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510760809.9

(22)申请日 2015.11.0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33343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2.17

(73)专利权人 广东博业热能供应有限公司

地址 511300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

增城大道69号6幢1609号

(72)发明人 刘效洲　苏晓键　刘文星　张宇　

栾殿利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献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11434

代理人 杨献智

(51)Int.Cl.

F23G 5/027(2006.01)

F23G 5/08(2006.01)

F23G 5/4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664444 A,2005.09.07,

CN 103471105 A,2013.12.25,

CN 102192513 A,2011.09.21,

CN 104654815 A,2015.05.27,

CN 103776023 A,2014.05.07,

CN 103958968 A,2014.07.30,

CN 103868080 A,2014.06.18,

JP 4096509 B2,2008.06.04,

US 8528490 B1,2013.09.10,

审查员 苑立君

 

(54)发明名称

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

统，包括：流化床气化炉和焚烧炉，其中，流化床

气化炉包括：设置于流化床炉体顶壁的气化气出

口、设置于流化床炉体底部的一次进风口、以及

一级垃圾入口和一级辅助燃料入口，其中，流化

床炉体的内部由布风板分隔为气化室及风室；焚

烧炉包括：设置于焚烧炉本体顶壁的二级垃圾和

二级辅助燃料投料口、设置于焚烧炉本体侧壁的

高温烟气出口、设置于焚烧炉本体内部的第一燃

烧喷管、设置于焚烧炉本体底壁的二次进风口；

其中，流化床炉体的气化气出口通过管道与第一

燃烧喷管连通，从而将气化室内的一级垃圾和一

级辅助燃料生成的气化气输送至焚烧炉内，以在

二级辅助燃料的辅助下高温焚烧来自二级投料

口的二级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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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包括：用于一级高温气化垃圾的流化床气化炉和

用于二级高温焚烧垃圾的焚烧炉，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化床气化炉包括：流化床炉体、设置于所述流化床炉体顶壁的气化气出口、一次

进风口、以及用于向所述流化床炉体内投放一级垃圾的一级垃圾入口和用于向所述流化床

炉体内投放一级辅助燃料的一级辅助燃料入口，其中，所述流化床炉体的内部由布风板分

隔为位于中上部的气化室以及位于下部的风室，所述一次进风口设置于所述风室的侧壁

上，所述一级垃圾入口与所述一级辅助燃料入口设置在所述气化室相对的侧面上；

所述焚烧炉包括：焚烧炉本体、设置于所述焚烧炉本体顶壁的用于向所述焚烧炉内投

放二级垃圾和二级辅助燃料的二级投料口、设置于所述焚烧炉本体侧壁的高温烟气出口、

设置于所述焚烧炉本体内部的第一燃烧喷管和第二燃烧喷管、设置于所述焚烧炉本体底壁

的二次进风口；所述二级垃圾和所述二级辅助燃料经过充分混合后输送至所述二级投料

口；所述第一燃烧喷管在所述焚烧炉的中下部位置横向设置于所述焚烧炉内，并且所述第

一燃烧喷管包括若干个喷孔；所述第二燃烧喷管与所述流化床炉体的所述气化气出口通过

管道连通，所述第二燃烧喷管在所述第一燃烧喷管下方横向设置于所述焚烧炉内，并且所

述第二燃烧喷管包括若干个喷孔，所述第一燃烧喷管和所述第二燃烧喷管在所述焚烧炉内

的延伸长度等于所述焚烧炉内径的六分之五；

其中，所述流化床炉体的所述气化气出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第一燃烧喷管连通，从而将

所述气化室内的一级垃圾和一级辅助燃料生成的气化气输送至所述焚烧炉内，以在二级辅

助燃料的辅助下高温焚烧来自所述二级投料口的二级垃圾；所述一级垃圾为生活垃圾，所

述一级辅助燃料为煤粉，所述二级垃圾为医疗垃圾，所述二级辅助燃料为石油焦颗粒，所述

一级垃圾与所述一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设为4:1，所述二级垃圾与所述二级辅助燃料

的投料质量比设为7:1；

所述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进一步包括高温换热器，所述高温换热器包括外壳、

将所述外壳内部空间分隔为逆向平行的烟气流路和流体流路的中隔板、以及穿设在所述中

隔板中的若干热管，其中，所述热管的蒸发端延伸于所述烟气流路中，所述热管的冷凝端延

伸于所述流体流路中，来自于所述焚烧炉的所述高温烟气出口的烟气通过烟气管道经由所

述高温换热器的高温烟气入口进入所述烟气流路，烟气放热后经所述高温换热器的低温烟

气出口排出；来自于外部的空气通过管线经由所述高温换热器的冷空气入口进入所述流体

流路，空气预热后经所述高温换热器的热空气出口输送至所述一次进风口和/或所述二次

进风口。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温换热器的热

管内的工质为液态钠或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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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处理系统，特别涉及一种垃圾高温焚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垃圾的产量也急剧的上

升。目前垃圾的普遍处理方法有焚烧、填埋和生物法等几种。垃圾填埋法需要建设大面积的

填埋场并需要处理渗滤液，投资较大。垃圾生物法是将生活垃圾进行发酵处理，工艺复杂，

设备性能要求高，而且具有局限性。垃圾焚烧法是利用垃圾中的可燃成分燃烧气化分解垃

圾，是较为高效廉价的处理垃圾方式，被国内外发达国家广泛使用。

[0003] 由于垃圾的热值较低，因此目前广泛采用的垃圾焚烧炉能够达到的温度往往不超

过800摄氏度，处于此温度区段的垃圾燃烧将产生大量的二恶英和呋喃，同时气体燃烧也不

完全，焚烧烟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因此对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较为严重。

[0004] 如中国专利公开第101201167号揭示的一种垃圾气化及飞灰高温熔融处理装置，

包括流化床气化炉、给料器、布风板、滚筒冷渣器、燃烧器、燃烧室、熔渣池、水冷壁、燃尽室、

喷口、汽包、过热器、省煤器、空气预热器、烟道和旋转二次风口，汽包设置在燃尽室的顶部，

流化床气化炉的侧壁上设有给料器，流化床气化炉的内腔下部设有布风板，布风板的下部

设有滚筒冷渣器，流化床气化炉的上部与旋风炉相通，旋风炉的顶部设有燃烧器，旋风炉的

下部与熔渣池相通，熔渣池的底部开有金属出口，熔渣池的侧壁设有熔渣排出口，旋风炉的

出口与燃尽室的进口相通，燃尽室的进口处设有水冷壁，燃尽室内下部设有旋转二次风口，

燃尽室内上部设有喷口，燃尽室上部与烟道相通，烟道内从上至下依次设有过热器、省煤器

和空气预热器。然而，该垃圾气化及飞灰高温熔融处理装置存在以下缺点或不足：(1)、垃圾

气化后的气化气热值低，为避免产生大量的二恶英和呋喃，其采用旋风炉在煤粉助燃下高

温燃烧，这使得设备的制造成本较高，而且采用优质的煤粉助燃不但导致垃圾处理成本较

高，而且也造成了能源的浪费；(2)、仅能在流化床气化炉一处进行垃圾投料，使得垃圾处理

效率低。

[0005] 又如中国专利公开第104006389号揭示的一种垃圾热解气化焚烧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垃圾经过预干燥后进入热解气化炉内；空气从热解气化炉的顶部和底部进入炉内；垃

圾在热解气化炉内下降过程中热解、气化，产生的可燃性气体从气化炉中部被引出；残留碳

在气化炉内继续下移，并和底部进入的空气发生气化反应，产生的可燃性气体从气化炉中

部被引出，产生的炉灰从气化炉底部的排灰口排出；可燃气体与空气换热后进入燃烧室燃

烧。然而，该垃圾热解气化焚烧方法存在以下缺点或不足：(1)、垃圾气化后的气化气本来热

值就低，在与空气进行换热后温度更低，导致燃烧室内燃烧温度低，这将产生大量的二恶英

和呋喃，造成环境污染；(2)、仅能在流化床气化炉一处进行垃圾投料，使得垃圾处理效率

低。

[0006] 因此，提供一种能够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避免造成环境污染的垃圾高温气化焚烧

系统成为业内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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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其能够充分提高垃圾处理

效率，实现高温焚烧，避免产生二恶英和呋喃，并且节能环保。

[0008] 根据本发明的方案，提供一种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包括：用于一级高温气

化垃圾的流化床气化炉和用于二级高温焚烧垃圾的焚烧炉，其中，流化床气化炉包括：流化

床炉体、设置于流化床炉体顶壁的气化气出口、设置于流化床炉体底部的一次进风口、以及

间隔设置于流化床炉体侧壁的用于向流化床炉体内投放一级垃圾的一级垃圾入口和用于

向流化床炉体内投放一级辅助燃料的一级辅助燃料入口，其中，流化床炉体的内部由布风

板分隔为位于中上部的气化室以及位于下部的风室，一级垃圾入口和一级辅助燃料入口设

置于气化室的侧壁上，一次进风口设置于风室的侧壁上；焚烧炉包括：焚烧炉本体、设置于

焚烧炉本体顶壁的用于向焚烧炉内投放二级垃圾和二级辅助燃料的二级投料口、设置于焚

烧炉本体侧壁的高温烟气出口、设置于焚烧炉本体内部的第一燃烧喷管、设置于焚烧炉本

体底壁的二次进风口；其中，流化床炉体的气化气出口通过管道与第一燃烧喷管连通，从而

将气化室内的一级垃圾和一级辅助燃料生成的气化气输送至焚烧炉内，以在二级辅助燃料

的辅助下高温焚烧来自二级投料口的二级垃圾。

[0009] 可选择地，焚烧炉可以包括与流化床炉体的气化气出口通过管道连通的第二燃烧

喷管，第二燃烧喷管在第一燃烧喷管下方横向设置于焚烧炉内，并且第二燃烧喷管包括若

干个喷孔。

[0010] 可选择地，第一燃烧喷管和/或第二燃烧喷管在焚烧炉内的延伸长度大于等于焚

烧炉内径的二分之一，比如略小于焚烧炉的内径，即，第一燃烧喷管和/或第二燃烧喷管从

一侧向另一侧延伸，第一燃烧喷管和/或第二燃烧喷管的末端邻近所述焚烧炉的内壁。

[0011] 可选择地，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进一步包括高温换热器，高温换热器包括

外壳、将外壳内部空间分隔为逆向平行的烟气流路和流体流路的中隔板、以及穿设在中隔

板中的若干热管，其中，热管的蒸发端延伸于烟气流路中，热管的冷凝端延伸于流体流路

中，来自于焚烧炉的高温烟气出口的烟气通过烟气管道经由高温换热器的高温烟气入口进

入烟气流路，烟气放热后经高温换热器的低温烟气出口排出；来自于外部的空气通过管线

经由高温换热器的冷空气入口进入流体流路，空气预热后经高温换热器的热空气出口输送

至一次进风口和/或二次进风口。

[0012] 优选地，高温换热器的热管内的工质为适用于1000摄氏度左右工况的液态钠或钾

等工质。

[0013] 可选择地，一级垃圾入口与一级辅助燃料入口设置在流化床气化炉气化室相对的

的侧面上。

[0014] 可选择地，二级投料口设置于焚烧炉的顶部。

[0015] 优选地，二级垃圾和二级辅助燃料经过充分混合后输送至二级投料口。

[0016] 可选择地，一级辅助燃料为生物质料，二级辅助燃料为石油焦颗粒。

[0017] 可选择地，一级辅助燃料可以为其他为便于气化的燃料，比如煤粉、轻烃燃料或醇

基燃料等。

[0018] 可选择地，二级辅助燃料可以为其他便于焚烧的燃料，比如煤粉等。

[0019] 可选择地，一级垃圾与一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设定为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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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可选择地，二级垃圾与二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设定为5～10:1。

[0021] 可选择地，第一燃烧喷管在焚烧炉的中下部位置横向设置于焚烧炉内，并且第一

燃烧喷管包括若干个喷孔。

[0022] 可选择地，一级垃圾入口投入的一级垃圾为比如生活垃圾、建筑装饰垃圾或轻工

业垃圾等便于气化的垃圾。

[0023] 可选择地，二级投料口投入的二级垃圾为医疗垃圾、生活垃圾、汽车垃圾或轻工业

垃圾等便于焚烧的垃圾。

[0024] 可选择地，一级垃圾和二级垃圾可以为相同的垃圾，比如均为生活垃圾；一级辅助

燃料和二级辅助燃料可以为相同的燃料，比如均为生物质料。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1)、流化床气化炉进行一级垃圾高温气化后产生的高热值

高温气化气直接用于焚烧炉进行二级垃圾高温焚烧，能够避免产生二恶英和呋喃等有害气

体，更加环保；(2)、采用气化和焚烧两级处理垃圾的方式，可以选择性地大量高效的处理各

类垃圾；(3)、在两级垃圾处理过程中均加入了辅助燃料，使得气化气的热值增加，有利于进

行高温燃烧；(4)、采用高温换热器收集垃圾气化和燃烧产生的热量供应垃圾二级高温气化

焚烧系统运转，利用处理垃圾产生的热量循环处理垃圾，减少处理垃圾使用的辅助燃料，避

免了能源的浪费，降低了垃圾处理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26] 图1示出了本发明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请参照图1，根据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垃圾二级高温气化焚烧系统包括：流化

床气化炉100、焚烧炉200以及高温换热器300。

[0028] 其中，流化床气化炉100包括：流化床炉体110、设置于流化床炉体顶壁的气化气出

口120、设置于流化床炉体110底部的一次进风口130、以及设置于流化床炉体110侧壁的一

级垃圾入口140和一级辅助燃料入口150。一级垃圾入口140用于向流化床炉体110内投放一

级垃圾，在该非限制性实施方式中，一级垃圾为生活垃圾。一级辅助燃料入口150用于向流

化床炉体110内投放一级辅助燃料，在该非限制性实施方式中，一级辅助燃料为生物质料。

流化床炉体110的内部由布风板160分隔为位于中上部的气化室170以及位于下部的风室

180，其中，一级垃圾入口140和一级辅助燃料入口150相对设置于气化室170两侧。

[0029] 焚烧炉200包括：焚烧炉本体210、设置于焚烧炉本体210顶壁的二级投料口220、设

置于焚烧炉本体210侧壁的高温烟气出口230、设置于焚烧炉本体210内部的第一燃烧喷管

240、设置于焚烧炉本体210内部且位于第一燃烧喷管240下方的第二燃烧喷管250、以及设

置于焚烧炉本体210底壁的二次进风口260。二级投料口220向焚烧炉200内投放二级垃圾和

二级辅助燃料，在该非限制性实施方式中，二级垃圾为医疗垃圾，二级辅助燃料为石油焦颗

粒。

[0030] 其中，流化床炉体110的气化气出口120通过管道与焚烧炉200的第一燃烧喷管240

和第二燃烧喷管250连通，将气化室170内的一级垃圾和一级辅助燃料生成的气化气输送至

焚烧炉200内，在二级辅助燃料的辅助下以约1200摄氏度的高温焚烧来自二级投料口22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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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垃圾，以避免烟气中产生二恶英和呋喃等有害物质。

[0031] 在该非限制性实施方式中，焚烧炉200的第一燃烧喷管240横向设置于焚烧炉200

内的中下部位置，其中，第一燃烧喷管240包括若干个喷孔241。焚烧炉200内部的第二燃烧

喷管250在第一燃烧喷管240下方横向设置于焚烧炉200内，第二燃烧喷管250包括若干个喷

孔251。

[0032] 在该非限制性实施方式中，第一燃烧喷管240和第二燃烧喷管250在焚烧炉200内

的延伸长度约等于焚烧炉200内径的六分之五。

[0033] 高温换热器300包括外壳(图未示)、中隔板(图未示)、以及穿设在中隔板中的若干

热管(图未示)，中隔板将外壳内部空间分隔为逆向平行的烟气流路和流体流路，其中，热管

的蒸发端延伸于烟气流路中。热管的冷凝端延伸于流体流路中，热管内装有工质。其中，高

温换热器300的热管内的工质为液态钠。

[0034] 运行过程中，来自于焚烧炉200的高温烟气出口230的约1100摄氏度的烟气通过烟

气管道经由高温换热器300的高温烟气入口340进入烟气流路，烟气放热后经高温换热器

300的低温烟气出口370排出外部，来自于风机600的室温空气通过管线经由高温换热器300

的冷空气入口380进入流体流路，空气预热成约900摄氏度的热空气后经高温换热器300的

热空气出口390通过管线输送至一次进风口130，以充分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为流化床

气化炉100提供用于气化反应的热空气，使得流化床气化炉100在约800摄氏度温度条件下

进行气化反应，生成高温气化气。同时，空气预热后通过管线输送至二次进风口260，以充分

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为焚烧炉200提供用于助燃的热空气，使得焚烧炉在约1200摄氏

度温度条件下焚烧垃圾，以避免烟气中产生二恶英和呋喃等有害物质。

[0035] 在该非限制性实施方式中，一级垃圾与一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设为4:1，二级

垃圾与二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设为7:1。

[0036] 尽管在此已详细描述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这

里详细描述和示出的具体结构，在不偏离本发明的实质和范围的情况下可由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实现其它的变型和变体。例如，焚烧炉可以仅采用一个燃烧喷管，或者，高温换热器采

用诸如表面换热器之类的其它类型换热器，或者，一级辅助燃料和二级辅助燃料可以根据

处理垃圾类型选用其他燃料。此外，系统中一级垃圾与一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和二级

垃圾与二级辅助燃料的投料质量比可以根据具体使用条件在本发明所公开的范围内适当

选取。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5333439 B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5333439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