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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系

统及方法，属于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领域。该系统

包括包括破碎机、干燥机、干馏机、推料器、第一

燃烧器、第一燃烧风机、净化器、水浴式气化器、

水池、喷淋塔、喷淋水泵、引风机、烟囱、渣坑、捞

渣机、第二燃烧器、第二燃烧风机等结构。本发明

将生活垃圾投入干馏机内，在中温绝氧的条件下

反应，使有机物裂解成可燃性混合气体、固定碳

和灰分，可燃气体经过净化后进入燃烧器完全燃

烧，产生的热量用于干燥机和干馏机加热生活垃

圾，干燥机产生的废气经喷淋塔降温除尘后，经

引风机至烟囱达标排放。通过本系统进行生活垃

圾热解炭化处理，不产生二噁英，可实现无害化、

减量化、资源化和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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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破碎机（1）、干燥机（2）、干

馏机（3）、推料器（4）、第一燃烧器（5）、第一燃烧风机（6）、净化器（7）、水浴式气化器（8）、水

池（9）、喷淋塔（10）、喷淋水泵（11）、引风机（12）、烟囱（13）、渣坑（14）、捞渣机（15）、第二燃

烧器（16）、第二燃烧风机（17）；

破碎机（1）的垃圾出口与干燥机（2）的垃圾入口相连；

干燥机（2）的垃圾出口与推料器（4）的垃圾入口相连；

推料器（4）的垃圾出口与干馏机（3）的垃圾入口相连；

干馏机（3）的生物炭出口与渣坑（14）的生物炭入口相连；

干馏机（3）的热解可燃气出口与净化器（7）的可燃气入口相连；

净化器（7）的可燃气出口分别与第一燃烧器（5）、第二燃烧器（16）的可燃气入口相连；

水浴式气化器（8）的液化石油气出口分别与第一燃烧器（5）、第二燃烧器（16）的液化石

油气入口相连；

第一燃烧器（5）与干馏机（3）相连；

第二燃烧器（16）与干燥机（2）相连；

第一燃烧风机（6）与第一燃烧器（5）相连；

第二燃烧风机（17）与第二燃烧器（16）相连；

干馏机（3）的废气出口与干燥机（2）的废气入口相连；

干燥机（2）的废气出口与喷淋塔（10）的废气入口相连；

喷淋塔（10）的废气出口与引风机（12）的废气入口相连；引风机（12）的废气出口和烟囱

（13）的废气入口相连；

喷淋塔（10）的出水口与水池（9）的入水口相连，水池（9）的出水口与喷淋水泵（11）的入

水口相连；喷淋水泵（11）的出水口与喷淋塔（10）的喷头相连；

水池（9）的出水口与渣坑（14）的补水口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渣坑（14）内

设有捞渣机（15），渣坑（14）的生物炭入口设于捞渣机（15）的正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其特征在于：捞渣机（15）为

链板式刮板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其特征在于：第一燃烧风机

（6）和第二燃烧风机（17）均为离心式送风机。

5.一种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生活垃圾绝氧

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破碎：生活垃圾依次放入破碎机破碎；

步骤S2，干燥：破碎后含水率为40%~50%的生活垃圾进入干燥机，通过第二燃烧器间接

加热，控制干燥机内温度在80~120℃，干燥至含水率为17~23%；

步骤S3，干馏：干燥后的生活垃圾通过推料器进入干馏机，通过第一燃烧器间接加热，

控制干馏机内温度在500~700℃，在绝氧条件下，生活垃圾裂解生成可燃性混合气体及固定

碳和灰分；

步骤S4，废气净化：干馏机产生的废气通过管道进入干燥机换热后，与干燥机产生废气

一起经过喷淋塔用水喷淋除尘后，达到国家标准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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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后》，经过引风机、烟囱排放；

步骤S5，热解气回收利用：干馏机热解生成的可燃性气体经过净化器净化后，回喷至第

一燃烧器和第二燃烧器燃烧；

步骤S6，固定碳和灰分的利用：干馏机热解产生的固定碳和灰分进入渣坑经水冷却后，

通过捞渣机捞出作为生物炭用于园林绿化和土壤改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生活垃圾破碎至尺

寸不超过50mm×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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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及

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利用热解炭化工艺把生活垃圾资源化产生能够改良土壤的生物炭的处

置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城市生活垃圾是我国城市当前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如何对它进行有效

的处理，已成为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焦点。生活垃圾不仅仅是一种废弃物，垃圾里的有机物质

也是一种主要的可再生资源。垃圾的处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环境问题，同样也是资源再利

用问题。

[0003]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主要包括填埋、焚烧、堆肥三种。在垃圾处理的

这些方法中，填埋处置操作简单、适应性广，但浪费土地资源，而且存在潜在的二次污染，也

达不到生活垃圾减容减量效果；堆肥处理周期长，处理量小，产品难销；当前，焚烧已成为我

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的一种主要方法，焚烧处理一般选择使用炉排炉或者循环流化床炉，

这类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投资大、运行成本高等特点，由于是过氧燃烧，燃烧过程中易生

成大量酸性气体、二噁英类等污染物，且烟气中含有较多的飞灰，易对整个环境造成二次污

染。因此如何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是目前生活垃圾处理技术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系统

及方法。该处置系统占地面积小，通过绝氧热解炭化的方法处置，可以杜绝二噁英类物质的

产生，实现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产业化，并产生生物炭用于土壤改良。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破碎机、干燥机、干馏机、推料

器、第一燃烧器、第一燃烧风机、净化器、水浴式气化器、水池、喷淋塔、喷淋水泵、引风机、烟

囱、渣坑、捞渣机、第二燃烧器、第二燃烧风机；

破碎机的垃圾出口与干燥机的垃圾入口相连；

干燥机的垃圾出口与推料器的垃圾入口相连；

推料器的垃圾出口与干馏机的垃圾入口相连；

干馏机的生物炭出口与渣坑的生物炭入口相连；

干馏机的热解可燃气出口与净化器的可燃气入口相连；

净化器的可燃气出口分别与第一燃烧器、第二燃烧器的可燃气入口相连；

水浴式气化器的液化石油气出口分别与第一燃烧器、第二燃烧器的液化石油气入口相

连；

第一燃烧器与干馏机相连；

第二燃烧器与干燥机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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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燃烧风机与第一燃烧器相连；

第二燃烧风机与第二燃烧器相连；

干馏机的废气出口与干燥机的废气入口相连；

干燥机的废气出口与喷淋塔的废气入口相连；

喷淋塔的废气出口与引风机的废气入口相连；引风机的废气出口和烟囱的废气入口相

连；

喷淋塔的出水口与水池的入水口相连，水池的出水口与喷淋水泵的入水口相连；喷淋

水泵的出水口与喷淋塔的喷头相连；

水池的出水口与渣坑的补水口相连。

[0006] 进一步，优选的是，在渣坑内设有捞渣机，渣坑的生物炭入口设于捞渣机的正上

方。

[0007] 进一步，优选的是，捞渣机为链板式刮板机。

[0008] 进一步，优选的是，第一燃烧风机和第二燃烧风机均为离心式送风机。

[0009]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该知晓本发明水池需连接水源。

[0010] 一种生活垃圾热解炭化处置方法，采用上述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包

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破碎：生活垃圾依次放入破碎机破碎；

步骤S2，干燥：破碎后含水率为40%~50%的生活垃圾进入干燥机，通过第二燃烧器间接

加热，控制干燥机内温度在80~120℃，干燥至含水率为17~23%；

步骤S3，干馏：干燥后的生活垃圾通过推料器进入干馏机，通过第一燃烧器间接加热，

控制干馏机内温度在500~700℃，在绝氧条件下，生活垃圾裂解生成可燃性混合气体及固定

碳和灰分；

步骤S4，废气净化：干馏机产生的废气通过管道进入干燥机换热后，与干燥机产生废气

一起经过喷淋塔用水喷淋除尘后，达到国家标准GB18485-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

标准后》，经过引风机、烟囱排放；

步骤S5，热解气回收利用：干馏机热解生成的可燃性气体经过净化器净化后，回喷至第

一燃烧器和第二燃烧器燃烧；

步骤S6，固定碳和灰分的利用：干馏机热解产生的固定碳和灰分进入渣坑经水冷却后，

通过捞渣机捞出作为生物炭用于园林绿化和土壤改良。

[0011] 进一步，优选的是，生活垃圾破碎至尺寸不超过50mm×50mm。

[0012]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有益效果为：

1.本发明系统设备占地面积小，乡镇生活垃圾也能适用；

2.通过本系统，生活垃圾经热解处理全部资源化利用，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3.在本系统中生活垃圾热解过程隔绝氧气，无有氧燃烧，不产生烟气，避免二次污染；

4.本系统所制得的生物炭应用前景较广，如：土壤改良、园林绿化、新型环保建材等；

5.本系统结构新颖，对热解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进行回收利用，对于喷淋水也是循环

使用，符合环保理念，易于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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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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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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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 图1是本发明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其中，1、破碎机；2、干燥机；3、干馏机；4、推料器；5、第一燃烧器；6、第一燃烧风机；7、净

化器；8、水浴式气化器；9、水池；10、喷淋塔；11、喷淋泵；12、引风机；13、烟囱；14、渣坑；15、

捞渣机；16、第二燃烧器；17、第一燃烧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16]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定本发

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技术、连接关系或条件者，按照本领域内的文献所描述的技

术、连接关系、条件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所用材料、仪器或设备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

为可以通过购买获得的常规产品。

[0017]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特意声明，这里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一

个”、“所述”和“该”也可包括复数形式。应该进一步理解的是，本发明的说明书中使用的措

辞“包括”是指存在所述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但是并不排除存在或添加

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应该理解，当我们称元

件被“连接”到另一元件时，它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元件，或者也可以存在中间元件。

[0018]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除非另有说明，“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术语“内”、

“上”、“下”等指示的方位或状态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状态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

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

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连

接”、“设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0] 本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除非另外定义，这里使用的所有术语（包括技术术

语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发明所属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的一般理解相同的意义。还应该

理解的是，诸如通用字典中定义的那些术语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与现有技术的上下文中的意

义一致的意义，并且除非像这里一样定义，不会用理想化或过于正式的含义来解释。

[0021] 本发明系统中各装置的连接方式均采用常规方法，如通过管道连接等。

[0022] 绝氧：设备内部全密封，进料口、出料口采用密封装置，系统内不供给空气。

[0023] 干馏机：在中温绝氧条件下利用热解反应处理生活垃圾的设备。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统，包括破碎机1、干燥机2、干馏机

3、推料器4、第一燃烧器5、第一燃烧风机6、净化器7、水浴式气化器8、水池9、喷淋塔10、喷淋

水泵11、引风机12、烟囱13、渣坑14、捞渣机15、第二燃烧器16、第二燃烧风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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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机1的垃圾出口与干燥机2的垃圾入口相连；

干燥机2的垃圾出口与推料器4的垃圾入口相连；

推料器4的垃圾出口与干馏机3的垃圾入口相连；

干馏机3的生物炭出口与渣坑14的生物炭入口相连；

干馏机3的热解可燃气出口与净化器7的可燃气入口相连；

净化器7的可燃气出口分别与第一燃烧器5、第二燃烧器16的可燃气入口相连；

水浴式气化器8的液化石油气出口分别与第一燃烧器5、第二燃烧器16的液化石油气入

口相连；

第一燃烧器5与干馏机3相连；

第二燃烧器16与干燥机2相连；

第一燃烧风机6与第一燃烧器5相连；

第二燃烧风机17与第二燃烧器16相连；

干馏机3的废气出口与干燥机2的废气入口相连；

干燥机2的废气出口与喷淋塔10的废气入口相连；

喷淋塔10的废气出口与引风机12的废气入口相连；引风机12的废气出口和烟囱13的废

气入口相连；

喷淋塔10的出水口与水池9的入水口相连，水池9的出水口与喷淋水泵11的入水口相

连；喷淋水泵11的出水口与喷淋塔10的喷头相连；

水池9的出水口与渣坑14的补水口相连。

[0025] 优选，在渣坑14内设有捞渣机15，渣坑14的生物炭入口设于捞渣机15的正上方。

[0026] 优选，捞渣机15为链板式刮板机；第一燃烧风机6和第二燃烧风机17均为离心式送

风机。

[0027] 一种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的处置方法，采用上述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处置系

统，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破碎：生活垃圾依次放入破碎机破碎，把原始的生活垃圾破碎至尺寸不超过

50mm×50mm（长×宽），因为进入破碎机中本身就是片状的，所以，本方法对于厚度不做限

制；

步骤S2，干燥：破碎后含水率为40%~50%的生活垃圾进入干燥机，通过第二燃烧器间接

加热，控制干燥机内温度在80~120℃，主要目的是将大部分水分蒸发并排放，干燥至含水率

为17~23%；

步骤S3，干馏：干燥后的生活垃圾通过推料器（推料器带有密封结构，该推料器为现有

市售产品）进入干馏机，通过第一燃烧器间接加热，控制干馏机内温度在500~700℃，在绝氧

条件下（干馏机内不供风，物料进出口采取密封措施），生活垃圾裂解生成可燃性混合气体

（CO、CH4、CO2、H2、水蒸气等）及固定碳和灰分；

步骤S4，废气净化：干燥机产生的废气经过喷淋塔喷淋除尘后，达到国家标准GB18485-

2014《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后》，经过引风机、烟囱排放；干馏机产生的废气通过管

道进入干燥机再次换热后，与干燥机产生废气一起排出；

步骤S5，热解气回收利用：干馏机热解生成的可燃性气体经过净化器净化后，回喷至第

一燃烧器和第二燃烧器燃烧；燃烧风机为一般的离心式送风机，主要为助燃提供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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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S6，固定碳和灰分的利用：干馏机热解产生的固定碳和灰分进入渣坑经水冷却后，

通过捞渣机捞出作为生物炭，可外售用于园林绿化和土壤改良。灰分混合在固定碳中，质量

占比为15%-20%。

[0028] 其中，喷淋塔喷淋时采用水来喷淋。

[0029] 本发明干馏机内产生的可燃气可以回用至燃烧器，且是一种清洁能源，不产生污

染物。

[0030] 本发明所涉及的技术特点如下

1.生活垃圾热解反应在绝氧环境下进行，有效抑制了二噁英的生成；

2.生活垃圾不经过燃烧就能达到减容减量化，；

3.生活垃圾产生的可燃气可回收利用，减少设备外部能源消耗；；

4.炉产生的炉渣不含有毒成分，经检测合格后可作为生物炭改善土壤。

[0031] 本发明的生活垃圾绝氧热解炭化技术，是在绝氧的条件下使生活垃圾发生热解炭

化反应，可以杜绝二噁英类物质的产生，并且具有无害化彻底、资源化充分、二次污染小等

特点，同时把生活垃圾资源化，产生生物炭，生物炭富含有机碳，约占60％~70％（肥沃黑土

的有机碳含量约为35%），具有高pH值、高碳、高多孔性和对土壤养分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特

点。生物炭施入土壤中，因其高度芳构化，使得有机碳释放缓慢，残存时间长，是一种非常有

利于提高土壤碳固定、改良土壤理化性质、缓释肥效的土壤改良剂。

[0032] 各生活垃圾处理方法对比如下表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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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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