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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外筒

体、内筒体和上、下端盖之间形成密闭的热解空

间；其外筒外壁盘旋有作为外加热通道的螺旋盘

管，外筒上部外侧面设有与进料装置连接的进料

口和与热解气导出装置连接的出气口；其中心筒

外周盘旋有螺旋管筒，螺旋管筒通过中心筒外侧

的桨片进行固定，螺旋管筒两端与中心筒连通，

中心筒内部设有螺旋板，从而在中心筒内部形成

一个加热气体螺旋通道，在螺旋板下方设有限流

孔板；中心筒由变频电机驱动，下密封盖设有与

出渣装置连接的出渣口。本发明具有内、外两大

加热热源，内热源又分中心、中间热源，保证物料

绝氧连续的热解装置。利用螺旋通道大大增加了

加热面积和加热气体停留时间，可充分释放热

量，提高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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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内筒体（4），套在内筒体

（4）外周的外筒体（1），连接和固定外筒体（1）与内筒体（4）的上端盖（2）和下端盖（3）；外筒

体（1）、内筒体（4）和上端盖（2）、下端盖（3）之间形成的密闭空间构成了热解装置的有效空

间；

其中，外筒体（1）包括一个圆柱形外筒（8），外筒（8）外壁盘旋有螺旋盘管（9），盘旋绕于

外筒（8）外壁的螺旋盘管（9）形成了外筒体（1）外侧的螺旋加热通道，螺旋盘管（9）上留有加

热气体的出口，螺旋盘管（9）下留有加热气体的入口，螺旋盘管（9）上下两端均不超出所述

外筒（8）的上下两端，外筒（8）上部外侧面设有一径向的进料口，该进料口与进料装置（5）连

接，外筒（8）上部与所述进料口相对的另外一侧设有一径向的出气口，该出气口与热解气导

出装置（7）连接；

内筒体（4）包括一个与所述外筒体（1）同轴的圆柱形中心筒（10）和螺旋环绕在中心筒

（10）外周的螺旋管筒（11），中心筒（10）外侧面设有多个径向的桨片（12），所述螺旋管筒

（11）通过所述桨片（12）而固定在中心筒（10）的外周，同时桨片（12）也起到搅拌棒的作用，

螺旋管筒（11）的上端口通过两个或以上的上连通管（13）实现与中心筒（10）的连通，螺旋管

筒（11）的下端口通过两个或以上的下连通管（14）实现与中心筒（10）的连通，中心筒（10）内

部位置设有螺旋板（16），从而在中心筒（10）的内部形成一个加热气体螺旋通道，中心筒

（10）对应于螺旋板（16）的中间段也称为螺旋板段，在螺旋板（16）下方且位于下连通管（14）

上方的位置设有限流孔板（17）；中心筒（10）上、下均伸出所述外筒体（1）；上端盖（2）安装在

外筒体（1）上端，并套在中心筒（10）上部，下端盖（3）安装在外筒体（1）下端，并套在中心筒

（10）下部，上端盖（2）、下端盖（3）与中心筒（10）之间分别设有环形轴套（18）；

在上端盖（2）的上方有带减速器的变频电机（19），该变频电机对中心筒（10）进行驱动，

所述下端盖（3）下方设有出渣口，该出渣口与出渣装置（6）连接。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限流孔板

（17）是一个设有穿孔的圆板，其直径与中心筒内径相同，其穿孔直径则根据需要设定，其作

用是限制进入中心筒螺旋板段的加热气体流量，保持进入中心筒螺旋板段和螺旋管筒（11）

加热气体量的均匀平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螺旋管筒

（11）的盘旋半径在中心筒（10）到外筒（8）之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在中心筒（10）的

外壁上，等角度、等距离均匀焊接2-4个上连通管（13）和2-4个下连通管（14），上连通管

（13）、下连通管（14）在与中心筒（10）和螺旋管筒（11）焊接之前，先要在中心筒（10）和螺旋

管筒（11）上开凿出与连通管内径相当的气流孔（15）。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在中心筒（10）和

螺旋管筒（11）之间焊接的多个径向的桨片（12），其长度小于外筒（8）与中心筒（10）半径之

差；桨片（12）除起到搅拌作用降低热解物料的热阻，促使物料加热均匀外，还起固定螺旋管

筒（11）的作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料装置（5）

采用活塞加料方式，进料装置（5）包括一根与进料口水平相连的进料管（51），进料管（51）内

设有活塞（52），进料管（51）的管体顶部设有进料斗（53），进料斗（53）顶部有上盖（54）、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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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插板阀（55）；进料斗（53）加料时，关闭进料斗（53）下部的插板阀（55），进料管（51）中的活

塞（52）抽回，然后打开插板阀（55），原料进入水平的进料管（51）中，活塞（52）把原料推入热

解装置，以此类推，循环往复，连续、密闭进料。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热解气导

出装置（7）包括一根与出气口相连的水平热解气导出管（71），导出管（71）的外端封闭，导出

管（71）的顶部设有热解气导出口（72），该热解气导出口（72）通过密闭管道与热解装置外的

引风机相连通，导出管（71）内还设有螺旋推进板（73），螺旋推进板（73）由电机驱动以将导

出管（71）内热解气中的粉尘颗粒推回外筒体（1）中。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出渣装置（6）

包括水平冷却管（61），在水平冷却管（61）的两端则由轴套封堵，水平冷却管（61）内部安装

水平推渣螺旋柱（62），水平推渣螺旋柱（62）的两端分别嵌入安装在水平冷却管（61）两端封

堵的轴套上，并由电机驱动，水平冷却管（61）一端上方连接一个下渣管（63），另一端底部设

有出渣管（64），在水平冷却管（61）外壁的下渣管（63）和出渣管（64）之间，盘旋有冷却水钢

管（65），下渣管（63）与所述出渣口竖直相连，下渣管（63）上设有上下两个出渣插板阀（66），

在上下两个出渣插板阀（66）之间，有一个电磁分离器（67）用于电磁分离金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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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属于有机物裂解领域，用于有

机固废热解、炭化或干燥。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有机固废需要处理，有机固废一般包括废弃塑料、橡胶、渣油、

油页岩、煤粉、秸秆、木屑等，特别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中含有的废弃塑料、废弃橡胶有机

固废，处理这些有机固废一般的方法是填埋、焚烧、裂解。

[0003] (1)填埋：填埋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和农田，同时污染地下水体，由于废弃塑料和

废弃轮胎都是高分子难以降解的有机固废，填埋后需500—1000年才能自然降解。

[0004] (2)焚烧：焚烧会产生二噁英，废弃塑料和废弃轮胎都含C、H、O、Cl元素，当焚烧烟

气温度可逆在400‐600℃时，就会有二噁英产生，二噁英是严重的致癌物质，一般焚烧工厂

选址都很难，经常受到附近居民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废弃塑料和废弃轮胎是宝贵的原料而

不是燃料，必须先回收有用的化工原料循环利用，然后残炭燃烧才经济、环保。

[0005] (3)裂解：裂解是一种有效的循环利用方法，目前普遍采用卧式回转窑间歇操作热

解设备，生产方法污染严重，能耗高，劳动强度大、不安全，因此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严

格限制，而所谓的新技术例如：光波裂解、等离子裂解、电磁热解、中频热解等都因耗电生产

成本过高而无法得到应用。

[0006] 热解是采用热能绝氧裂解的方法。为了解决废弃有机物日益增长带来的环境保护

问题，避免利用间歇热解设备带来的高污染，高能耗，安全隐患多、劳动强度大等问题，国内

曾经有几家公司开发出了卧式连续热解生产设备，都因结构问题，密封问题，能耗问题得不

到推广应用。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开发出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这种炉型外

筒、中心筒及其螺旋矩形盘管间壁多热源加热，加热面积大，生产能力高，连续进料，连续出

渣，整个生产过程绝氧连续，不会出现间歇生产周期不断地开、停炉，有热解物的散失，热解

气体的逸出、空气的进入情况；热解气体经过净化后回炉燃烧加热，剩余燃气发电或烧锅炉

生产蒸汽，燃烧烟气(主要为CO2)无污染；热解油循环利用；炭残渣可以进一步生产炭黑或

摻烧锅炉。整个工艺过程环保、节能、安全，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改变国内现有有机固废热解装置污染严重，能耗高，安全隐患多，

生产成本高得不到推广应用等问题，提供一种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这种装置

由外筒体，内筒体及其中间螺旋矩形盘管间壁加热，加热面积大，生产能力高，连续进料，连

续出渣，整个生产过程绝氧连续，工艺过程无污染、能耗低、安全可靠。

[0008] (一)外筒体是一个立式外筒和焊接在其外壁上的矩形(或圆形)盘管构成，矩形盘

管上下各有一个出口和进口，从而形成了一条螺旋上升螺旋通道，进入气体由底部螺旋通

道的入口进入，经过螺旋通道释放热量后，由顶部螺旋通道的出口排出，这段盘旋在外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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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螺旋通道，构成了热解装置的外加热热源。

[0009] 外筒体立式固定不动，螺旋通道进、出口的垂直高度小于外筒的高度。在外筒上部

侧壁留有一个进料口，在外筒上部对称侧壁留有一个出气口。在外筒的上、下外壁上，都焊

接有热解装置的固定部件。在热解装置的本体的外表面，按要求做保温防护。

[0010] (二)在外筒的上、下两端，各焊接有一个法兰盘，用螺栓连接着上下两个端盖。在

每个端盖中心各有一个环形轴套，内筒体的中心筒立式同轴穿越环形轴套，上、下两个环形

轴套用于同轴定位、支撑和密封内筒体。这样就形成一个由外筒体‐内筒体‐外筒体的上、下

两个端盖之间形成的环柱形热解空间。在端盖上，在环形轴套外缘与端盖螺栓内缘之间安

装一个带动内筒体转动的变频电动机和减速机。在下端盖上，在环形轴套外缘与端盖螺栓

内缘之间对称设有两个矩形的出渣口。

[0011] (三)内筒体由中心筒和盘旋其外周中间位置的矩形(或圆形)管筒，及其上下连通

管和桨片等构成。内筒体立式同轴安装在外筒体中，内筒体连续旋转起加热和搅拌热解物

料的作用。中心筒上下贯穿与外筒上下两个端盖的轴套中，中心筒在上下两个端盖轴套的

位置上，各有一个轴瓦，其中下轴瓦是一个轴瓦盘，直径较大，上下两个轴瓦嵌入安装在外

筒上下两个端盖的轴套中，用于同轴定位、支撑和密封内筒体，密封采用填料密封。长出下

端盖的中心筒的入口与固定管连接处，固定管伸入旋转的中心筒入口，填料密封相连，长出

上端盖的中心筒出口与固定管处，旋转中心筒则伸入固定管，也为填料密封相连。

[0012] 位于外筒体上、下两个端盖之间的中心筒中间段，在内壁中焊接有一个螺旋板，在

螺旋板的入口，焊有一块限流孔板，限流孔是一个圆环板，外环直径与中心筒内径相同，内

环直径则根据需要设定，其作用是限制进入中心筒螺旋板段的加热气体量，保持进入中心

筒中间段和螺旋管筒加热气体量的均匀平衡。

[0013] 在中心筒螺旋板段限流孔入口和螺旋板段出口处的外缘筒壁上，通过上下几个径

向连通管，把螺旋管筒与中心筒固定和连通，螺旋管筒是一段绕一定直径盘旋的矩形管道，

螺旋管筒半径大约在内筒体到外筒体之间，螺旋管筒的垂直高度略大于中心筒螺旋板段。

螺旋管筒和中心筒立式同轴在外筒体中。在中心筒中间段下部的外壁上，等角度、等距离均

匀焊接2‐4个径向连通管，连通管在与中心筒中间段和螺旋管筒焊接之前，先要在中心筒中

间段和螺旋管筒焊接处开凿出与连通管内径相当的气流孔，不但要使其与中心筒中间段与

螺旋管筒固定，还要通过连通管使中心筒中间段与螺旋管筒连通。在中心筒中间段上部的

外壁上，同样也等角度、等距离均匀焊接2‐4个径向连通管，连通管也起中心筒中间段与螺

旋管筒的固定和连通作用。在中间段和螺旋管筒之间沿径向还均匀焊接有多个桨片，桨片

长度小于外筒体的内套筒半径，桨片除起到搅拌作用降低热解物料的热阻，促使物料加热

均匀外，还起固定螺旋管筒的作用。因此，中心筒螺旋板段形成了内筒体的中心热源，螺旋

管筒和连通管形成了内筒体的中间热源，它们共同构成了热解装置的内加热热源。

[0014] 进料装置安装在外体上部侧壁上的进料口，采用活塞加料方式，进料装置是由一

个活塞缸体和一端上部的料斗组成，活塞缸体包括活塞缸和活塞；料斗顶部有上盖、下部有

插板阀。料斗加料时，关闭料斗下部有插板阀，活塞缸体中的活塞抽回，打开插板阀，原料进

入水平活塞缸中，活塞把原料推入热解装置，以此类推，循环往复，连续、密闭进料。

[0015] 原料进入热解装置后，靠重力自然下降，同时吸收外筒体，内筒体的螺旋段和螺旋

管筒传递过来的热量而热解，热解析出的气体在桨片的翻腾作用下，由外筒体上出气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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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出气口通过密闭管道及其设备与热解装置外的引风机相连通，物料在热解装置内微负

压热解，在热解装置外热解气通过冷凝冷却回收热解油，热解油循环利用等；不凝气体经过

净化去除有害物质，一部分用于热风炉燃烧产生热烟气，另一部分作为燃气用于发电或烧

锅炉等。在出气口安装有裂解气导出装置，裂解气导出装置是一个螺旋板，热解气通过旋转

的螺旋板连续排出，旋转的螺旋板不断地把粉尘、油泥的捕集，并推回热解装置中。

[0016] 出渣装置由水平冷却管和水平推料螺旋，以及下渣管、出渣管构成，出渣装置的下

渣管安装在下端盖其中的一个出渣口。在水平冷却管由水平管和盘旋在外壁的冷却水管组

成，这条盘旋的冷却水管可以是矩形钢管，也可以是圆形钢管，盘旋的矩形钢管冷却水通

道，水平冷却管两端由轴套封堵。水平推料螺旋的两端各有一个轴套，分别嵌入安装在水平

冷却管两端封堵的轴套，采用螺旋出渣、螺旋冷却方式。在水平冷却管一端的上部，有一个

下渣管，下渣管上下各有一个阀门，中间有一个电磁分离器用于电磁分离金属物。在水平冷

却管另一端的下部，有一个出渣管。热解炭残渣通过下渣管，进入水平出渣装置的一端，由

水平推料螺旋推进，经过冷却从另一端出渣管排出，冷却的炭残渣装袋，可用来精制炭黑或

掺烧锅炉。冷却水由水平冷却管出料端进入，从水平冷却管进料端排出，冷却水风冷后循环

利用。出渣装置连续密闭出渣，安全可靠。

[0017] 加热气体即热烟气来自于热风炉，经过调温后的热烟气分两路进入外筒体和内筒

体，其中的一路由外筒体底部的螺旋通道入口进入，经过螺旋通道释放热量，再由螺旋通道

顶部出口排出。另一路是由内筒体中心筒的入口进入，其中一条通过限流孔板进入中心筒

的螺旋段，另一条通过气流孔、径向连通管进入螺旋管筒，最后在中心筒的出口段汇合排

出。热解装置整个热烟气都是从下部进入，从上部排出；而被加热物料都是从上部进入，从

下部排出。整体上热烟气与被加热物料是逆向间壁接触，这种热解装置传热温差大，炭残渣

加热温度高，热解充分；冷烟排出温度低，热效率高，节约能量。

[0018] 本发明优点：充分利用加热气体的流动性质，固体有机物料热解过程中的特点，研

发出保证物料热解的内、外两大加热热源，内热源又分中心、中间热源，保证物料绝氧连续

的热解装置。利用加热气体在热解装置的外筒体的螺旋通道、内筒体螺旋板段和矩形盘管

盘旋上升，大大增加了加热面积，增加了加热气体的停留时间，可以充分释放热量，提高了

生产能力。

[0019] 物料在立式固定的热解装置中，通过上部进料装置进料，通过下部出渣装置出渣，

依靠自身重力下降，整个生产过程实现了绝氧连续操作，避免了卧式回转窑热解装置不断

地开停炉操作，避免了空气和热解气的进出，避免了物料和炭残渣的洒落。物料充满热解装

置环柱形空间多向加热，在内筒体上桨片起搅拌作用下，受热均匀，降低了物料热阻，提高

了热传导效率，有利于热解气体导出，防止二次热解，焦油产率高。在热解气导出装置的作

用下，可以及时除去热解气体中的粉尘颗粒，油气品质好。出口阀可调节下降速度，调整热

解时间，控制热解程度。这种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生产能力大，生产过程环保，

节能，安全。

[0020] 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整个热烟气都是从下部进入，从上部排出；而被

加热物料都是从上部进入，从下部排出。整体上热烟气与被加热物料是逆向间壁接触，这种

热解装置传热温差大，炭残渣加热温度高，热解充分；冷烟排出温度低，热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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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进料装置5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出渣装置6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热解气导出装置7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是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立体示意图

[0026] 图6是外筒体1立体示意图。

[0027] 图7是内筒体4立体示意图。

[0028] 其中：1、外筒体，2、上端盖，3、下端盖，4、内筒体，5、进料装置与进料口，6、出渣装

置与出渣口，7、热解气导出装置与出气口，8、外筒，9、矩形盘管，10、中心筒，11、螺旋管筒，

12、桨片，13、上连通管，14、下连通管，15、气流孔，16、螺旋板，17、限流孔板，18、环形轴套，

19、变频电机与减速器；

[0029] 51、进料管，52、活塞，53、进料斗，54、上盖54，55、插板阀55；

[0030] 61、水平冷却管，62、水平推渣螺旋柱，63、下渣管，64、出渣管，65、冷却水钢管，66、

插板阀，67、电磁分离器；

[0031] 71、热解气导出管，72、出气口，73螺旋推进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如图1‐7所示，立式多向加热有机固废热解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内筒体4，

套在内筒体4外周的外筒体1，连接和固定外筒体1与内筒体4的上端盖2和下端盖3；外筒体

1、内筒体4和上、下两个端盖(2、3)之间形成的密闭空间构成了热解装置的有效空间；

[0033] 其中，外筒体1包括一个圆柱形外筒8，外筒8外壁盘旋有螺旋盘管9(截面通常采用

矩形或圆形)，盘旋绕于外筒8外壁的螺旋盘管9形成了外筒体1外侧的螺旋加热通道，螺旋

盘管9上下各留有加热气体的出口和入口，螺旋盘管9上下两端均不超出所示外筒8的上下

两端，外筒8上部外侧面设有一径向的进料口，该进料口与进料装置5连接，外筒8上部与所

述进料口相对的另外一侧设有一径向的出气口，该出气口与热解气导出装置7连接；

[0034] 内筒体4包括一个与所述外筒体1同轴的圆柱形中心筒10和螺旋环绕在中心筒10

外周的盘螺旋管筒11(截面通常采用矩形或圆形)，中心筒10外侧面设有多个径向的桨片

12，所述螺旋管筒11通过所述桨片12而固定在中心筒10的外周，同时桨片12也起到搅拌棒

的作用，螺旋管筒11的上端口通过两个或以上的上连通管(13)实现与中心筒10的连通，螺

旋管筒11的下端口通过两个或以上的下连通管(14)实现与中心筒10的连通，中心筒10内部

位置设有螺旋板16，从而在中心筒10的内部形成一个加热气体螺旋通道，中心筒10对应于

螺旋板16的中间段也称为螺旋板段，在螺旋板16下方且位于下连通管14上方的位置设有限

流孔板17；中心筒10上、下均伸出所述外筒体1；上密封盖2安装在外筒1上端，并套在中心筒

10上部，下密封盖3安装在外筒1下端，并套在中心筒10下部，上、下密封盖(2、3)与中心筒10

之间分别设有环形轴套18；

[0035] 在上密封盖2的上方有带减速器的变频电机19，该变频电机对中心筒10进行驱动，

所述下密封盖3下方设有出渣口，该出渣口与出渣装置6连接。

[0036] 所述限流孔板17是一个设有穿孔的圆板，其直径与中心筒内径相同，其穿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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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根据需要设定，其作用是限制进入中心筒螺旋板段的加热气体流量，保持进入中心筒螺

旋板段和螺旋管筒11加热气体量的均匀平衡。

[0037] 所述螺旋管筒11的盘旋半径在中心筒10到外筒8之间。

[0038] 在中心筒10的外壁上，等角度、等距离均匀焊接2‐4个上连通管13和2‐4个下连通

管14，上下连通管(13、14)在与中心筒10和螺旋管筒11焊接之前，先要在中心筒10和螺旋管

筒处11上开凿出与连通管内径相当的气流孔15，不但起到使螺旋管筒11与中心筒10实现连

通的效果用，还起到将螺旋管筒11上下两端固定在中心筒11外壁的作用。

[0039] 在中心筒10和螺旋管筒11之间焊接的多个径向的多个桨片12，其长度小于外筒8

与中心筒10半径之差；桨片12除起到搅拌作用降低热解物料的热阻，促使物料加热均匀外，

还起固定螺旋螺旋管筒11的作用。

[0040] 在外筒8上部侧壁上的进料口连接进料装置5，进料装置5采用活塞加料方式，进料

装置5包括一根与进料口水平相连的进料管51，进料管51内设有活塞52，进料管51的管体顶

部设有进料斗53，进料斗53顶部有上盖54、下部有插板阀55。进料斗53加料时，关闭进料斗

53下部的插板阀55，进料管51中的活塞52抽回，然后打开插板阀55，原料进入水平的进料管

51中，活塞52把原料推入热解装置，以此类推，循环往复，连续、密闭进料。

[0041] 所述的热解气导出装置7包括一根与出气口相连的水平热解气导出管71，导出管

71的外端封闭，导出管71的顶部设有热解气导出口72，该热解气导出口72通过密闭管道与

热解装置外的引风机相连通，导出管71内还设有螺旋推进板73，螺旋推进板73由电机驱动

以将导出管71内热解气中的粉尘颗粒推回外筒体1中。

[0042] 所述出渣装置6与出渣口连接，出渣装置6包括水平冷却管61，在水平冷却管61的

两端则由轴套封堵，水平冷却管61内部安装水平推渣螺旋柱62，平推渣螺旋柱62的两端分

别嵌入安装在水平冷却管61两端封堵的轴套上，并由电机驱动，水平冷却管61一端上方连

接一个下渣管63，另一端底部设有出渣管64，在水平冷却管61外壁的下渣管63和出渣管64

之间，盘旋有冷却水钢管65(截面通常采用矩形或圆形)，下渣管63与所述热解炉的出料口

竖直相连，下渣管63上设有上下两个出渣插板阀66，在上下两个出渣插板阀66之间，有一个

电磁分离器67用于电磁分离金属物质。热解炭残渣通过下渣管63落入水平冷却管61的一

端，由水平推渣螺旋柱62推进，经过水平冷却管61冷却后，从另一端出渣管64排出，冷却的

炭残渣装袋，可用来精制炭黑或掺烧锅炉。

[0043] 冷却水由水平冷却管61的冷却水钢管65靠近出渣管64的一端进入，从靠近下渣管

63的一端排出，风冷后循环利用。

[0044] 采用螺旋出渣、螺旋管冷却方式，出渣过程连续密闭，安全可靠。

[0045] 本发明的使用方法

[0046] 在热解装置内少量加入炭黑、焦粉等底料，开启内筒体的电动机和减速机，让内筒

体处于旋转搅拌状态，开启出渣装置水平推料螺旋，使底料充满水平螺旋套管，停止水平推

料螺旋转动，在螺旋套管中的底料起到密封出料口作用。

[0047] 开启自热风炉，把热烟气调整到合适的温度，热烟气分两路进入热解装置，第一路

热烟气从外筒体下部侧向进入，经过外筒体的螺旋通道放出热量，形成外筒体的外热源，冷

烟气则从外筒体上部侧向排出。第二路热烟气由中心筒底部进入，其中的一股热烟气通过

中心筒的限流孔板直接进入螺旋段，在螺旋段释放热量，形成内筒体的中心热源；另一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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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通过气流孔、径向连通管进入螺旋管筒，在螺旋管筒中释放热量，形成中间热源，中心

热源和中间热源共同构成了内筒体的内热源。当热解装置温度达到80‐100℃时，就可以正

式投料。由于热解的有机固废不同，由热风炉来的热烟气调节温度就不同，一般说来，废弃

塑料热解的适宜温度为270‐310℃，废弃轮胎热解温度为420‐460℃，而进入热解装置的热

烟气温度要高于热解温度150℃左右。释放热量的冷烟气通过引风机抽吸经过烟囱高空排

放，另一部分冷烟气回到热风炉用于调节热烟气温度，并实现低氮燃烧。引风机还可以使热

解装置的加热烟气负压流动，有利于密封。

[0048] 一般说来有机固废大都是热的不良导体，其粒度越小，不断地搅拌有利于热解。以

热解废弃轮胎为例，当热解装置达到合适的温度时，加入废弃轮胎碎块，第一步，关闭进料

装置料斗下料插板阀，打开料斗上盖加满料，关闭进料装置料斗上盖。第二步，把活塞抽回

到活塞缸体加料端，打开进料装置料斗下料插板阀，废弃轮胎碎块落入水平活塞缸体，水平

活塞向前推料，把物料推入热解装置。第三步，关闭进料装置料斗下料插板阀，打开料斗上

盖加满料，把活塞抽回到活塞缸体加料端，关闭进料装置料斗上盖。以此循环往复，连续密

闭进料，这样既保证加料过程中热解气不向外泄漏，又可以解决物料受热出现加料不畅等

问题。

[0049] 物料进入热解装置后，吸收外筒体，内筒体的中间段和螺旋管筒传递过来的热量，

受重力作用逐步下降而产生热解，另外受桨片不断搅拌作用，使物料受热均匀，降低热阻而

加快热解。热解析出的气体由外筒体上出气口排出，出气口通过密闭管道和设备与热解装

置外的引风机相连通，物料在热解装置内微负压热解，在热解装置外热解气通过冷凝冷却

回收热解油，热解油可以提取45％左右的异丁烯，剩余部分可以加工成燃油；不凝气体经过

净化去除有害物质，经过压缩回收液化石油气，剩余不可压缩燃气进入热风炉燃烧，生成热

烟气用于回炉加热。在出气口的热解气导出装置，热解气体通过螺旋板间隙连续排出，带出

的粉尘、油泥等通过螺旋不断地被捕集并推回热解装置中。

[0050] 当物料在热解装置内达到一定高度和停留一定时间后，碳氢化合物受热得到充分

热解并析出，不能热解的炭残渣即粗炭黑，受重力和搅拌作用不断下降，进入下渣管，在下

渣管含有钢丝的炭残渣受电磁分离作用分离，炭残渣进入到水平出渣装置。在出渣装置炭

残渣在螺旋的作用下，从出渣装置的一端经推动到另一端的出渣管。同时，炭残渣通过水平

出渣装置外夹套的冷却作用，温度从热解温度下降到常温。在出渣装置的出渣管炭残渣通

过装袋机装袋。炭残渣可用来精制炭黑或掺烧锅炉。水平出渣装置的外夹套采用循环水冷

却，冷却水由水平出渣装置外加套的出料端进入，从水平出渣装置外加套的进料端排出，冷

却水经过风冷后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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