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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生产活性炭设备技术领域，

具体是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

统。解决现有技术的回转炭化炉的尾气额外焚烧

增加燃料成本、曾加废气排放、需额外配置设备

等问题，包括燃烧室、炭化炉和固化机，燃烧室与

炭化炉的热烟气进口连接，炭化炉的炭化炉进料

口与固化机的固化机出料口连接，固化机上还设

有固化机进料口，炭化炉的尾气出口通过管路分

别接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燃烧室的荒煤气进口

以及固化机的热烟气进气口连通，旋风分离器的

出风口通过管路分别与固化机热烟气进气口以

及燃烧室的荒煤气进口连通，固化机的热解气出

口通过管路与燃烧室的荒煤气进口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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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燃烧室I（A）、炭化炉（B）

和固化机（C），燃烧室I（A）与炭化炉（B）的热烟气进口（8）连接，炭化炉（B）的炭化炉进料口

（3）与固化机（C）的固化机出料口（2）连接，固化机（C）上还设有固化机进料口（1），炭化炉

（B）的高温热烟气出口（b13）通过管路分别接旋风分离器（D）的进风口I（6）、燃烧室I（A）的

荒煤气进口（5）以及固化机（C）的热烟气进气口（c7）连通，旋风分离器（D）的出风口I（7）通

过管路分别与固化机（C）热烟气进气口（c7）以及燃烧室I（A）的荒煤气进口（5）连通，固化机

（C）的热解气出口（c2）通过管路与燃烧室I（A）的荒煤气进口（5）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炭

化炉（B）包括可以自转的炉体（b19），炉体（b19）的炉尾高度高于炉头高度，炉体（b19）中心

设置有中心风管（b3），炉体（b19）内设置有沿中心风管（b3）设置的若干腔体，腔体内沿腔体

壁设置有若干梯形阶（b18），中心风管（b3）两端通过密封转动法兰（b5）分别与固定的进风

口II（b10）和出风口II（b14）相连，炉体（b19）的炉尾与螺旋进料机（b2）和进料斗I（b1）连

接，并在炉体（b19）的炉尾连接沉积室（b12），沉积室（b12）与高温热烟气出口（b13）连接，炉

体（b19）的首部为出料段（b4），出料段（b4）下部设置出料装置，出料装置与导料装置I（b11）

连接，出料段（b4）与燃烧室II（b7）连通；所述的梯形阶（b18）为具有迎面角的斜坡状，采用

耐火材料筑在的腔体内，梯形阶（b18）的斜坡迎面与炉体（b19）转动方向一致，梯形阶（b18）

长度与转动炉体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固

化机（C）包括固化机主体（c17），固化机主体（c17）底部设置热烟气进气口（c7），热烟气进气

口（c7）与设置在固化机主体（c17）内部的热烟气气体分布器（c6），热烟气气体分布器（c6）

上方设置传送带（c5），固化机主体（c17）位于传送带（c5）的端部处设置固化产品出口

（c14），传送带（c5）上方设置固化装置，固化机主体（c17）顶部设置热解气出口（c2）；所述的

固化装置包括进料斗II（c1）、导料装置II（c8）、传动轴（c9）、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

（c12）以及三级滚筒（c13），进料斗II（c1）与一级滚筒（c11）的进料端连接，一级滚筒（c11）、

二级滚筒（c12）以及三级滚筒（c13）依次连接，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和三级滚筒

（c13）的衔接处设置有重叠且留有空隙，传动轴（c9）设置在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

和三级滚筒（c13）内，传动轴（c9）通过不锈钢管支架（c16）分别与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

（c12）和三级滚筒（c13）固定，传动轴（c9）端部与动力系统（c3）连接，三级滚筒（c13）的出料

端与导料装置II（c8）连接，导料装置II（c8）与出料装置（c4）连接，出料装置（c4）底部接传

送带（c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控

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热烟气进气口（c7）温度传感器、设置在固化机荒煤气进口（5）

处的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以及设置在炭化炉热烟气进口（8）处的温度传感器，温度传

感器、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电性连接，控制器电性连接管路流量调节阀

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管路流量调节阀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设置在每个管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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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生产活性炭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

炉生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活性炭目前在环境保护，工业与民用方面己被大量使用，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活性炭应用广泛，需求稳定，环境及政策利多发展。活性炭作为生产生活必备，国内产能有

日益增多趋势。活性炭的制备过程中需要经过磨粉、混捏、造粒、炭化、活化、振筛包装等过

程，而炭化过程对于活性炭产品的综合性能有较大影响；煤料在炭化过程会产生炭化尾气，

其组成主要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炭化时外加燃料热源燃烧产生的高温加热气体，主要成分

为CO2、  H2O、  N2及少量的SO2和CO；另一部分为物料炭化热分解时所产生的挥发物组分，如

CO、  H2、  CH4、烷烃、烯烃、煤焦油等。炭化尾气中含有少量有毒有害物质，这些气体直接排入

大气将给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因此炭化尾气需要经过处理才能直接排人大气。目前，炭化尾

气处理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焚烧法；另一类是电捕集器法。

[0003] 焚烧法是使炭化尾气进人焚烧炉，在800-950℃的高温条件下并有过量空气的气

氛中充分燃烧，将可燃气体及有害物质全部燃烧成CO2后排入大气。焚烧炉中燃烧产生的热

量可以通过废热锅炉进行回收产生蒸汽。这种方法投资少，操作简单，能够脱除绝大部分对

环境有害的物质，同时可以产生活性炭生产过程所需要的蒸汽，因此焚烧法在活性炭生产

中采用比较普遍。电捕集器法是采用成套工艺设备通过捕集、回收、燃烧、净化等过程将炭

化尾气净化排人大气，但这种方法一次性投资较大，产生的工业废水中含有氰、酚等化合

物，净化处理比较困难，运行成本较高，焦油回收效率低，目前该方法在国内活性炭行业尚

无成功范例。

[0004] 专利申请号为CN2549414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炭化炉尾气余热利用装置，包括

回转炉、烟道、烟囱等，将回转炉产生的尾气送到焚烧室燃烧，燃烧后的烟气经烟道进入另

外的设置的余热回收气的燃烧室再燃烧，通过吸热装置进行热交换，达到余热利用的目的。

该技术对立式回转炉产生的尾气余热有一定的利用效果，但是没有解决烟气燃烧过程中烟

气浓度过高或过低、烟气温度不能控制的问题，烟尘仍不能达理想状态。

[0005] 专利申请号为CN2937845Y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活性炭炭化炉尾气余热利用装

置，焚烧炉、燃烧室、余热回收器、烟道，炭化炉尾气进入焚烧炉引燃，随烟气在进入燃烧炉

充分燃烧，燃烧后烟气经余热回收器热交换后，由烟道排出。虽然所述发明能实现余热利

用，实现对活性炭粉末的排放量的控制，但热解气额外焚烧后直接排放或用余热锅炉产生

蒸汽后排放，不仅增加燃料成本，还增加了废气的排放，既不节能又不环保。

[0006] 同时目前传统的活性炭制备炉大多采用进料段、扬料段、炭化段、活化段四段一体

的活性炭炉，在其炭化段物料在底部堆积，不能充分与热烟气接触反应，对炉体空间利用率

低，限制单炉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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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为了解决现有技术的回转炭化炉的尾气额外焚烧增加燃料成本、曾加

废气排放、需额外配置设备等问题，提供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

[0008] 本实用新型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包括燃

烧室、炭化炉和固化机，燃烧室与炭化炉的热烟气进口连接，炭化炉的炭化炉进料口与固化

机的固化机出料口连接，固化机上还设有固化机进料口，炭化炉的高温热烟气出口通过管

路分别接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I、燃烧室的荒煤气进口以及固化机的热烟气进气口连通，旋

风分离器的出风口通过管路分别与固化机热烟气进气口以及燃烧室的荒煤气进口连通，固

化机的热解气出口通过管路与燃烧室的荒煤气进口连通。

[0009] 进一步的，炭化炉包括可以自转的炉体，炉体的炉尾高度高于炉头高度，炉体中心

设置有中心风管，炉体内设置有沿中心风管设置的若干腔体，腔体内沿腔体壁设置有若干

梯形阶，中心风管两端通过密封转动法兰分别与固定的进风口II和出风口II相连，炉体的

炉尾与螺旋进料机和进料斗I连接，并在炉体的炉尾连接沉积室，沉积室与高温热烟气出口

连接，炉体的首部为出料段，出料段下部设置出料装置，出料装置与导料装置连接，出料段

与燃烧室连通；所述的梯形阶为具有迎面角的斜坡状，采用耐火材料筑在的腔体内，梯形阶

的斜坡迎面与炉体转动方向一致，梯形阶长度与转动炉体一致。

[0010] 进一步的，固化机包括固化机主体，固化机主体底部设置热烟气进气口，热烟气进

气口与设置在固化机主体内部的热烟气气体分布器，热烟气气体分布器上方设置传送带，

固化机主体位于传送带的端部处设置固化产品出口，传送带上方设置固化装置，固化机主

体顶部设置热解气出口；所述的固化装置包括进料斗II、导料装置、传动轴、一级滚筒、二级

滚筒以及三级滚筒，进料斗与一级滚筒的进料端连接，一级滚筒、二级滚筒以及三级滚筒依

次连接，一级滚筒、二级滚筒和三级滚筒的衔接处设置有重叠且留有空隙，传动轴设置在一

级滚筒、二级滚筒和三级滚筒内，传动轴通过不锈钢管支架分别与一级滚筒、二级滚筒和三

级滚筒固定，传动轴端部与动力系统连接，三级滚筒的出料端与导料装置连接，导料装置与

出料装置连接，出料装置底部接传送带。

[0011] 还包括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热烟气进气口温度传感器、设置在固化机

荒煤气进口处的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以及设置在炭化炉热烟气进口处的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电性连接，控制器电性连接管路流量

调节阀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管路流量调节阀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设置在每个管路

中。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在固化机、炭化炉，燃烧室和旋风分离器间构建气

路，通过控制器最终实现对固化机、炭化炉的高温热解气循环的控制，以及对整个系统实时

监控。一方面生产产生的热解气又用于再生产，热解气和烟气在所述工艺中循环，减少废气

排放，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实现高产、节能的目标；另一方面避免为利用余热而额外增

加设备，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生产线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炭化炉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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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3为炭化炉内部腔体的截面图；

[0016] 图4为固化机的正视图；

[0017] 图5为固化机的左视图；

[0018] 图6为固化机的俯视图；

[0019] 图7为固化机一组固化装置及其进出料装置；

[0020] 图中A、燃烧室；B、炭化炉；C、固化机；1、固化机进料口；2、固化机出料口；3、炭化炉

进料口；4、炭化炉出料口；5、荒煤气进口；6、进风口；7、出风口；8、热烟气进口；9、外部燃气

进口；b1、进料斗I；b  2、螺旋进料机；b3、中心风管；b4、出料段；b10、进风管；b11、导料、出料

装置；b12、沉积室；b13、高温热烟气出口；b14、出风管；b15、304不锈钢焊钉；b16、耐火浇注

料；b17、S形支撑钢板；b18、梯形阶；c1、进料斗II；c2、热解气出口；c3、动力系统；c4、出料装

置；c5、传送带；c6、热烟气气体分布器；c7、热烟气进气口；c8、导料装置；c9、传动轴；c10、人

孔；c11、一级滚筒；c12、二级滚筒；c13、三级滚筒；c14、固化产品出口；c15、动力系统支架；

c16、不锈钢管支架，c17-固化机主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高产量、节能活性炭炭化炉生产系统，包括燃烧室A、炭化炉B和固

化机C，燃烧室A与炭化炉B的热烟气进口8连接，炭化炉B的炭化炉进料口3与固化机C的固化

机出料口2连接，固化机C上还设有固化机进料口1，炭化炉B的高温热烟气出口b13通过管路

分别接旋风分离器D的进风口I6、燃烧室A的荒煤气进口5以及固化机C的热烟气进气口c7连

通，旋风分离器D的出风口7通过管路分别与固化机C热烟气进气口c7以及燃烧室A的荒煤气

进口5连通，固化机C的热解气出口c2通过管路与燃烧室A的荒煤气进口5连通。

[0022] 固化机和炭化炉所产生的热解气，由设在尾气出口和荒煤气出口的引风机输送到

燃烧室燃烧，同时根据固化机和炭化炉气体出口设置的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适当补

充外部燃气燃烧，保证炭化产品质量；燃烧室产生的高温热烟气由热烟气进口进入炭化炉，

炭化过程产生的热解气由尾气出口的引风机送至旋风分离器除尘，除尘后的高温热解气分

两路，分别进入燃烧室荒煤气进口和固化热解气进口，固化机产生的热解气由设在热解气

出口的引风机送至燃烧室燃烧；温度传感器、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都与所述控制器电

性连接，控制器电性连接管路流量调节阀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由此完成热解气和热烟

气在固化机、炭化炉、燃烧室、旋风分离器间的循环，减少废气排放，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

性，实现高产、节能的目标。

[0023] 如图2、3所示，炭化炉B包括可以自转的炉体b19，炉体b19的炉尾高度高于炉头高

度，炉体b19中心设置有中心风管b3，炉体b19内设置有沿中心风管b3设置的若干腔体，腔体

内沿腔体壁设置有若干梯形阶b18，中心风管b3两端通过密封转动法兰b5分别与固定的进

风口b10和出风口b14相连，炉体b19的炉尾与螺旋进料机b2和进料斗b1连接，并在炉体b19

的炉尾连接沉积室b12，沉积室b12与高温热烟气出口b13连接，炉体b19的首部为出料段b4，

出料段b4下部设置出料装置，出料装置与导料装置b11连接，出料段b4与燃烧室b7连通。采

用的特殊结构的炉体，能够保证炉体内温度控制在700~800 
oC，并且增大接触面原料和热

空气能够充分接触炭化，与现有回转式活性炭制备炉相比，能充分利用炉体空间，增大产

能，所得产品质量也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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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中心风管b3采用材质为06Cr25Ni20（GB/T20878-2007）的不锈钢钢管，通过S形支

撑钢板b17与炉体外壳连接，中心风管b3能够有效避免炉体过热带来的损坏，控制炭化质

量，延长炭化炉使用寿命。中心风管b3的两端通过密封转动法兰与固定的进风口b10、出风

口b14相连，能够有效利用余热，方便安装。

[0025] S形支撑钢板b17采用S310不锈钢材质，与回转炉体等长，其两端分别以一定的弧

度与外壳和中心风管b3连接，构成四个腔体，采用莫来石Al2O3-SiO2耐火浇注料浇注其表

面，能够保证回有较好的耐磨强度与使用寿命，回转炉外部均设置有保温层。

[0026] 炭化原料经进料斗b1和螺旋进料机b2从炉尾进入回转炭化炉内部，随炉体转动依

次进入每个炭化炉腔体，经过与热烟气逆流接触后，最终通过出料设备和收料、导料装置

b11导到筛分和包装工段；出料段b4为光滑面的耐火浇注料构成，其下端与收料、导料装置

b11相连接。

[0027] 如图3所示，梯形阶b18为具有迎面角的斜坡状，采用耐火材料筑在的腔体内，梯形

阶b18的斜坡迎面与炉体b19转动方向一致，梯形阶b18长度与转动炉体一致。能够保证炭化

原料在腔体充分抛洒避免过度堆积，热烟气与物料逆流接触，这样增大了炭化原料与烟气

的接触面积，能够保证炭化质量。

[0028] 如图4-7所示，固化机C包括固化机主体c17，固化机主体c17底部设置热烟气进气

口c7，热烟气进气口c7与设置在固化机主体c17内部的热烟气气体分布器c6，热烟气气体分

布器c6上方设置传送带c5，固化机主体c17位于传送带c5的端部处设置固化产品出口c14，

传送带c5上方设置固化装置，固化机主体c17顶部设置热解气出口c2。

[0029] 固化装置包括进料斗c1、导料装置c8、传动轴c9、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以及

三级滚筒c13，进料斗IIc1与一级滚筒c11的进料端连接，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以及三

级滚筒c13依次连接，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和三级滚筒c13的衔接处设置有重叠且留

有空隙，传动轴c9设置在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和三级滚筒c13内，传动轴c9通过不锈

钢管支架c16分别与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c12和三级滚筒c13固定，传动轴c9端部与动力

系统c3连接，三级滚筒c13的出料端与导料装置c8连接，导料装置c8与出料装置c4连接，出

料装置c4底部接传送带c5。

[0030] 采用的特殊结构和特定排列方式的固化装置，能够保证原料固化过程产生的热解

气顺利排出再利用，避免原料粘结，有效提升活性炭的耐磨抗压强度，并且将原料分组固

化，造粒料与热烟气接触效率更加充分，与现有网带式干燥机和回转式炭化炉相比，有效避

免固化过程原料粘结成块，该固化机能够顺利排出并有效利用低温热解气，能够极大提高

活性炭固化产品产量，同时能够有效提升活性炭的耐磨抗压品质。

[0031] 原料经进料斗IIc1进入固化装置进料端，然后依次经过一级滚筒c11、二级滚筒

c12、三级滚筒c13，其中一级滚筒进料端为半封口，原料完成固化过程后，到达导料装置c8，

经出料装置c4最终由传送带c5导到筛分和包装工段。

[0032] 进料斗IIc1，其末端位于一级滚筒内，采用重力自然下料方式，每组固化装置都配

有一个进料斗。

[0033] 导料装置c8与三级滚筒连接，固定在固化机壁上，末端与出料装置连接，每组固化

装置配有一个导料装置，采用圆弧形构造，避免死角，能够保证顺利出料。

[0034] 出料装置c4固定在固化机壁上，其管径根据产量需求调整，保证固化产品适当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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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出料装置又能顺利出料，其末端与传送带衔接，固化产品由传送带5输出；每四个导料装

置c8共用一个出料装置c4，每两个出料装置c4共用一个传送带c5，固化机外部均设置有保

温层。

[0035] 图1中固化机进料口接图4中进料斗II；图4中固化产品出口c14接图1固化机出料

口2；图1中炭化炉进料口3为接图2中的进料斗Ib1，图2中导料、出料装置b11接图1中炭化炉

出料口4。

[0036] 还包括控制装置，控制装置包括设置在热烟气进气口c7温度传感器、设置在固化

机荒煤气进口5处的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以及设置在炭化炉热烟气进口8处的温度传

感器，温度传感器、烟气分析仪和流量传感器分别与控制器电性连接，控制器电性连接管路

流量调节阀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管路流量调节阀和外部燃气流量调节阀设置在每个管

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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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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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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