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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废弃生物质资源化及生物炭技

术领域，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

系统及方法，利用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

化炉对畜禽粪便进行干燥和热解炭化处理，烘干

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采用夹套式炉。

高温炭化炉产生的热解气经燃烧器燃烧后对高

温炭化炉进行供热，低温炭化炉和烘干炉利用高

温碳化炉夹套排出气体余热进行供热。高温炭化

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后，输送

到畜禽粪便炭储罐中储存，经过换热冷却器的热

空气由引风机输送到燃烧器中与热解气混合燃

烧。该系统通过分级炭化提高解热气热值，利用

热解气燃烧产生的热能为炭化设备加热，实现废

弃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经济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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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包括：

沿畜禽粪便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烘干炉、低温炭化炉、高温炭化炉、换热冷却器和生物炭

储罐；

所述的烘干炉设有畜禽粪便进口，所述的烘干炉还设有水蒸气出口，该水蒸气出口连

接有第一气液分离装置，所述的第一气液分离装置设有冷凝水出口和废气出口，该冷凝水

出口连接有生物滤池，该废气出口连接有生物滴滤塔；

所述的低温炭化炉设有热解气出口，所述的低温炭化炉的热解气出口连接有第二气液

分离装置，所述的第二气液分离装置设有热解油出口和燃气出口，所述的第二气液分离装

置的热解油出口连接到生物质油储罐，所述的第二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连接有二氧化

碳吸收装置，所述的二氧化碳吸收装置的出气口连接有燃烧器；

所述的高温炭化炉设有热解气出口，所述的高温炭化炉的热解气出口连接有第三气液

分离装置，所述的第三气液分离装置设有热解油出口和燃气出口，所述的第三气液分离装

置的热解油出口连接到生物质油储罐，所述的第三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连接到所述燃

烧器，所述的燃烧器与所述高温炭化炉连接；

所述的换热冷却器与所述高温炭化炉连接；

所述的生物炭储罐与所述换热冷却器连接；

该方法具体包括：

1)将畜禽粪便通过螺旋输送器采用连续进料方式依次输入到烘干炉、低温炭化炉、高

温炭化炉、换热冷却器和生物炭储罐；

2)烘干炉的温度控制在100～200℃，畜禽粪便在烘干炉中的停留时间为60～120min，

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后经第一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冷凝水废液进入生物滤池处理，废气进入

生物滴滤塔处理，消除异味后的废气排空；

3)低温炭化炉的温度控制在200～400℃，畜禽粪便在低温炭化炉中的停留时间为60～

120min，产生的热解气经第二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后，热解油进入生物质油储罐，气体经过二

氧化碳吸收装置净化后，净化后的气体进入燃烧器供热；

4)高温炭化炉的温度控制在400～700℃，畜禽粪便在高温炭化炉中的停留时间为60～

120min，产生的热解气经第三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后，热解油进入生物质油储罐，可燃气体输

送到燃烧器供热；

5)燃烧器燃烧产生的热烟气输入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中对高温碳化炉进行加热，低

温炭化炉由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进行加热，烘干炉由低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

导出的烟气进行加热；

6)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后，输送到畜禽粪便炭储罐中储

存，经过换热冷却器的热空气由引风机输送到燃烧器中与热解气混合燃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烘干炉、低温

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包括旋转输送禽粪便的管道炉和设置在所述管道炉外周的加热夹

套，所述的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导入到所述的低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中，所

述的低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导入到所述的烘干炉的加热夹套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旋转输送禽粪

便的管道炉为设置有螺旋输送器的管道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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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换热冷却器为

夹套列管式冷却器，所述的夹套列管式冷却器的畜禽粪便输送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30

～45°，所述的夹套列管式冷却器内的夹套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所述的燃烧器设有引风

机，该引风机的进风口与所述夹套的出风口相连，所述的引风机出风口与所述燃烧器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低温炭化炉和

高温炭化炉均有独立的温控单元和温度补偿单元。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燃烧器设置有

流量控制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

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时，换热冷却器内畜禽粪便输送方向与热交换的空气流动方向

相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燃烧器根据低

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的测温反馈，调节燃气流量实现精确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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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弃生物质资源化及生物炭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

化的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生物炭热解技术是将生物质材料在无氧或缺氧和温度低于700℃条件下热处理，

生成高附加值的生物炭产品。目前以畜禽粪便为原料制备生物炭的研究正引起人们的广泛

关注。热解技术将畜禽粪便转化为生物炭，具有高温杀菌，减少粪便体积，生产生物质能，制

备生物质炭肥的优点，是一条具有环境和经济双重效益的畜禽粪便处置利用的有效途径。

在农业生产上，施用畜禽粪便炭可以减少土壤养分淋失，提升土壤肥力和提高酸性土壤的

pH，同时畜禽粪便炭对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具有较强的吸附性能，可以作为土壤改良

剂，降低土壤中有机或无机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

[0003] 生物质炭化炉设备包含窑式热解炭化炉和固定床式炭化炉，其中窑式炭化炉由于

需要燃烧煤炭等燃料进行加热，温度不易控制，炭化过程中产生的热解气只能排放，运行成

本高，造成了能源的浪费。固定床式炭化炉具有控温精度高、操作方便、得炭率高的优点，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固定床式炭化炉利用热解过程中产生的可燃气体燃烧给固定床式炭化

炉加热，既能解决热解气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又能解决炭化设备所需加热问题。

[0004] 然而，目前缺乏专门针对畜禽粪便炭化的装置和设备，畜禽养殖场的粪污处理已

成为一大难题。畜禽粪便中含有较多水分，热解过程中除产生甲烷、一氧化碳等可燃气体

外，还会产生不燃气体二氧化碳和水蒸气，造成热解气热值低，导致对炭化炉的加热效率

低。因此，特别需要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系统和方法，已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提供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及方法，以解

决热解气热值低、畜禽养殖场粪便处理处置困难的难题。

[0006] 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包括：沿畜禽粪便的输送方向依次设置的烘干炉、

低温炭化炉、高温炭化炉、换热冷却器和生物炭储罐；

[0007] 所述的烘干炉设有畜禽粪便进口，所述的烘干炉还设有水蒸气出口，该水蒸气出

口连接有第一气液分离装置，所述的第一气液分离装置设有冷凝水出口(用于输出冷凝水

和废液)和废气出口，该冷凝水出口连接有生物滤池，该废气出口连接有生物滴滤塔；

[0008] 所述的低温炭化炉设有热解气出口，所述的低温炭化炉的热解气出口连接有第二

气液分离装置，所述的第二气液分离装置设有热解油出口和燃气出口，所述的第二气液分

离装置的热解油出口连接到生物质油储罐，所述的第二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连接有二

氧化碳吸收装置，所述的二氧化碳吸收装置的出气口连接有燃烧器；

[0009] 所述的高温炭化炉设有热解气出口，所述的高温炭化炉的热解气出口连接有第三

气液分离装置，所述的第三气液分离装置设有热解油出口和燃气出口，所述的第三气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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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装置的热解油出口连接到生物质油储罐，所述的第三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连接到所

述燃烧器，所述的燃烧器与所述高温炭化炉连接；

[0010] 所述的换热冷却器与所述高温炭化炉连接；

[0011] 所述的生物炭储罐与所述换热冷却器连接。

[0012] 本发明中，通过禽粪便进口将禽粪便输送进烘干炉，利用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

温炭化炉对畜禽粪便进行干燥和热解炭化处理，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采用

夹套式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产生的热解气经燃烧器燃烧后对高温炭化炉进行供

热，烘干炉由低温炭化炉夹套导出的烟气进行加热，低温炭化炉由高温炭化炉导出的烟气

进行加热。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后，输送到畜禽粪便炭储罐中

储存，经过换热冷却器的热空气由引风机输送到燃烧器中与热解气混合燃烧。该系统通过

分级炭化提高解热气热值，利用热解气燃烧产生的热能为炭化设备加热，实现废弃生物质

资源循环利用，经济效益明显。

[0013] 所述的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沿禽粪便输送方向依次连通，所述的烘

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包括旋转输送禽粪便的管道炉(即在管道炉内设置螺旋

输送器)和设置在所述管道炉外周的加热夹套，所述的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

导入到所述的低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中，对低温炭化炉加热，所述的低温炭化炉的加热夹

套导出的烟气导入到所述的烘干炉的加热夹套中，对烘干炉进行加热，实现能源的循环利

用，从而提高加热效率，提高能源利用率。

[0014] 所述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由可旋转的管道炉和加热夹套构成，炉

膛由具有保温功能的自动进料螺旋输送器连接，烘干炉由低温炭化炉夹套导出的烟气进行

加热，低温炭化炉由高温炭化炉导出的烟气进行加热。

[0015] 所述的换热冷却器为夹套列管式冷却器，所述的夹套列管式冷却器的畜禽粪便输

送方向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30～45°，所述的夹套列管式冷却器内的夹套设有进风口和出

风口，夹套内可供空气流动，所述的燃烧器设有引风机，该引风机的进风口与所述夹套的出

风口相连，所述的引风机出风口与所述燃烧器相连。所述的夹套列管式冷却器内畜禽粪便

输送方向与热交换的空气流动方向相反。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

后，输送到畜禽粪便炭储罐中储存，经过换热冷却器的热空气由引风机输送到燃烧器中与

热解气混合燃烧。

[0016] 所述的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有独立的温控单元和温度补偿单元。

[0017] 所述的燃烧器设置有流量控制单元，根据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的测温反馈，

调节燃气流量实现精确控温。

[0018] 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畜禽粪便通过螺旋输送器依次输

送至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中，以便分离水蒸气、不燃气体和可燃气体，获取畜

禽粪便炭和高热值的可燃气体，提高对炭化炉的加热效率。

[0019] 一种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方法，采用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具体包括：

[0020] 1)将畜禽粪便通过螺旋输送器采用连续进料方式依次输入到烘干炉、低温炭化

炉、高温炭化炉、换热冷却器和生物炭储罐；

[0021] 2)烘干炉的温度控制在100～200℃，畜禽粪便在烘干炉中的停留时间为60～

120min，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后经第一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冷凝水废液进入生物滤池处理，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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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进入生物滴滤塔处理，消除异味后的废气排空；

[0022] 3)低温炭化炉的温度控制在200～400℃，畜禽粪便在低温炭化炉中的停留时间为

60～120min，产生的热解气经第二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后，热解油进入生物质油储罐，气体经

过二氧化碳吸收装置净化后，净化后的气体进入燃烧器供热；

[0023] 4)高温炭化炉的温度控制在400～700℃，畜禽粪便在高温炭化炉中的停留时间为

60～120min，产生的热解气经第三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后，热解油进入生物质油储罐，可燃气

体输送到燃烧器供热；

[0024] 5)燃烧器燃烧产生的热烟气输入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中对高温碳化炉进行加

热，低温炭化炉由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进行加热，烘干炉由低温炭化炉的加

热夹套导出的烟气进行加热，

[0025] 6)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后，输送到畜禽粪便炭储罐中

储存，经过换热冷却器的热空气由引风机输送到燃烧器中与热解气混合燃烧。

[0026] 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时，换热冷却器内畜禽粪便输送

方向与热交换的空气流动方向相反。

[0027] 所述的燃烧器根据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的测温反馈，调节燃气流量实现精确

控温。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9] 该装置采用分级炭化方法，将热解气中的水蒸气、不燃气体和可燃气体有效分离，

显著提高了用于加热燃烧的热解气的热值，提高了对炭化炉的加热效率；充分利用烟气的

余热，对畜禽粪便进行脱水和低温炭化，节约了能源；采用换热器充分利用畜禽粪便炭的余

热，既实现了畜禽粪便炭快速冷却，又实现了热能循环利用。冷却后的畜禽粪便炭输送到密

封储罐中进行储存，整个制备和出炭过程不与外界接触，有效保证了畜禽粪便炭的熟化程

度和品质。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对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系统做详细说明。

[0032]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畜禽粪便分级炭化的系统，包括：沿畜禽粪便的输送方向依

次设置的烘干炉、低温炭化炉、高温炭化炉、换热冷却器和生物炭储罐；

[0033] 烘干炉设有畜禽粪便物料进口，烘干炉还设有水蒸气出口，该水蒸气出口连接有

第一气液分离装置，第一气液分离装置设有冷凝水出口和废气出口，该冷凝水出口连接有

生物滤池，该废气出口连接有生物滴滤塔；

[0034] 低温炭化炉，所述的低温炭化炉设有热解气出口，低温炭化炉的热解气出口连接

有第二气液分离装置，第二气液分离装置设有热解油出口和燃气出口，第二气液分离装置

的热解油出口连接到生物质油储罐的进口，第二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连接到二氧化碳

吸收装置的进口，第二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输出的燃气，经过二氧化碳吸收装置吸收

二氧化碳后输送到燃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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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高温炭化炉设有热解气出口，高温炭化炉的热解气出口连接有第三气液分离装

置，第三气液分离装置同样设有热解油出口和燃气出口，第三气液分离装置的热解油出口

连接到生物质油储罐，第三气液分离装置的燃气出口连接有燃烧器，二氧化碳吸收装置的

出气口也接入到燃烧器，燃烧器与高温炭化炉连接；

[0036] 换热冷却器，与高温炭化炉连接；

[0037] 生物炭储罐，与换热冷却器连接。

[0038] 烘干炉、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沿禽粪便输送方向依次连通，烘干炉、低温炭化

炉和高温炭化炉均包括旋转输送禽粪便的管道炉和设置在管道炉外周的加热夹套，高温炭

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导入到低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中，对低温炭化炉加热，低温炭

化炉的加热夹套导出的烟气导入到烘干炉的加热夹套中，对烘干炉进行加热，从而保证提

高加热效率，提高能源利用率。

[0039] 换热冷却器为夹套列管式冷却器，夹套列管式冷却器的畜禽粪便输送方向与水平

方向的夹角为30～45°，实施例中选40°，夹套列管式冷却器内的夹套设有进风口和出风口，

夹套内可供空气流动，燃烧器设有引风机，该引风机的进风口与夹套的出风口相连，引风机

出风口与燃烧器相连。夹套列管式冷却器内畜禽粪便输送方向与热交换的空气流动方向相

反。高温炭化炉产出的畜禽粪便炭经换热冷却器冷却后，输送到畜禽粪便炭储罐中储存，经

过换热冷却器的热空气由引风机输送到燃烧器中与热解气混合燃烧。

[0040] 畜禽粪为猪粪、牛粪、羊粪或鸡粪。

[0041] 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均有独立的温控单元和温度补偿单元。

[0042] 燃烧器设置有流量控制单元，根据低温炭化炉和高温炭化炉的测温反馈，调节燃

气流量实现精确控温。

[0043] 畜禽粪便通过螺旋输送器在管道炉中进行输送，螺旋输送器采用连续进料方式，

加料量能够自行设置。

[0044] 畜禽粪便由螺旋输送器输送到烘干炉里面进行烘干，烘干炉的温度控制在100～

200℃，实施例中选用150℃，畜禽粪便在烘干炉中的停留时间为60～120min，实施例中选用

90min，产生的水蒸气排出后经第一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废液进入生物滤池处理，废气进入

生物滴滤塔处理，消除异味后的废气排空。

[0045] 烘干后的畜禽粪便由螺旋输送器输送到低温炭化炉中进行低温炭化，低温炭化炉

的温度控制在200～400℃，实施例中选用300℃，畜禽粪便在低温炭化炉中的停留时间为60

～120min，实施例中选用90min，产生的二氧化碳含量高的热解气经第二气液分离装置分离

后，热解油进入生物质油储罐，气体经过二氧化碳吸收装置净化后，剩余的甲烷和一氧化碳

等可燃气体进入燃烧器供热。

[0046] 经过低温炭化的畜禽粪便由螺旋输送器输送到高温炭化炉中进行高温炭化，高温

炭化炉的温度控制在400～700℃，实施例中选用500℃，畜禽粪便在高温炭化炉中的停留时

间为60～120min，实施例中选用90min，产生的成分主要为一氧化碳、甲烷等可燃气体的热

解气经第三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后，热解油进入生物质油储罐，可燃气体输送到燃烧器供热。

[0047] 燃烧器燃烧产生的热烟气输入高温炭化炉的加热夹套中对高温碳化炉进行加热，

各炉膛的加热温度由温度单元控制，高温炭化炉夹套输出的烟气一次进入低温炭化炉和烘

干炉进行余热利用，低温炭化炉的炉膛温度由燃烧器和温度补偿单元进行控制，烘干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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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夹套出口烟气冷却后输送到生物滴滤塔去除异味排空，生物滴滤塔进口烟气温度因控制

在50℃以下。

[0048] 换热冷却器中设有可旋转的倾斜角度为30～45℃的畜禽粪便输送薄壁夹套列管，

经换热冷却器冷却后的畜禽粪便炭输送到生物炭储罐中密闭储存。

[0049] 在上述实施例中，对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做了描述，显然，在本发明的基础上，

仍可以做出很多改变，应该说明，在本发明的构思下所做出的的任何改变都将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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