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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和垃圾焚烧飞

灰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

装置和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等离子体熔融玻

璃化的装置包括炉体、炉体内部的炉腔，位于炉

体顶部的等离子体炬，等离子体炬包含阴极、阳

极，工艺气体进气口和循环水冷却层，分布于等

离子体炬两侧的进料口，位于一侧的熔融玻璃渣

溢流口，另一侧的熔融金属液排放口，以及设备

中上部的尾气排放口。本实用新型稳定无害化处

理了垃圾焚烧飞灰，实现了飞灰中二噁英的去除

和重金属的有效固定，熔融固化的玻璃熔渣可以

进行二次利用，避免了危废固化后填埋可能产生

的环境问题，且处理工艺简单，实现了飞灰处置

无害化资源化的双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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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炉体、炉体内部的炉腔，位于炉体顶

部的等离子体炬，等离子体炬包含阴极、阳极，工艺气体进气口和循环水冷却层，分布于等

离子体炬两侧的进料口，位于一侧的熔融玻璃渣溢流口，另一侧的熔融金属液排放口，以及

设备中上部的尾气排放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其特征在于，等离子炬电极采用

石墨电极，工艺气体采用氮气。

3.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等离子体熔

融玻璃化的装置、料仓(1)、螺旋输送机(2)、等离子熔融炉(6)、冷却池(5)、等离子熔融炉尾

气处理装置(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属系统混料造粒后的

料仓出口接螺旋输送机入口，螺旋输送机出口接等离子熔融炉的进料口，装置尾气出口接

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玻璃体溢流口接冷却池或冷却磨具，金属溢流液定期排放。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等离子熔融炉尾气

处理装置包括二燃室(3)、急冷塔(4)、活性炭喷射装置、袋式除尘器、盐酸回收系统(9)，引

风机(10)和连续监测系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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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和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

装置和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飞灰是垃圾焚烧过程中收集于烟气管道、烟气净化、分离器和除尘器装置等处的

容重较轻、粒径细小的粉体物质。飞灰成分复杂、毒性大，不仅含有大量的Cd、Cr、Cu、Ni、Pb、

Zn和Hg等重金属无机有害物，还富集了具有最强毒性的二噁英等有机致癌物，是国家指定

的危险废物(代号HW18)。

[0003] 根据国家《“十三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城市生活垃圾焚烧

能力占无害化总能力比例达到50％，东部地区达到60％。垃圾焚烧产业爆发式增长，一般来

说，每焚烧一吨垃圾约产生3％-5％的飞灰，未来飞灰产生量巨大。到2020年，我国生活垃级

焚烧的比例要提升至50％，日焚烧能力提升至70万吨/日，较2017年绝对量超过翻倍的增

长。垃圾焚烧飞灰中含有较高的氯离子，在不同的垃圾焚烧工艺下所产生的飞灰中氯离子

含量也有差别，炉排炉所产生的飞灰中的氯离子含量约为12％-20％，循环流化床所产生的

飞灰的氯离子含量约为3％-5％，而炉排炉技术逐步占据我国垃圾焚烧处理方式的主导地

位，所以飞灰中氯离子越来越多。将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是飞灰

处置的大势所趋。

[0004] 垃圾焚烧飞灰处置，一般包括固化稳定化，但固化后仍需填埋；还有目前技术成熟

的水泥窑协同处置，高温烧结处理，均须在处理前进行水洗除氯，满足进窑处理要求和减少

对后端产品的影响。

[0005] 本实用新型利用高温等离子熔融技术处理垃圾焚烧飞灰，采用等离子体炬，不需

水洗预处理，工艺简单，熔融制得的玻璃熔渣稳定性高，可以作为筑路砂石骨料、水泥路面

砖、铸石原料，对于现阶段垃圾焚烧飞灰资源化处置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提供的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包括炉体、炉体内部的

炉腔，位于炉体顶部的等离子体炬，等离子体炬包含阴极、阳极，工艺气体进气口和循环水

冷却层，分布于等离子体炬两侧的进料口，位于一侧的熔融玻璃渣溢流口，另一侧的熔融金

属液排放口，以及设备中上部的尾气排放口。

[0007] 本实用新型稳定无害化处理了垃圾焚烧飞灰，实现了飞灰中二噁英的去除和重金

属的有效固定，熔融固化的玻璃熔渣可以进行二次利用，避免了危废固化后填埋可能产生

的环境问题，且处理工艺简单，实现了飞灰处置无害化资源化的双重效果。

[0008] 进一步地，等离子体炬电极采用石墨电极，工艺气体采用氮气。

[0009] 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包括如上所述的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料仓、螺旋

输送机、等离子熔融炉、冷却池、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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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该系统以垃圾焚烧飞灰为主要原料并加入成本较低的沙子和一般固废碎玻璃渣，

通过造粒将飞灰进行等离子熔融固化，并且熔渣可以进行二次利用，达到了以废治废的效

果。

[0011] 进一步地，所属系统混料造粒后的料仓出口接螺旋输送机入口，螺旋输送机出口

接等离子熔融炉的进料口，装置尾气出口接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玻璃体溢流口接

冷却池或冷却磨具，金属溢流液定期排放。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包括二燃室、急冷塔、活性炭喷射装

置、袋式除尘器、盐酸回收系统，引风机和连续监测系统。

[0013] 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的附加方面和优点将在下面的描述中部分给出，部分将从下

面的描述中变得明显，或通过本实用新型的实践了解到。

附图说明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方式的描述中

将变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15]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文的公开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实施方式或例子用来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不同结构。

为了简化本实用新型的公开，下文中对特定例子的部件和设置进行描述。当然，它们仅仅为

示例，并且目的不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此外，本实用新型可以在不同例子中重复参考数字

和/或参考字母，这种重复是为了简化和清楚的目的，其本身不指示所讨论各种实施方式

和/或设置之间的关系。此外，本实用新型提供了的各种特定的工艺和材料的例子，但是本

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意识到其他工艺的应用和/或其他材料的使用。

[0018] 请参阅图1和图2，本实用新型实施方式提供的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包括

炉体、炉体内部的炉腔，位于炉体顶部的等离子体炬，等离子体炬包含阴极、阳极，工艺气体

进气口和循环水冷却层，分布于等离子体炬两侧的进料口，位于一侧的熔融玻璃渣溢流口，

另一侧的熔融金属液排放口，以及设备中上部的尾气排放口。

[0019] 本实用新型稳定无害化处理了垃圾焚烧飞灰，实现了飞灰中二噁英的去除和重金

属的有效固定，熔融固化的玻璃熔渣可以进行二次利用，避免了危废固化后填埋可能产生

的环境问题，且处理工艺简单，实现了飞灰处置无害化资源化的双重效果。

[0020] 具体地，本实用新型中使用的炉体结构如图1所示。炉体6内壁设置有耐火材料的

炉衬61及隔热保温层，炉体6的炉膛底部侧面设有熔融金属排出口62和熔融玻璃液流出口

63，而炉壁上设有尾气出口64，炉体顶部还开设有2个进料口66；炉盖中央设有伸入炉内的

等离子体炬65，等离子体炬内部具有工艺气体的通道。

[0021] 等离子体炬65左右两侧分别为阴极和阳极，在氮气环境中形成电弧区域，产生热

等离子体。

[0022] 本实用新型中的炉体内部温度可达到5000-10000℃，能较快地将投入炉内的物质

处理为熔融玻璃液和熔融金属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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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同时，等离子体炬65的中部环绕有冷却结构67，冷却水从进口进入，再从出口排

出，如此循环往复，实现降温。

[0024] 进一步地，等离子炬电极采用石墨电极，工艺气体采用氮气。如此，避免氯离子对

电极的损害。

[0025] 垃圾焚烧飞灰处理系统，包括如上任一实施方式的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的装置、

料仓1、螺旋输送机2、等离子熔融炉6、冷却池5、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7。

[0026] 该系统以垃圾焚烧飞灰为主要原料并加入成本较低的沙子和一般固废碎玻璃渣，

通过造粒将飞灰进行等离子熔融固化，并且熔渣可以进行二次利用，达到了以废治废的效

果。

[0027] 进一步地，所属系统混料造粒后的料仓1出口接螺旋输送机2入口，螺旋输送机2出

口接等离子熔融炉6的进料口，装置尾气出口接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7，玻璃体溢流

口接冷却池5或冷却磨具，金属溢流液定期排放。

[0028] 进一步地，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处理装置7包括二燃室3、急冷塔4、活性炭喷射装置、

袋式除尘器、盐酸回收系统9，引风机10和连续监测系统8。盐酸回收系统9包括酸液吸收塔

和湿洗器，废气依次经过酸液吸收塔和湿洗器，得到的盐酸在酸液吸收塔处收集，其余干净

气体在湿洗器处排出。

[0029] 同时，连续监测系统8后还有一道气体清洗程序，保证排放到空气中的气体为无毒

无污染气体。

[0030] 进一步，系统3所产生的熔融金属液在炉内的液面会不断上升，通常根据进料量的

多少，定期打开金属液排放口一次，排出合金熔融液。

[0031] 优选的，系统4的冷却，在玻璃液连续溢流出炉外，可以选择流进模具或水淬池或

经传输设备慢慢冷却，以获得不同的玻璃产品。

[0032] 进一步，系统5产生的二次飞灰，主要包括被尾气携带的没有被熔融的飞灰、挥发

的盐、活性碳等)将被袋式过滤器捕获。

[0033] 综上，本实用新型的工作流程大致如下：

[0034] 通过向混料造粒料仓1加入原料，将飞灰、沙子、碎玻璃渣、造粒剂按重量比例进行

造粒。将造粒后的焚烧飞灰通过螺旋输送机2进料送入熔融炉6内。

[0035] 在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装置中：落入炉内的造粒飞灰被等离子体产生的5000-

10000℃的高温迅速熔融，保持炉内的温度在1400-1600℃，飞灰内的二噁英被高温等离子

体及其产生的紫外射线以及熔融玻璃液几乎全部销毁。大部分重金属被固定在熔融玻璃

液，少部分通过携带或挥发进入尾气系统。

[0036] 飞灰熔融后的玻璃液溢流出炉外，流进冷却传送机或水淬池进行冷却，以获得不

同的玻璃产品，熔融炉6的重金属熔融渣由一侧排渣口定期排出。

[0037] 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对接二燃室3，可燃气体在1100℃高温下，被彻底氧化。为避免

二噁英的再次生成，二次燃烧炉的尾气在急冷塔内迅速降温至180-200℃。随后将尾气喷射

活性碳，再次吸收形成的微量二噁英。之后产生的二次飞灰被袋式除尘器捕获，之后进入盐

酸回收系统9回收尾气中的硫化氢气体。

[0038] 举例说明：

[0039] 对某生活垃垃圾焚烧厂的焚烧飞灰进行处理，飞灰成分硅(Si)含量为8.7％，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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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含量为3.22％，铁(Fe)含量为1.34％，钙(Ga)含量为25.24％，氯(Cl)含量为13.18％，

铜(Cu)含量为1585μg/g，铅(Pb)含量为2114μg/g。

[0040] 将每批次1t飞灰、沙子、碎玻璃渣、造粒剂在混料造粒料仓1中进行混合造粒。

[0041] 将造粒后的焚烧飞灰通过螺旋输送机2进料送入熔融炉6内。

[0042] 在等离子体熔融玻璃化系统，由工艺进气口通入氮气，保持炉内的温度在1400-

1600℃，造粒后的飞灰落入后即进行熔融，飞灰内的二噁英被高温等离子体分解，飞灰变成

熔融态，少部分通过携带或挥发进入尾气系统。

[0043] 熔融炉6内的熔融态飞灰达到一定高度后，由溢流口流出并排入冷却池5，再由除

渣机排出收集；熔融炉6底部的重金属熔融渣由底部排渣口定期排出。

[0044] 等离子熔融炉尾气进入系统(5)尾气处理系统，等离子熔融炉尾气对接二燃室3，

可燃气体在1100℃高温下，快速除去CO；为避免二噁英的再次生成，二次燃烧炉的尾气在急

冷塔内迅速降温至180-200℃；随后将尾气喷射活性碳，再次吸收形成的微量二噁英；之后

产生的二次飞灰被袋式除尘器捕获，之后进入盐酸回收系统9回收尾气中的硫化氢气体；最

后经过湿洗器、气体清洗后，合格排放。

[0045] 熔融产生的玻璃熔渣重金属浸出毒性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重金属浸出浓度

(mg/L)：铜、锌、铬、铅、镉、砷、汞分别为0.09、0.21、0.004、0.05、0.005、ND、0.00017(ND表示

未检出)，检测标准分别为100、100、5、5、1、5、0.1，结果均低于检测标准，净化的尾气满足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的排放要求。

[004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

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进行多种变化、修改、

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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