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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

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公

开了一种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

供氧系统，包括供氧风机、热风炉、燃烧室和烘炉

机构，所述供氧风机的进风管路连接至垃圾房

内，将垃圾房内的空气吸出，供氧风机的出风管

路连接至热风炉的进气口，热风炉的排气口通过

排气管分别连接至气化总室内的烘炉机构和燃

烧室，所述烘炉机构位于燃烧室上方，烘炉机构

连通至燃烧室，热风炉的排气管分成多路连接至

烘炉机构，所述供氧风机输出高压空气至热风

炉，经热风炉的加热成热风，热风经排气管送至

烘炉机构和燃烧室，热风为烘炉机构和燃烧室提

供氧气。本实用新型为各垃圾处理装备提供氧气

供应并保持工作时合理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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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供氧风机、热

风炉、燃烧室和烘炉机构，所述供氧风机的进风管路连接至垃圾房内，将垃圾房内的空气吸

出，供氧风机的出风管路连接至热风炉的进气口，热风炉的排气口通过排气管分别连接至

气化总室内的烘炉机构和燃烧室，所述烘炉机构位于燃烧室上方，烘炉机构连通至燃烧室，

热风炉的排气管分成多路连接至烘炉机构，所述供氧风机输出高压空气至热风炉，经热风

炉的加热成热风，热风经排气管送至烘炉机构和燃烧室，热风为烘炉机构和燃烧室提供氧

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燃烧室的烟气出口经热交换器连接至热风炉的换热舱，所述热风炉的换热舱与供氧风

机的出风口连接，所述供氧风机的出风口连接换热多管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风炉的出气舱通过管道连接文丘里和布袋除尘机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热风炉的出气舱经文丘里和布袋除尘机构连接至喷淋塔，喷淋塔上的进风口位于喷淋

塔的下部。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氧风机位于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一侧边。

6.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热风炉包括从上至下连通的进气舱、换热舱和出气舱，所述换热舱上设置

供氧法兰管，所述供氧法兰管的外侧设置氧气进出口，所述供氧风机连接至进气舱，所述烘

炉机构和燃烧室连接至出气舱。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换热舱为多个，上下排列并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烘炉机构的壳体顶部设有多个供氧孔，所述供氧孔连接至热风炉的排气

管，热风炉的排气管分成4至8路支管，每个支管连接至一个供氧孔。

9.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

其特征在于：所述烘炉机构的上端为垃圾入口，下方为燃烧室，燃烧室的壳体上设置供氧

孔，所述供氧孔连通至烘炉机构。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燃烧室上的烟气出口位于燃烧室壳体的侧边，在烟气出口上设置多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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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的是一种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

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垃圾热解气化装置是指利用高温氧化作用处理生活垃圾，将生活垃圾在高温

下燃烧，使生活垃圾中的可燃废物转变为二氧化碳和水等的装置。焚烧后的灰、渣仅为生活

垃圾原体积的10%以下，从而大大减少了固体废物量。在进行热解气化的同时，必须要考虑

到充分燃烧和进行进一步的烟气处理，以减少焚烧产生的有害物质进入大气，同时还需考

虑到将焚烧产生的热量进行有效的资源化利用，以提高其节能环保的性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种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

气循环供氧系统，为各垃圾处理装备提供氧气供应并保持工作时合理热管理。

[0004] 本实用新型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其特征是，包括供氧风机、热

风炉、燃烧室和烘炉机构，所述供氧风机的进风管路连接至垃圾房内，将垃圾房内的空气吸

出，供氧风机的出风管路连接至热风炉的进气口，热风炉的排气口通过排气管分别连接至

气化总室内的烘炉机构和燃烧室，所述烘炉机构位于燃烧室上方，烘炉机构连通至燃烧室，

热风炉的排气管分成多路连接至烘炉机构，所述供氧风机输出高压空气至热风炉，经热风

炉的加热成热风，热风经排气管送至烘炉机构和燃烧室，热风为烘炉机构和燃烧室提供氧

气。

[0006] 进一步，所述燃烧室的烟气出口经热交换器连接至热风炉的换热舱，所述热风炉

的换热舱与供氧风机的出风口连接，所述供氧风机的出风口连接换热多管道。

[0007] 进一步，所述热风炉的出气舱通过管道连接文丘里和布袋除尘机构。

[0008] 进一步，所述热风炉的出气舱经文丘里和布袋除尘机构连接至喷淋塔，喷淋塔上

的进风口位于喷淋塔的下部。

[0009] 进一步，所述供氧风机位于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一侧边。

[0010] 进一步，所述热风炉包括从上至下连通的进气舱、换热舱和出气舱，所述换热舱上

设置供氧法兰管，所述供氧法兰管的外侧设置氧气进出口，所述供氧风机连接至进气舱，所

述烘炉机构和燃烧室连接至出气舱。

[0011] 进一步，所述换热舱为多个，上下排列并连通。

[0012] 进一步，所述烘炉机构的壳体顶部设有多个供氧孔，所述供氧孔连接至热风炉的

排气管，热风炉的排气管分成4至8路支管，每个支管连接至一个供氧孔。

[0013] 进一步，所述烘炉机构的上端为垃圾入口，下方为燃烧室，燃烧室的壳体上设置供

氧孔，所述供氧孔连通至烘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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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所述燃烧室上的烟气出口位于燃烧室壳体的侧边，在烟气出口上设置多

孔板。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为垃圾处理设备提供合理的氧气供给，垃圾焚烧更彻底；

[0017] （2）合理的热量管理，将垃圾处理效率提升；

[0018] （3）烟气热量充分利用。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个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另一视角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3是烘炉机构4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2] 附图4是燃烧室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附图5是热风炉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中的标号分别为：

[0025] 1. 供氧风机；             2. 热风炉；

[0026] 3.  燃烧室；               4.  烘炉机构；

[0027] 5. 供氧孔；               6. 垃圾通道；

[0028] 7.  燃烧腔供氧孔；         8.  烟气出口；

[0029] 9. 管道；                 10. 喷淋塔；

[0030] 11. 出气舱；              12. 换热舱；

[0031] 13.  进气舱；              14.多孔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烟气循环供氧系统的具

体实施方式作详细说明。

[0033] 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通过将垃圾进行干燥焚化，利用供氧循环和烟气循环

的合理布置，实现从供氧至无害化排气的全流程管理。

[0034] 参见附图1、2，烟气循环供氧系统包括供氧风机1、热风炉2、燃烧室3和烘炉机构4，

供氧风机1的进风管路连接至垃圾房内，将垃圾房内的空气吸出，供氧风机1的出风管路连

接至热风炉2的进气口，热风炉2的排气口通过排气管连接至烘炉机构4，烘炉机构4位于燃

烧室3上方，烘炉机构4连通至燃烧室3，热风炉2的排气管分成多路连接至烘炉机构4。

[0035] 供氧风机1输出高压空气至热风炉2，经热风炉2的加热成热风，热风经排气管送至

烘炉机构4和燃烧室3，热风为烘炉机构4提供加热并为燃烧室3提供氧气。

[0036] 参见附图3,烘炉机构4的壳体顶部设有多个供氧孔5，供氧孔5连接至热风炉2的排

气管，热风炉2的排气管分成4至8路支管，每个支管连接至一个供氧孔5。当烘炉机构4中的

烟气量太大时，其顶部的供养孔5便成为吸气孔，将烘炉机构4内的烟气抽出会同氧气一起

混合后直接送至燃烧室3内燃烧。

[0037] 参见附图4，燃烧室3的烟气出口8连接至热风炉2的换热舱12，热风炉2的换热舱12

与供氧风机1的出风热交换。燃烧室3上的烟气出口8位于燃烧室3壳体的侧边，在烟气出口8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2362026 U

4



上设置多孔板14。燃烧室3的壳体为中空结构，在壳体上端设置垃圾通道6，通道下方为燃烧

腔，垃圾通道6的下端连通至燃烧腔，燃烧腔从垃圾通道6的下端至上端方向布置，壳体上在

壳体的壁上设置若干燃烧腔供氧孔7，燃烧腔供氧孔7连通至烘炉机构4。在燃烧腔的下方设

置出渣机构，在燃烧腔上设置烟气出口8。

[0038] 供氧风机1位于多辊式生活垃圾热解气装置一侧边。当热解气装置外安装房屋结

构时，为供氧风机1预留进风口。供氧风机1连接至热风炉2的管道9为布袋除尘管。

[0039] 此外，供氧风机1还连接至喷淋塔10，喷淋塔10上的进风口位于喷淋塔10的下部。

[0040] 参见附图5，热风炉2包括从下至上连通的进气舱13、换热舱12和出气舱11，换热舱

12上设置供氧法兰管，供氧法兰管的外侧设置氧气进出口，供氧风机1连接至进气舱13，烘

炉机构4连接至出气舱11。换热舱12为多个，上下排列并连通.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

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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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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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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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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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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