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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危险废物处置的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

烧炉。包括串联设置的回转窑、二燃室和出渣机

构，出渣机构包括灰渣冷却设备和过滤装置，灰

渣冷却设备包括同轴设置的外壳和滚筒，滚筒轴

向一端通过连接轴连接着驱动电机，实现所述滚

筒相对外壳的转动，滚筒一端内同轴设有圆环形

水管；滚筒内同轴设有冷却水管，冷却水管上对

称设有沿管身的水管翅片。本实用新型为逆流、

间接接触换热，改变现有技术直接接触换热，造

成污染水源，同时滚筒翅片和水管翅片，可以大

幅度增加传热面积，并更好地传导出灰渣热量，

滚筒翅片和水管翅片的布置也较为规律，对于灰

渣的排出也起到引导的作用，提高处置系统的能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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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包括串联设置的回转窑(1)、二燃室(2)和出

渣机构，所述回转窑(1)的一端为危险废物进口，另一端和二燃室(2)的下部进口连通，所述

二燃室(2)的顶部为烟气出口，所述二燃室(2)的底部通过下降管连通着出渣机构，其特征

在于：所述出渣机构包括灰渣冷却设备(3)和过滤装置，所述灰渣冷却设备(3)包括同轴设

置的外壳(8)和滚筒(9)；所述滚筒(9)轴向一端通过连接轴连接着驱动电机，实现所述滚筒

(9)相对外壳(8)的转动；所述外壳(8)一端的径向上部通过法兰连接着所述下降管的出料

端法兰，所述下降管的出料口和滚筒(9)贯通，所述外壳(8)另一端的径向下部设有向下凸

出的排渣腔(41)，排渣腔(41)的排渣口内设有排渣阀(4)，与排渣阀(4)对应的外壳(8)的径

向上部设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的一端为出气口，且位于外壳(8)的外部，出气管的另一端

伸入外壳(8)内，且对应着滚筒(9)；所述出气管的出气口通过过滤装置连通至二燃室(2)下

部的进气口，且所述进气口位于二燃室(2)内部的燃烧区的下方；

所述灰渣冷却设备(3)的轴线与水平方向成2°～5°倾斜设置，使排渣腔(41)的排渣口

倾斜向下，便于排渣；

所述滚筒(9)的内壁上均布设有倾斜的滚筒翅片(10)；与排渣阀(4)相邻的滚筒(9)一

端内同轴设有圆环形水管(11)；所述圆环形水管(11)内沿轴向对称设有中间隔断(110)，将

所述圆环形水管(11)分为半圆环进水管(111)和半圆环出水管(112)；一侧的半圆环进水管

(111)上设有进水口(113)，另一侧的半圆环出水管(112)上设有出水口(114)；所述滚筒(9)

内同轴设有若干冷却水管(12)，所述冷却水管(12)为U形冷却水管，所述冷却水管进水口

(121)位于半圆环进水管(111)内，所述冷却水管出水口(122)位于半圆环出水管(112)内，

所述冷却水管(12)上对称设有沿管身的水管翅片(13)，且水管翅片(13)垂直管身；

工作时，焚烧产生高温底渣从下降管进入滚筒(9)内，与冷却水管(12)内的冷却水逆

流、间接热交换，同时被滚筒翅片(10)破碎，经破碎、降温后的料渣在重力作用下从排渣阀

(4)排出；冷却设备(3)尾部通过过滤机构与二燃室(2)进气口连通，维持了焚烧炉内气相平

衡，且过滤灰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装

置包括并联设置的过滤器Ⅰ(5)和过滤器Ⅱ(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翅

片(10)长度为100mm～200mm、宽度为50mm～120mm、厚度为5～12mm，且相邻滚筒翅片(10)的

间距40mm～1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管翅

片(13)长度为1000mm～2500mm，宽度为50mm～2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冷却水

管(12)均布设置在滚筒(9)内，且为6～16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翅

片(10)和滚筒(9)内壁成30°～60°夹角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其特征在于：所述滚筒

(9)的内径为1200mm～2000mm，所述圆环形水管(11)的内径为800mm～1600mm、外径为900mm

～1950mm，所述冷却水管(12)的内径为25mm～1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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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危险废物处置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

的危废焚烧炉。

背景技术

[0002] 危险废物是危害人类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重要污染源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的

发展，其产生量也大幅度增加，如不进行有效处置而随意排放，不仅对水环境、空气环境和

土壤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和破坏，还会对人身的安全健康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危险废物的

无害化处置是必须重视的社会问题。

[0003] 危废焚烧是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的典型技术方案，也是目前可燃烧固体废弃物最有

效、最彻底的处置方式，对于具备焚烧条件的危险废物，通过焚烧可以很好地实现减量化、

无害化。常见的危废焚烧炉由“回转窑本体+二燃室”构成，一般的排渣方式为：危险废物燃

烧在回转窑本体内燃烧后，高温烟气在二燃室继续燃尽，灰渣从本体进入二燃室后直接落

入底部的出渣机，灰渣与出渣机中的冷却水直接接触降温，随后通过捞渣机输送运走。虽然

冷却效率比较高，但由于使用冷却水接触降温，灰渣热量未得到有效利用，排渣过程还会产

生废水，增加水处理的难度和负荷，同时由于二燃室下降管深入冷却水较浅，且下料过程中

水面波动不可避免的产生无组织废气，造成能量损耗的同时还会造成废水与废气的双重污

染，产生环境污染。在环保标准日渐严格的形势下，无形之中增加了项目的热量消耗负荷和

生产成本。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具有干法冷却排渣机构的危废焚烧炉，包括串联设置的回转窑1、二燃室2和出渣

机构，所述回转窑1的一端为危险废物进口，另一端和二燃室2的下部进口连通，所述二燃室

2的顶部为烟气出口，所述二燃室2的底部通过下降管连通着出渣机构，所述出渣机构包括

灰渣冷却设备3和过滤装置，所述灰渣冷却设备3包括同轴设置的外壳8和滚筒9；所述滚筒9

轴向一端通过连接轴连接着驱动电机，实现所述滚筒9相对外壳8的转动；所述外壳8一端的

径向上部通过法兰连接着所述下降管的出料端法兰，所述下降管的出料口和滚筒9贯通，所

述外壳8另一端的径向下部设有向下凸出的排渣腔41，排渣腔41的排渣口内设有排渣阀4，

与排渣阀4对应的外壳8的径向上部设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的一端为出气口，且位于外壳8

的外部，出气管的另一端伸入外壳8内，且对应着滚筒9；所述出气管的出气口通过过滤装置

连通至二燃室2下部的进气口，且所述进气口位于二燃室2内部的燃烧区的下方；

[0005] 所述灰渣冷却设备3的轴线与水平方向成2°～5°倾斜设置，使排渣腔41的排渣口

倾斜向下，便于排渣；

[0006] 所述滚筒9的内壁上均布设有倾斜的滚筒翅片10；与排渣阀4相邻的滚筒9一端内

同轴设有圆环形水管11；所述圆环形水管11内沿轴向对称设有中间隔断110，将所述圆环形

水管11分为半圆环进水管111和半圆环出水管112；一侧的半圆环进水管111上设有进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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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另一侧的半圆环出水管112上设有出水口114；所述滚筒9内同轴设有冷却水管12，所述

冷却水管12为U形冷却水管，所述冷却水管进水口121位于半圆环进水管111内，所述冷却水

管出水口122位于半圆环出水管112内，所述冷却水管12上对称设有沿管身的水管翅片13，

且水管翅片13垂直管身；

[0007] 工作时，焚烧产生高温底渣从下降管进入滚筒9内，与冷却水管12内的冷却水逆

流、间接热交换，同时被滚筒翅片10破碎，经破碎、降温后的料渣在重力作用下从排渣阀4排

出，被加热的冷却水可用于自产蒸汽或加热其他介质；冷却设备3尾部通过过滤机构与二燃

室2进气口连通，维持了焚烧炉内气相平衡，且经过滤机构的过滤可防止冷却设备3中的粉

尘经管道反蹿至二燃室2内。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过滤装置包括并联设置的过滤器Ⅰ5和过滤器Ⅱ6，且过滤器Ⅰ5和过

滤器Ⅱ6一开一备使用。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翅片10长度为100mm～200mm、宽度为50mm～120mm、厚度为5～

12mm，且相邻滚筒翅片10的间距40mm～100mm。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水管翅片13长度为1000mm～2500mm，宽度为50mm～200mm，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冷却水管12均布设置在滚筒9内，且为6～16根。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翅片10和滚筒9内壁成30°～60°夹角设置。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9的内径为1200mm～2000mm，所述圆环形水管11的内径为

800mm～1600mm、外径为900mm～1950mm，所述冷却水管12的内径为25mm～150mm。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5] 1、本实用新型利用灰渣冷却设备处理危废物焚烧产生高温底渣，高温底渣与冷却

水管内的冷却水逆流、间接接触换热，改变现有技术直接接触换热，造成污染水源，同时冷

却水管为U形冷却水管，增加热交换时间，加强热交换效果；高温灰渣被滚筒翅片破碎，经破

碎、降温后的料渣在重力作用下从排渣阀排出，而被加热的冷却水可用于自产蒸汽或加热

其他介质，减少热量的损失，降低危险废物焚烧的能耗；同时滚筒翅片和水管翅片，可以大

幅度增加传热面积，并更好地传导出灰渣热量，滚筒翅片和水管翅片的布置也较为规律，对

于灰渣的排出也起到引导的作用，提高处置系统的能效。

[0016] 2、本实用新型在排渣阀和灰渣冷却设备本体之间设有排渣腔，排渣腔具有一定的

容积，可以存储一定量的灰渣，灰渣堆积形成料封，打开排渣阀，灰渣直接排出，在料封失效

之前，关闭排渣阀，通过料封可以有效地防止烟气通过底部的排渣管道排出，从而减少无组

织废气的排放，防止废气污染。

[0017] 3、本实用新型废气返回管道上设有并联的过滤器Ⅰ和过滤器Ⅱ组成的过滤装置，

且过滤器Ⅰ和过滤器Ⅱ一开一备，维持了焚烧炉内气相平衡，同时可以减少后续气体处理系

统的负荷，降低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设备流程图；

[0019] 图2为常规危废焚烧炉排渣的设备流程图；

[0020] 图3灰渣冷却设备横截面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4为圆环形水管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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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5水平冷却水管和水管翅片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1-回转窑；2-二燃室；3-灰渣冷却设备；4-排渣阀；5-过滤器Ⅰ；6-过滤器Ⅱ；

7-出渣机；8-外壳；9-滚筒；10-滚筒翅片；11-圆环形水管；111-半圆环进水管；112-半圆环

出水管；113-进水口；114-出水口；12-冷却水管；121-冷却水管进水口；122-冷却水管出水

口；13-水管翅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用以解

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5] 包括串联设置的回转窑1、二燃室2和出渣机构，所述回转窑1的一端为危险废物进

口，另一端和二燃室2的下部进口连通，所述二燃室2的顶部为烟气出口，所述二燃室2的底

部通过下降管连通着出渣机构，所述出渣机构包括灰渣冷却设备3和过滤装置，所述灰渣冷

却设备3包括同轴设置的外壳8和滚筒9；所述滚筒9轴向一端通过连接轴连接着驱动电机，

实现所述滚筒9相对外壳8的转动；所述外壳8一端的径向上部通过法兰连接着所述下降管

的出料端法兰，所述下降管的出料口和滚筒9贯通，所述外壳8另一端的径向下部设有向下

凸出的排渣腔41，排渣腔41的排渣口内设有排渣阀4，与排渣阀4对应的外壳8的径向上部设

有出气管；所述出气管的一端为出气口，且位于外壳8的外部，出气管的另一端伸入外壳8

内，且对应着滚筒9；所述出气管的出气口通过过滤装置连通至二燃室2下部的进气口，且所

述进气口位于二燃室2内部的燃烧区的下方；所述过滤装置包括并联设置的过滤器Ⅰ5和过

滤器Ⅱ6，当打开过滤器Ⅰ5时过滤器Ⅱ6关闭，在系统工作30～40小时后，此时滤器Ⅰ5内进入

大量的灰尘，影响使用，就打开过滤器Ⅱ6关闭滤器Ⅰ5，对过滤器Ⅰ5进行清洗或是更换；按上

述操作过程，系统工作时保持过滤器Ⅰ5和过滤器Ⅱ6一开一备使用；

[0026] 所述灰渣冷却设备3的轴线与水平方向成2°倾斜设置，使排渣腔41的排渣口倾斜

向下，便于排渣；

[0027] 滚筒9内径为1600mm，所述滚筒9的内壁上均布设有与滚筒9的内壁倾斜45°角的滚

筒翅片10，所述滚筒翅片10长度为150mm、宽度为80mm、厚度为9mm，且相邻滚筒翅片10的间

距为60mm；

[0028] 与排渣阀4相邻的滚筒9一端内同轴设有圆环形水管11，圆环形水管11的内径为

1200mm、外径为1300mm；所述圆环形水管11内沿轴向对称设有中间隔断110，将所述圆环形

水管11分为半圆环进水管111和半圆环出水管112；一侧的半圆环进水管111上设有进水口

113，另一侧的半圆环出水管112上设有出水口114；所述滚筒9内同轴设有12根冷却水管12，

冷却水管12内径为85mm，冷却水管12均布设置在滚筒9内，所述冷却水管12为U形冷却水管，

实现冷却水的进水和出水，可以增加热交换时间，加强热交换效果；所述冷却水管进水口

121位于半圆环进水管111内，所述冷却水管出水口122位于半圆环出水管112内，所述冷却

水管12上对称设有沿管身的水管翅片13，且水管翅片13垂直管身，所述水管翅片13长度为

1500mm，宽度为100mm。

[0029] 工作时，焚烧产生高温底渣通过下降管进入到滚筒9内，由于灰渣冷却设备3与水

平方向成2°倾斜设置，高温灰渣在重力作用下向排渣腔移动，此时从进水口113向圆环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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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1内注入冷却水，冷却水从冷却水管进水口121进入到半圆环进水管111，继而流入各冷

却水管12内，冷却水在U形冷却水管12内流动，进入到冷却水管内的冷却水与高温灰渣逆

流、间接接触换热，被换热的冷却水从冷却水管进水口121流出，流入半圆环出水管112，继

而从出水口114排出，被换热的冷却水可用于自产蒸汽或加热其他介质；同时在换热过程中

高温灰渣被滚筒翅片10破碎，经破碎降温后的灰渣在排渣腔内堆积形成一定的料位后打开

排渣阀4，灰渣经排渣阀4排出，在料封失效之前，关闭排渣阀4，通过料封可以有效地防止烟

气通过底部的排渣管道排出，从而减少无组织废气的排放，防止废气污染；同时为了保持系

统内气相平衡，并联设有过滤器Ⅰ5和过滤器Ⅱ6，且一开一备使用，过滤器Ⅰ5和过滤器Ⅱ6可

以过滤掉气体的含尘杂质，减少后续气体处理系统的飞灰量，防止粉尘经管道反蹿至二燃

室2，维持系统的正常高效运行。

[0030]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

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

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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