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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

器，该反应器由热解炉、燃烧室、烟气混合室组

成，热解炉底部与燃烧室相连，热解炉顶部与烟

气混合室相连，燃烧室设有天然气烧嘴，天然气

量通过设在烟气混合室上的温度测量及控制仪

调节，热解炉内设有至少2层热解管，每个热解管

两端均伸出热解炉外且分别设有进泥端口和出

泥端口，最上一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作为所述反

应器的进泥口，最下一层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作为

所述反应器的生物炭出口，相邻热解管中的上层

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与相邻热解管中的下层热解

管的进泥端口连接，所述热解管包括管体，在管

体内设有空心螺旋片。整个系统装置在实现超低

污染排放的过程中产生有价值的生物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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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该反应器由热解炉(19)、燃烧室(9)、烟气混合室

(10)组成，热解炉(19)底部与燃烧室(9)相连，热解炉(21)顶部与烟气混合室(10)相连，燃

烧室(9)设有天然气烧嘴(12)，天然气量通过设在烟气混合室(10)上的温度测量及控制仪

(16)调节，其特征在于，热解炉(19)内设有至少2层热解管(1)，每个热解管(1)两端均伸出

热解炉(19)外且分别设有进泥端口和出泥端口，最上一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作为所述反应

器的进泥口(11)，最下一层热解管(1)的出泥端口作为所述反应器的生物炭出口(15)，相邻

热解管中的上层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与相邻热解管中的下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连接，所述热

解管(1)包括管体，在管体内设有空心螺旋片，在热解管(1)的管体外部设有翅片(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在热解管(1)的管

体顶部设有一排逸气口(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器包括热

空气母管(6)且热空气母管(6)与所述逸气口(4)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在热空气母管(6)

上设有热空气出口(5)，所述热空气出口(5)位于逸气口(4)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其特征在于，在逸气口(4)上设

有空气供给调控器(8)，所述空气供给调控器(8)为一空心螺管且空心螺管与逸气口(4)螺

纹连接，通过转动空心螺管改变空心螺管与逸气口(4)之间的间隙，以增加或减少热解气燃

烧的氧气供应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其特征在于：翅片短而稀，翅片

比为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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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实现超低污染物排放下，经济高效地处理污泥并产生生物炭的

热解反应器。

背景技术

[0002] 污泥是污水处理中不可避免的副产物，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

了一个严峻的水环境及污泥围城形势。污泥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有机物等，具有很大的危

害。而大量污泥的产生已变成污水处理厂亟待处理的问题。研究显示，中国每年产生30亿

吨，欧盟每年产生54.8亿吨污泥。作为水处理配套领域的污泥处置及相关领域将承担着环

境改善的重要任务。然而现实中我们对污泥的处置却没有达到相对应的要求。

[0003] 现在污泥处置的主流技术路线有：厌氧消化、好氧发酵、干化焚烧、深度脱水+填埋

这四个板块。美国能源署和环保署将热解-气化列为第三代生物质能源利用关键技术，发展

污泥清洁焚烧技术路线是未来的主流。目前针对城市污泥热解处理主要有两种技术：低温

热解(低于550℃)和中高温热解(550℃-950℃)。与直接焚烧相比，污泥热解具有明显的技

术优势：

[0004] 热解是一种清洁焚烧技术、绿色无污染的热化学处理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烟气

污染物排放的问题；缺氧热化学反应状态，杜绝了二恶英和呋喃的产生；气化后燃烧，不仅

减少了焚烧烟气量，还减少了烟气中的灰量；污泥热解温度低，烟气中无低沸点重金属。污

泥热解过程中，污泥中的重金属聚集并固化在生物炭中，极难释放，因此可解决污泥重金属

污染问题。同时，污泥中含有大量的N、P和K，利用污泥热解制备的生物炭N、P和K总含量也比

较高。污泥热解所得的生物炭可以回收利用污泥中的磷和钾，对于磷、钾资源匮乏的国家具

有重要意义。此外，污泥热解制备得到的生物炭比表面积达35m2/g，大量微孔不仅可以补充

土壤的有机物含量，还可以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排水性，蓄留植物根部所需水分，有效地保

存水分和养料，提高土壤肥力，是极佳的土壤改良剂。

[0005] 然而现有的大部分污泥热解工艺着重关注其所产生的衍生油，以制备高价值的能

源使得处理工艺路线长、装置投资高、运行费用大：热解产物经水洗塔、尾气冷凝分离器后，

可燃气进燃烧炉燃烧放热，而焦油经隔油池分离后，再进行提质才可使用，工艺复杂，设备

投资及运行费用都高，且系统焦油粘堵现象严重。

[0006] 实践证明，现有滚筒热解制备生物炭装置及系统，仍存在以下问题：

[0007] (1)由于焦油、污泥、硅化物等物质的存在，滚筒热解炉内壁易结垢，最后成锅巴

状，严重影响传热及热解处理量，一般半年需清理一次，清理环境差，工作量大。

[0008] (2)随着滚筒的旋转，干污泥不断向前推进。由于只存在一个较粗的滚筒，在其旋

转过程中，干污泥抛落高度较大，大量的热解气及泄露气在一个端口排出产生气流，而微细

的污泥粉尘则会被热解气带走，有些没有完全炭化的污泥会在出口分离进入生物炭中，增

加生物炭资源化利用的环境风险；有些细污泥被焦油吸附着，增加焦油的提质处理难度，还

有一些则会污染尾气冷凝换热面，或与热解气体一起进入燃烧炉焚烧，增加烟气污染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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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0009] (3)热解产物在洗气塔、尾气冷凝分离器中，焦油不可避免地粘在或堵在连接管道

和换热面上，严重影响系统正常运行，有时富集到一定程度，还会出现爆燃现象，降低运行

安全性。

[0010] (4)对于滚筒式热解炉，大直径旋转的滚筒与固定的热烟气加热夹套和固定外筒

之间的密封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多个泄露点会增加烟气的处理量，更降低了热解气的热

值。

[0011] (5)产生的焦油，需要提质才能进入市场利用。在能量平衡方面，该焦油热值没有

在本系统燃烧释放，则将增加天然气耗量。因此，利用优质能源天然气产生出低品质能源-

焦油，经济上是不合算的。

发明内容

[0012] 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够提高更新与换热管面接触的污泥频次、强化传热并有利于热

解气脱离污泥颗粒的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在实现超低污染排放的过程中产生有价

值的生物炭。

[0013]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14] 一种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该反应器由热解炉、燃烧室、烟气混合室组成，

热解炉底部与燃烧室相连，热解炉顶部与烟气混合室相连，燃烧室设有天然气烧嘴，天然气

量通过设在烟气混合室上的温度测量及控制仪调节，热解炉内设有至少2层热解管，每个热

解管两端均伸出热解炉外且分别设有进泥端口和出泥端口，最上一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作

为所述反应器的进泥口，最下一层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作为所述反应器的生物炭出口，相邻

热解管中的上层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与相邻热解管中的下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连接，所述热

解管包括管体，在管体内设有空心螺旋片。

[0015] 有益效果：与已有的管式热解炉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6] (1)本发明的结构使其能够采用一组小直径的热解管，热解管直径越小，热解管单

位体积的表面积越大，污泥热解速率越高。污泥颗粒是通过小直径的热解管传热而得到热

解的，在相同的污泥推进速度下(即污泥热解时间相同)，本发明所采用的空心螺旋片相比

于实心螺旋片，转速提高一倍多，与换热管面接触的污泥更新频次相应增加一倍多，强化了

污泥与热解管间的传热，并且，污泥在空心螺旋的作用下，污泥在管中既有螺旋前进又有垂

直跌落的运动，进一步强化传热及热解效果，同时形成污泥垂直的跌落运动，特别有利于热

解气脱离污泥颗粒，排到逸气口，而低速的实心螺旋片，使污泥颗粒处于堆积状态，不利于

热解气的排出。

[0017] (2)现有污泥热解技术，热解气没有立即燃烧，而是热解完成后收集起来一起采用

燃烧器燃烧，而收集、提质过程会使热解气冷却，这样，某些低沸点的挥发性有机物形成焦

油，因此在收集、提质等的连接管道上会形成焦油，严重的时候会堵塞管道。相比之下，本发

明中的污泥在空心螺旋片的推动过程中热解并产生热解产物，热解产物则从热解管管体顶

部的多个逸气口进入高温有氧环境(在热空气母管约850℃的有氧环境)迅速燃烧，因此，在

本发明中，热解产物一旦产生，就会被及时烧掉，热解气逸出即燃，不经过收集、提质过程，

热解气没有被冷却而产生焦油，从根本上解决了焦油粘堵在连接管道和换热面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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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气在热解炉内立即燃烧，还为热解提供能量，减少优质能源的消耗量，简化了工艺，处

理费用低，运行稳定。

[0018] (3)本发明中采用多层热解管直径小，减小了干污泥抛落高度，干污泥不易飞扬。

此外，热解气在热解管顶端及时逸出从而不会在热解管内产生气流，并不像现有滚筒式热

解炉，由风机强制抽走，干污泥不会受气流影响而随气流飞出，仅在空心螺旋片的作用下匀

速向前推进，污泥得到全部炭化，因此本发明可以减少干污泥细粉进入热解产物中。

[0019] (4)新型管式热解炉，污泥的推动及搅拌由设在内壁的空心螺旋片完成。热解管

内，干污泥通过空心螺旋片向前推进，利用机械力克服了污泥热解过程中结垢问题，使得热

解炉能够长期稳定运行，不需要清理。污泥在热解的过程中会由大颗粒变成不同粒径的小

颗粒，传统热解反应器中的不同粒径污泥在风机强制抽吸下前进，大颗粒前进速度慢，小颗

粒前进速度快，从而导致不同粒径污泥在热解反应器中停留的时间不同、热解时间不同的

缺点。而本发明中，干污泥在螺旋片的作用下匀速前进，使得不同粒径大小的污泥在热解管

内的前进速度保持一致，总热解时间相差不大，有利于污泥混合、炭化。

[0020] (5)新型管式热解炉，总工艺为干污泥通过多层热解管的热解，同时热解气在热解

过程中及时排出燃烧到达顶部的烟气混合室。相比传统的热解反应器需要在顶部设置二燃

室来燃烧没有及时燃尽的热解气，本发明中的烟气混合室无须再对热解气进行燃烧。此外，

热烟气经过烟气导热油换热器放热后，温度一般为200℃左右，通过设置空气预热器，可以

回收烟气废热，提高整个系统热效率，还提高了热解管逸气口的空气温度，确保焦油充分燃

烧。

[0021] (6)新型管式热解炉外设翅片，提高热解管强度和热解处理量：热解反应器能量供

应是由管壁将外部的热烟气热量传导给内部的干污泥，强化外部传热，可以提高管壁温度，

从而增加热解处理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热解管的结构原理图

[0024] 图3为可调节逸气口结构图

[0025] 图中：1-热解管，2-空心螺旋片，3-翅片，4-逸气口，5-热空气出口，6-热空气母管，

7-热空气入口，8-空气供给调控器，9-燃烧室，10-烟气混合室，11-进泥口，12-天然气烧嘴，

13-天然气入口，14-燃烧空气，15-生物炭出口，16-温度测量及控制仪，17-氧含量测量及控

制仪，181-天然气量调节阀门，182-热空气总量调节阀门，183-热空气母管调节阀门，19-热

解炉，20-上下层热解管连接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介绍具体实施方式和具有的收益效果，旨在帮助阅读者更

好的理解本发明的实质和精神所在，但不能构成对本发明实施范围的限定。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该反应器由热解炉19、燃烧室9、烟气混合室10

组成，热解炉19底部与燃烧室9相连，热解炉21顶部与烟气混合室10相连，燃烧室9设有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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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烧嘴12，天然气量通过设在烟气混合室10上的温度测量及控制仪16调节，热解炉19内设

有至少2层热解管1，每个热解管1两端均伸出热解炉19外且分别设有进泥端口和出泥端口，

最上一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作为所述反应器的进泥口11，最下一层热解管1的出泥端口作

为所述反应器的生物炭出口15，相邻热解管中的上层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与相邻热解管中的

下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连接，所述热解管1包括管体，在管体内设有空心螺旋片。参照图1，

热解管1的具体层数可以是具体情况而定，图1所示为3层，当然也可以是4层、5层或更多；参

照图1，相邻热解管中的上层热解管的出泥端口与相邻热解管中的下层热解管的进泥端口

可以通过上下层热解管连接管20连通；是指中空无轴螺旋片，端面投影呈现圆环形状，中空

也就是螺旋片的轴线上有一条轴向通道或轴向通孔。在本实施例中，

[0029] 在热解管1的管体顶部设有一排逸气口4；所述反应器包括热空气母管6且热空气

母管6与所述逸气口4连通；在热空气母管6上设有热空气出口5，所述热空气出口5位于逸气

口4的上方；在逸气口4上设有空气供给调控器8，所述空气供给调控器8为一空心螺管且空

心螺管与逸气口4螺纹连接，通过转动空心螺管改变空心螺管与逸气口4之间的间隙，以增

加或减少热解气燃烧的氧气供应量；在热解管1的管体外部设有翅片3，翅片短而稀，翅片比

为1.2-2.5。

[0030] 实施例2

[0031] 一种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由热解炉19、燃烧室9、烟气混合室10组成，热解

炉19底部与燃烧室9相连，热解炉21顶部与烟气混合室10相连，燃烧室9设有天然气烧嘴12，

天然气量通过设在烟气混合室10上的温度测量及控制仪16调节，热解炉19内设有多层热解

管1，每个热解管1两端均伸出热解炉19外，在热解炉19外，最上一层热解管1一端上方设有

进泥口11，另一端下方通过上下层热解管连接管20与下层热解管1一端的上方连接，以此类

推，最后一层热解管1的另一端设有生物炭出口15，在热解炉19内，每层热解管1上部均设有

多个逸气口4，逸气口4与热空气母管6相通，热空气母管6另一端伸出热解炉19外，并接有热

空气入口7，热空气入口7的热空气流量，通过设在烟气混合室10上的氧含量测量及控制仪

17调节。

[0032] 热解管1上端设置的逸气口4穿过热空气母管6，与热空气出口5间留有一定的间

隙，该间隙通过出口螺帽调节槽8调节，逸气口4释放的热解产物，仅在热空气出口5处与热

空气接触燃烧。

[0033] 热解管1内设置空心螺旋片2，空心螺旋片2与电机减速机相连，热解管1外设置短

而稀的翅片，翅片比为1.2-2.5。

[0034] 实施例3

[0035] 一种用于市政污泥处置的新型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烟气混合室10后设有

导热油或蒸汽换热器，以及空气预热器，烟气处理后排放，导热油或蒸汽换热器的热量用于

含水80％湿污泥的干燥，使进泥口11污泥含水率20％以下，空气预热器的热量用于加热燃

烧空气14，以及进入热空气入口7的空气。燃烧室9设有柴油或重油烧嘴，确保烟气混合室10

的温度为850℃，热空气入口温度取200℃，烟气混合室10的氧含量控制在6％左右，翅片比

为1.5时，与光管相比，热解处理量高出15％左右。

[0036] 本发明的工作过程如下：

[0037] 将污泥经过导热式干燥机干燥至含水20％以下，干燥机热源为导热油或蒸汽，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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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炉19上部的烟气混合室10出口烟气导热油换热器提供热量，干污泥送入顶层热解管1

的进泥口11，在空心螺旋片的作用下推动向前，在多层热解管1中高温热解。空心螺旋片2搅

动速度快、推进速度慢，以利于污泥混合、炭化，同时使热解管1内储存更多的污泥，延长停

留时间，污泥热解管1处于温度大于850℃高温环境，经过热解管逸气口4结构的特殊设计，

每个逸气口4均配有可调流量的热空气出口5，一旦热解产物从热解管1内逸出到管外，立即

燃烧分解，为热解提供能量。随着干污泥在热解管1内推进，每个逸气口4的热解产物及热解

量因污泥热解特性不同而不同。此时根据不同层热解管以及不同逸气口的需求配备合适的

热空气量以确保热解产物在逸气口4充分燃烧。从进泥口11进入的污泥经过多层热解管1热

解后已炭化，由最后一层热解管1的生物炭出口15排出反应器外。

[0038] 如图2所示，每个逸气口4均与热解管1采用螺纹连接，通过图3的出口螺帽调节槽

8，可改变逸气口4与热空气母管上热空气出口5的间隙，即改变热空气出口5截面积，通过观

火视镜，实现了调节每个逸气口4燃烧的热空气流量，如果逸气口4与热空气母管6上部接触

时，热空气出口完全堵塞，无热空气排出，如刚进热解管的污泥，只有水汽释放，无需空气。

调整好每个逸气口4后，在运行过程中，通过观火视镜了解每一排热解管1上逸气口4的火焰

燃烧情况，可通过设在热解炉19外的调节阀调节每一排热解管1的热空气量。

[0039] 实时监控热解炉19顶部的烟气混合室10的氧含量，自动控制总空气供给量，确保

烟气氧含量在一定范围内。热解炉底部的天然气燃烧室9为热解提供高温环境，热解炉19顶

部也可以设置燃烧器，在非正常工况下运行，以控制烟气混合室10出口烟气污染物。热烟气

通过烟气导热油换热器、空气预热器降温、处理后，达标排放。

[0040] 热解炉19最上端烟气混合室的温度控制底部燃烧室9的天然气入口13的天然气

量，确保所有热解管1均处于高于高温环境。设置空气预热器回收烟气废热，提高整个系统

热效率和热空气出口5的空气温度，确保焦油充分燃烧。

[0041] 管式热解管外设置短而稀的翅片，强化热解管与外部低速烟气的传热效果，同时，

翅片还增加了热解管的强度。

[0042] 本发明翅翼式污泥管式热解反应器，设备投资及运行成本低，生物炭品质好，无任

何焦油结壁现象，运行稳定可靠。

[0043] 以上对本发明创造进行了详细说明，所述内容仅为本发明创造的较佳实施例，不

能被认为用于限定本发明创造的实施范围。凡依本发明创造申请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与改

进等，均应仍归属于本发明创造的专利涵盖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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