进行加热，简

化了起弧方式、提高了起弧的效率；加热后的非金属物料熔融后，切断等离子火炬阴极与等

离子火炬阳极的电流回路，利用等离子火炬阴极与底阳极之间形成转移弧使非金属物料熔

融，降低了非金属物料在熔融过程中等离子火炬发生器中气体的使用量，提高了热效率；且

该装置能够连续进料和排料，提高了该装置的运行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大量能

源，而且对环境无污染，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的结构示意

图；

图2—为图1中熔融装置的剖面图；

图3—为图1中熔融装置的俯视图。

[0021] 上述附图标记：1-炉体，2-炉盖，3-进料口，4-排料口，5-水冷夹套，51-第一进水

口，52-第一出水口，53-进风口，6-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1-等离子火炬阳极，7-底阳极，71-

空腔，72-隔板，73-第二进水口，74-第二出水口，8-排渣口，9-吊耳，10-测温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这些具体实施方案不以任何方

式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参见图1-3，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包括炉体1和设

于炉体1上的炉盖2，所述炉体1上设有进料口3、排料口4和排渣口8，所述炉盖2顶部设有水

冷夹套5，所述水冷夹套5的下端伸入炉体1内，其内部设有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所述水冷夹

套5上设有第一进水口51、第一出水口52和进风口53，所述进风口53的一端伸入水冷夹套5

和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的间隙之间，其另一端伸出水冷夹套5外，所述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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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等离子火炬阴极和等离子火炬阳极61，且其上端伸出水冷夹套5外，所述炉体1底部设有

底阳极7，底阳极7采用纯铜制成，所述等离子火炬阳极61用电缆串联连接有断路器，且其与

底阳极7并联连接。

[0024] 在本发明中，先通过等离子火炬阳极61和等离子火炬阴极形成非转移弧，弧根落

点位于等离子火炬阳极61上，相比于电弧炉熔融非金属物料，该非转移弧的起弧方式更简

单、不受非金属物料不导电的影响且热效率高；利用非转移弧形成的高温等离子体火焰对

非金属物料进行加热，使非金属物料中心处够被迅速熔化成熔融状态而导电，提高了非金

属物料熔融的效率；熔融后的非金属物料呈导电状态，切断断路器使等离子火炬阳极61和

等离子火炬阴极形成的回路断开，使等离子火炬阴极、导电熔融物和底阳极7形成回路，此

时以等离子火炬阴极和底阳极7之间形成的转移弧方式工作，该转移弧的弧根落于熔融物

上，且当等离子火炬阴极、导电熔融物和底阳极7形成的回路的电流通过熔融物时，熔融物

电阻会产生热量，对非金属物料进行熔融，提高了热量的利用效率，降低了等离子火炬发生

器6中气体的使用量，从而减少了该装置的运行成本，提高了运行效率。

[0025] 在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外设有水冷夹套5，通过冷却水的水路循环降低等离子火炬

阳极61和等离子火炬阴极的温度，从而降低了等离子火炬阳极61和等离子火炬阴极的氧化

烧蚀程度，延长了其使用寿命，降低了该装置的使用和维修成本；且由于水冷夹套5和等离

子火炬发生器6之间存在间隙，炉体1内上升的热量会散发至间隙之间，通过进风口53将密

封风输送至该间隙之间，避免了间隙之间的热量对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的损害，进一步降低

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的温度，延长其使用寿命。

[0026] 所述底阳极7的内部为空腔71，在所述空腔71内设有水冷组件，所述水冷组件包括

隔板72，所述隔板72将空腔71分隔为进水冷却腔和回收冷却腔，所述进水冷却腔连接有第

二进水口73，所述回水冷却腔连接有第二出水口74，通过设有水冷组件，在水冷组件内形成

循环水路，降低了炉体1内释放的热量对底阳极7的损害，延长了底阳极7的使用寿命。

[0027] 所述炉体1和炉盖2的壁面由外至内依次包括碳钢层、保温层和耐热层，所述碳钢

层由10mm以上的碳钢板制成，所述保温层采用100mm以上的轻质保温浇筑料进行浇筑制成，

所述耐热层采用100mm以上的刚玉莫来石耐火浇注料进行浇筑制成。

[0028] 耐热层主要其耐高温作用，最高耐温可达1700℃，避免了炉内高温对炉体1的损

伤；保温层主要起保温隔热的作用，既能防止炉内的温度过多的散失，又能使本发明的熔融

装置的最外层不会太烫，防止烫伤操作人员

所述排渣口8设于炉体1的底部一侧，所述排渣口8采用堵头进行封堵，堵头采用刚玉莫

来石耐火浇注料进行浇筑制成，在进行炉体1检修或者停炉时将堵头拉出后将熔融物排出，

实现炉体1内部的排空。

[0029] 所述炉盖2上设有一对吊耳9，便于打开炉盖2；所述炉体1的外表面设有所述炉体1

的外表面从上至下对称设有6个测温点10，具体为炉体1的正面设有3个测温点10，与炉体1

正面相对的一侧面对称设有3个测温点10，用于监测炉内不同位置的温度。

[0030] 本发明一种连续进料及排料的等离子非金属物料熔融装置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方

法：本发明工作时，非金属物料通过进料口3送入炉体1内，物料堆积在炉体1底部，启动等离

子火炬发生器6电源，等离子火炬发生器6产生高温等离子体，对非金属物料进行加热，由于

非金属物料处于不导电状态，等离子火炬阳极61与等离子火炬阴极形成回路，底阳极7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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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此时以非转移弧形式工作；

当非金属物料不断熔融后在炉体1内部形成熔池，熔融物是导电状态，此时底阳极7与

其直接接触的熔融物导通，切断与等离子火炬阳极61串联的断路器，等离子火炬阴极、导电

熔融物和底电极形成回路，此时以转移弧形式工作；

随着非金属物料的不断进料，非金属物料逐渐熔化，熔池不断扩大，逐渐使熔池的液面

抬高，当到达排料口4时，熔融物料从排料口4排出，实现物料连续进料、熔融物连续排料的

过程。

[0031] 需要另行说明的是，本文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等来描述各种元件，但是这些元

件不应受这些术语的限制。这些术语仅用于将一个元件和另一个元件区分开。

[003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 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

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 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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