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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固体废物处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固体废物处理装置，

该处理装置包括：混料装置，用于将固体废物和

造渣剂按照设定比例均匀混合，得到混合料；进

料装置，用于不断地将混合料匀速均布落料至等

离子熔融装置；等离子熔融装置，用于对混合料

进行转移型直流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使得混合

料裂解和重组，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熔融态的

合金金属液和等离子体炉尾气；尾气处理装置，

用于不断地收集并净化等离子体炉尾气为洁净

尾气；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用于不断地收集并

冷却玻璃液以获得多种玻璃产品；粗合金收集装

置，用于定期收集并冷却合金金属液以得到相应

的合金金属。解决了现有处理技术成本高、占地

大、安全隐患高、二次污染和处理周期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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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包括：混料装置、进料

装置、等离子熔融装置、尾气处理装置、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和粗合金收集装置；

所述混料装置，用于将固体废物和造渣剂按照设定比例均匀混合，得到混合料；

所述进料装置，分别与所述混料装置和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连接，用于不断地将所述

混合料匀速均布落料至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

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用于对所述混合料进行转移型直流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使得所

述混合料裂解和重组，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熔融态的合金金属液和等离子体炉尾气；

所述尾气处理装置，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尾气输出端连接，用于不断地收集并净

化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为洁净尾气；

所述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玻璃液输出端连接，用于不断地

收集并冷却所述玻璃液以获得多种玻璃产品；

所述粗合金收集装置，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合金金属液输出端连接，用于定期收

集并冷却所述合金金属液以得到相应的合金金属；其中，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包括：等离子

熔融炉、第一中空石墨电极、第二中空石墨电极，所述第一中空石墨电极作为负极位于所述

等离子熔融炉的顶部，所述第二中空石墨电极作为正极位于所述等离子熔融炉的底部，所

述第一中空石墨电极和所述第二中空石墨电极用于在所述第一中空石墨电极和所述第二

中空石墨电极两端施加电压时将等离子体工艺气体电离产生高温等离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还包

括：进料口和导电耐火材料，

所述进料口、所述尾气输出端、所述玻璃液输出端和所述合金金属液输出端位于所述

等离子熔融炉的侧壁，

所述导电耐火材料位于所述等离子熔融炉内的底部，所述等离子熔融炉采用水冷系统

对所述导电耐火材料降温，以减少所述玻璃液和所述等离子体对所述等离子熔融炉的侵

蚀。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处理装置包括：燃

烧室、急冷塔、袋式过滤器、洗涤塔和引风机，

所述燃烧室、急冷塔、袋式过滤器、洗涤塔和引风机依次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袋式过滤器用于清除二

次飞灰，所述洗涤塔中存储有碱性溶液以吸收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中的酸性气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尾气处理装置还包括：

吸附装置，所述吸附装置用于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在所述燃烧室中高温燃烧、所述急冷塔

降温后，吸收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在所述燃烧室中高温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废物包括：有机物、

无机物和不活泼金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废物处理装置还包

括：

余热锅炉，所述余热锅炉位于所述燃烧室和所述急冷塔之间，用于利用所述等离子体

炉尾气的余热生产蒸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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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固体废物处理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固体废物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危险固体废物来源广泛且种类繁多，其具有毒性、腐蚀

性、易燃性、反应性和直接燃烧释放有毒物质等特点。使用传统的焚烧处理工艺容易生成二

噁英等致癌气体，造成大气污染，威胁人类健康。同时，危险固体废物中含有的重金属、卤素

等元素超过传统焚烧工艺可承受的范围，故使用传统焚烧工艺处理危险固体废物已无法满

足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危害健康及安全。使用填埋处理技术，成本高、占地大、处理效率极

慢，其释放的毒性容易超标而造成土地资源及地下水资源的严重二次污染，对环境造成长

期破坏。

[0003] 综上，危险固体废物的现有处理技术存在着成本高、占地大、安全隐患高、二次污

染和处理周期长等问题。因为，亟需一种危险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理的系统及方法，最终实现

危险固体废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的目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固体废物处理装置，解

决了现有处理技术存在着成本高、占地大、安全隐患高、二次污染和处理周期长的问题。

[0005]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固体废物处理装置，所述固体废物

处理装置包括：混料装置、进料装置、等离子熔融装置、尾气处理装置、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

和粗合金收集装置；

[0006] 所述混料装置，用于将固体废物和造渣剂按照设定比例均匀混合，得到混合料；

[0007] 所述进料装置，分别与所述混料装置和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连接，用于不断地将

所述混合料匀速均布落料至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

[0008] 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用于对所述混合料进行转移型直流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使

得所述混合料裂解和重组，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熔融态的合金金属液和等离子体炉尾气；

[0009] 所述尾气处理装置，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尾气输出端连接，用于不断地收集

并净化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为洁净尾气；

[0010] 所述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玻璃液输出端连接，用于不

断地收集并冷却所述玻璃液以获得多种玻璃产品；

[0011] 所述粗合金收集装置，与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合金金属液输出端连接，用于定

期收集并冷却所述合金金属液以得到相应的合金金属。

[0012] 可选地，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包括：等离子熔融炉、第一中空石墨电极、第二中空

石墨电极，

[0013] 所述第一中空石墨电极作为负极位于所述等离子熔融炉的顶部，所述第二中空石

墨电极作为正极位于所述等离子熔融炉的底部，等离子体工艺气体通过所述第一中空石墨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214108256 U

3



电极的中空结构进入所述等离子熔融炉，所述第一中空石墨电极和所述第二中空石墨电极

两端施加电压时将所述等离子体工艺气体电离产生高温等离子。

[0014] 可选地，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还包括：进料口和导电耐火材料，

[0015] 所述进料口、所述尾气输出端、所述玻璃液输出端和所述合金金属液输出端位于

所述等离子熔融炉的侧壁，

[0016] 所述导电耐火材料位于所述等离子熔融炉内的底部，所述等离子熔融炉采用水冷

系统对所述导电耐火材料降温，以减少所述玻璃液和所述等离子体对所述等离子熔融炉的

侵蚀。

[0017] 可选地，所述尾气处理装置包括：燃烧室、急冷塔、袋式过滤器、洗涤塔和引风机，

[0018] 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依次通过所述燃烧室、急冷塔、袋式过滤器、洗涤塔处理后，

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净化为洁净尾气，

[0019] 经过尾气连续监测系统测试合格后，所述引风机将所述洁净尾气排入大气层。

[0020] 可选地，所述袋式过滤器用于清除二次飞灰，所述洗涤塔中存储有碱性溶液以吸

收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中的酸性气体。

[0021] 可选地，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在所述燃烧室中高温燃烧、所述急冷塔降温后，将所

述等离子体炉尾气送入吸附装置，以吸收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在所述燃烧室中高温燃烧过

程中产生的二噁英。

[0022] 可选地，所述混合料中还包括：还原剂，

[0023] 根据所述固体废物的化学成分，确定所述造渣剂和所述还原剂的种类和用量。

[0024] 可选地，所述固体废物包括：有机物、无机物和不活泼金属，

[0025] 利用所述造渣剂和所述还原剂，所述高温等离子将所述有机物分解为所述等离子

体炉尾气，将所述无机物熔融玻化成所述玻璃液，将所述不活泼金属还原为金属单质。

[0026] 可选地，所述等离子熔融装置的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温度包括：5000至10000摄氏

度，所述燃烧室的处理温度包括：1100摄氏度，所述急冷塔将所述等离子体炉尾气降温至

180至200摄氏度之间。

[0027] 可选地，所述固体废物处理装置还包括：

[0028] 余热锅炉，所述余热锅炉位于所述燃烧室和所述急冷塔之间，用于利用所述等离

子体炉尾气的余热生产蒸汽。

[0029]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等离子熔融装置对混合料进行转移

型直流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使得混合料裂解和重组，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熔融态的合金

金属液和等离子体炉尾气，尾气处理装置不断地收集并净化等离子体炉尾气为洁净尾气，

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不断地收集并冷却玻璃液以获得多种玻璃产品，粗合金收集装置定期

收集并冷却合金金属液以得到相应的合金金属，实现对危险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并回收

资源，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030] 另外，使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来处理固体废物，自动化程

度高、操作灵活(开炉和停炉皆容易操作)、工人劳动强度低、噪音低、工作环境友好、处理周

期短；无需采用传统焚烧处理工艺和填埋技术，占地省、维护费用低，不会对土地资源及地

下水资源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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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1]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描述，本实用新型的上述以及其他目的

特征和优点将更为清楚。

[0032] 图1示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2示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的结构框图。

[0034] 图3示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等离子熔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实用新型。在各个附图中，相同的组件采用类似

的附图标记来表示。为了清楚起见，附图中的各个部分没有按比例设置。此外，可能未示出

某些公知的部分。

[0036] 在下文中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许多特定的细节，以便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

但正如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理解的那样，可以不按照这些特定的细节来实现本实用新

型。

[0037] 图1示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2示出了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的结构框图。

[0038]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包括：混料装置110、

进料装置120、等离子熔融装置130、尾气处理装置140、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150和粗合金收

集装置160。

[0039] 混料装置110，用于将固体废物和造渣剂按照设定比例均匀混合，得到混合料。在

一些实施例中，混合料中还包括：还原剂。混料装置110，还用于将固体废物、造渣剂和还原

剂按照设定比例均匀混合，得到混合料。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固体废物的化学成分，确定造

渣剂和还原剂的种类和用量。在分析固体废物的化学成分，且确定造渣剂、还原剂的种类和

用量之后，以形成低熔点、低粘度之玻璃熔融液为目标，兼顾造渣剂、还原剂的用量和单价，

将固体废物(即灰渣等)与造渣剂、还原剂依设定比例均匀混和形成混合料，该混合料经过

皮带轮等输送设备，匀速连续不断地投入等离子熔融装置130内；残渣危险固体废物等通常

按70％至85％残渣危险固体废物和大约10％沙子(如果需要)的重量比例混合均匀。需要说

明的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能处置多种危险固体废物，对危险固体

废物的热值没有要求。尤其适合处置热值较低且含有重金属(如电镀污泥、危险固体废物焚

烧底渣)或贵金属(如废催化剂)的危险固体废物。

[004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一年可以处理16489吨电弧炉粉尘及氩

氧脱碳炉粉尘，还可以处理3556吨轧钢皮，合计一年处理20045吨固体废物。使用的造渣剂

例如为石灰，石灰与粉尘的用量比例为每吨粉尘使用3至6公斤石灰。使用的还原剂例如为

焦炭，焦炭与粉尘的用量比例为每吨粉尘约使用185公斤焦炭。

[0041] 进料装置120，分别与混料装置110和等离子熔融装置130连接，用于不断地将混合

料匀速均布落料至等离子熔融装置130。

[0042] 等离子熔融装置130，用于对混合料进行转移型直流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使得混

合料裂解和重组，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熔融态的合金金属液和等离子体炉尾气。固体废物

包括：有机物、无机物和不活泼金属。利用造渣剂和还原剂，高温等离子将有机物分解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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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体炉尾气，将无机物熔融玻化成玻璃液，将不活泼金属还原为金属单质。需要说明的

是，等离子熔融装置130能有效消除危险固体废物中的大分子含卤有机物(如多氯联苯)，成

为传统回转窑危险固体废物处置的有效补充。

[0043] 图3示出了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等离子熔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如图1和图3所示，

等离子熔融装置130包括：等离子熔融炉131、进料口132、尾气输出端133、玻璃液输出端134

和合金金属液输出端135、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第二中空石墨电极137和导电耐火材料

138。

[0044] 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作为负极位于等离子熔融炉131的顶部，第二中空石墨电极

137作为正极位于等离子熔融炉131的底部，等离子体工艺气体(例如N2)通过第一中空石墨

电极136的中空结构进入等离子熔融炉131，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和第二中空石墨电极137

两端施加电压(例如，200V直流电压)时将等离子体工艺气体电离产生5000至10000摄氏度

的高温等离子。5000至10000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将浮在等离子熔融炉131内熔融的玻璃液

表面的混合料快速熔融，该熔融态物料中的无机物形成玻璃液，熔融玻璃液具有导电性，其

产生的电阻热与等离子体共同将等离子熔融炉131内熔融液(玻璃液和合金金属液)温度维

持在约1600摄氏度以上。混合料中的非活泼金属多数被还原成金属单质，金属单质形成合

金金属液，玻璃液与合金金属液在等离子熔融炉131内因比重不同而分层。等离子熔融炉

131内为微负压操作，等离子熔融炉131内的气压大约为‑50至‑10Pa。

[0045]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和第二中空石墨电极137两端施加电压(例

如，200V直流电压)时将等离子体工艺气体电离产生转移型直流高温等离子体，直流高温等

离子体具有热效率高、噪音低、弧光稳定不易断弧，利于电源及电网稳定，避免形成磁场/等

离子熔融炉131内混乱电流；转移型直流高温等离子体具有更高的效率、可以让电流穿过

(并加热)物料，而不仅仅是表面加热，且产生较少的二次灰。

[004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采用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和第二中空石墨电极137(而不是金

属电极)处置危险固体废物。与金属电极相比石墨电极优点明显，主要包括以下优点：

[0047] (1)比金属电极节能10％左右，原因是石墨电极不需要水冷却，金属电极通常需要

水冷及气冷保护。

[0048] (2)石墨电极不怕危险固体废物中的氯、氟、溴、硫等元素的腐蚀。

[0049] (3)石墨电极安全(不存在漏水的风险)。

[0050] (4)石墨电极无需维护。

[0051] (5)石墨电极便宜，在国内可购买，不必依赖特定供应商的专利备品备件。

[0052] (6)石墨电极用气量只有金属电极的10％左右，引起的携带灰(二次灰)较少，这意

味着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的使用者可以节省尾气系统的设备投资，并且

处理二次灰的成本也相应降低。

[0053] (7)使用N2(而不是压缩空气)作为石墨电极的等离子体工艺气体，在等离子熔融

炉131内产生的NOx几乎为零，因此尾气系统不必安装昂贵的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处理设

备。

[0054] 进料口132、尾气输出端133、玻璃液输出端134和合金金属液输出端135位于等离

子熔融炉131的侧壁。导电耐火材料138位于等离子熔融炉131内的底部，等离子熔融炉131

采用水冷系统对导电耐火材料138降温，以减少玻璃液和等离子体对等离子熔融炉131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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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

[005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等离子熔融炉131的外径为4.7m，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的

直径为300mm，等离子熔融炉131的安装功率为7MW，使用功率为5.6MW，等离子熔融炉131的

热效率为72％，最大电流为20000A，每处理一吨粉尘等离子熔融炉131电耗为1580至

1648kWh，每处理一吨粉尘第一中空石墨电极136消耗为2.3kg(1.4kg/MWh)。

[0056] 尾气处理装置140，与等离子熔融装置130的尾气输出端133连接，用于不断地收集

并净化等离子体炉尾气为洁净尾气。尾气处理装置140包括：燃烧室141、急冷塔142、袋式过

滤器143、洗涤塔144和引风机145。等离子体炉尾气依次通过燃烧室141、急冷塔142、袋式过

滤器143、洗涤塔144处理后，等离子体炉尾气净化为洁净尾气。经过尾气连续监测系统146

测试合格后，引风机145将洁净尾气排入大气层。

[0057] 具体地，等离子体炉尾气经尾气输出端133传输至燃烧室141，在1100摄氏度的高

温下将CO和CH4等可燃性气体彻底氧化。从燃烧室141出来的等离子体炉尾气送至急冷塔

142内迅速降温至180至200摄氏度。在一些实施例中，等离子体炉尾气在燃烧室141中高温

燃烧、急冷塔142降温后，将等离子体炉尾气送入吸附装置(活性炭)，以吸收等离子体炉尾

气在燃烧室141中高温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袋式过滤器143用于清除等离子体炉尾气

在燃烧室141、急冷塔142中处理的过程中产生的二次飞灰(这里的二次飞灰包括：被等离子

体炉尾气携带的没有被熔融的飞灰、挥发的盐、注入的活性炭等)。等离子体炉尾气经过袋

式过滤器143后其中的二次飞灰被捕获，使得等离子体炉尾气变得洁净。洗涤塔144中存储

有碱性溶液(例如，NaOH溶液)以吸收等离子体炉尾气中的酸性气体(这里的酸性气体包括：

等离子体炉尾气中含有的SO2和少量未被吸收的HCl气体)，得到无尘无酸的洁净尾气。经过

尾气连续监测系统146测试合格后，引风机145将洁净尾气输送至由末端烟囱并排入大气

层。

[0058] 在一些实施例中，固体废物处理装置还包括：余热锅炉(未示出)，余热锅炉位于燃

烧室141和急冷塔142之间，用于利用等离子体炉尾气的余热生产蒸汽。固体废物内的二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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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大部分重金属

被固定在熔融玻璃液中，少部分重金属通过携带或挥发进入燃烧室141。等离子熔融炉131

产生的等离子体炉尾气的流量非常低，投入的每吨飞灰约产生120～300Nm3的等离子体炉

尾气，温度约1200摄氏度。燃烧室141的处理温度为1100摄氏度，1100摄氏度的等离子体炉

尾气通过余热锅炉后温度降为500摄氏度，热量被利用来产生蒸汽。随后，从燃烧室141出来

的尾气将在急冷塔142内迅速降温至180至200摄氏度。随后将等离子体炉尾气送入吸附装

置(活性炭)，以吸收等离子体炉尾气在燃烧室141中高温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噁英。随后，

将等离子体炉尾气送入袋式过滤器143清理二次飞灰(这里的二次飞灰包括：被等离子体炉

尾气携带的没有被熔融的飞灰、挥发的盐、注入的活性炭等)，送入洗涤塔144吸收等离子体

炉尾气中的酸性气体(这里的酸性气体包括：等离子体炉尾气中含有的SO2和少量未被吸收

的HCl气体)。二次飞灰一般可能占投入的飞灰的1～7％。为了降低二次飞灰的最终处置量，

需要精确控制等离子熔融炉131内压强，同时将部分二次飞灰重新熔融；这样有可能将二次

飞灰最终控制在投入残渣的1～3％左右(具体值待确定，因与投入残渣的组分有关)。

[0059] 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150，与等离子熔融装置130的玻璃液输出端134连接，用于不

断地收集并冷却玻璃液以获得多种玻璃产品。例如，玻璃液流进模具或水淬池或经传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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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慢慢冷却，以获得不同的玻璃产品。生成的玻璃产品致密且稳定，是路基材料、保温材料

的候选物料。

[0060] 粗合金收集装置160，与等离子熔融装置130的合金金属液输出端135连接，用于定

期收集并冷却合金金属液以得到相应的合金金属，通常每连续进料15至60天后，打开合金

金属液输出端135一次。合金金属送下家精炼。在一些实施例中，熔融合金金属液排放频率

为5.6小时/次，收集到的合金产品为7030吨/年。回收率和相关的运营参数视产品价格和日

常开支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据估算自1991年以来靠回收不锈钢粉尘、轧钢皮等，已创造了约

1.9亿美元的价值。

[0061] 根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等离子熔融装置对混合料进行转移

型直流等离子高温熔融处理使得混合料裂解和重组，得到熔融态的玻璃液、熔融态的合金

金属液和等离子体炉尾气，尾气处理装置不断地收集并净化等离子体炉尾气为洁净尾气，

玻璃态产物收集装置不断地收集并冷却玻璃液以获得多种玻璃产品，粗合金收集装置定期

收集并冷却合金金属液以得到相应的合金金属，实现对危险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并回收

资源，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0062] 另外，使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固体废物处理装置来处理固体废物，自动化程

度高、操作灵活(开炉和停炉皆容易操作)、工人劳动强度低、噪音低、工作环境友好、处理周

期短；无需采用传统焚烧处理工艺和填埋技术，占地省、维护费用低，不会对土地资源及地

下水资源造成二次污染。

[0063] 应当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

包括所述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0064] 依照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如上文所述，这些实施例并没有详尽叙述所有的细节，

也不限制该实用新型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例。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

已，并不用已限制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再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

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些许变更或修饰等，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本

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

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利用本实用新型以及在本实用新型基础上的修改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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