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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

置，包括壳体、内腔、分离漏斗和出烟管；所述的

壳体的内部为中空；所述的壳体顶端设有出火

口；所述的出烟管设于壳体的上端；所述的内腔

同轴线固定于壳体内部；所述的内腔的外径小于

壳体的内径，内腔的外壁与壳体内壁形成间隙；

所述的分离漏斗沿轴向固定在内腔的内壁上；所

述的内腔的四周均布有出烟孔。本发明利用壳体

空腔和内腔以及内腔内的分离漏斗实现烟火分

离，烟单独引出，设备制造成本低，适用于乡镇以

及中小城市垃圾焚烧厂。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108204596 B

2019.09.06

CN
 1
08
20
45
96
 B



1.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1）、内腔（4）、分离漏斗（5）和

出烟管（2）；所述的壳体（1）的内部为中空；所述的壳体（1）顶端设有出火口（6）；所述的出烟

管（2）设于壳体（1）的上端；所述的内腔（4）同轴线固定于壳体（1）内部；所述的内腔（4）的外

径小于壳体（1）的内径，内腔（4）的外壁与壳体（1）内壁形成间隙；所述的分离漏斗（5）沿轴

向固定在内腔（4）的内壁上；所述的内腔（4）的四周均布有出烟孔（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漏斗

（5）至少设有三个，相邻的分离漏斗（5）间的间隔相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漏斗

（5）底部圆孔的内径等于出火口（6）的内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腔（4）

为中空的圆锥体。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离漏斗

（5）的底部圆孔的内径从下到上逐层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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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处理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即通过适当的热分解、燃烧、熔融等反应，使垃圾经过高温下的氧化进行

减容，成为残渣或者熔融固体物质的过程。

[0003] 垃圾焚烧设施必须配有烟气处理设施，防止重金属、有机类污染物等再次排入环

境介质中。回收垃圾焚烧产生的热量，可达到废物资源化的目的。

[0004] 垃圾焚烧是一种较古老的传统的处理垃圾的方法，由于垃圾用焚烧法处理后，减

量化效果显著，节省用地，还可消灭各种病原体，将有毒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故垃圾焚

烧法已成为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现代的垃圾焚烧炉皆配有良好的烟尘净化装

置，减轻对大气的污染。

[0005] 现有的垃圾焚烧设备庞大，设备制造成本贵，很多乡镇街道垃圾集中堆放后，垃圾

焚烧后从烟囱上逸出的多为烟和火混合物，未经分离直接进入处理装置以及排放。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于上述问题以及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垃圾焚烧过程中，利用

分离漏斗进行烟和火分离且制造成本低的烟火分离装置。

[0007] 为了达到上述发明的目的，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

包括壳体、内腔、分离漏斗和出烟管；所述的壳体的内部为中空；所述的壳体顶端设有出火

口；所述的出烟管设于壳体的上端；所述的内腔同轴线固定于壳体内部；所述的内腔的外径

小于壳体的内径，内腔的外壁与壳体内壁形成间隙；所述的分离漏斗沿轴向固定在内腔的

内壁上；所述的内腔的四周均布有出烟孔。

[0008] 优选的：所述的分离漏斗至少设有三个，相邻的分离漏斗间的间隔相等。通过多个

分离漏斗的等距分布，在内腔内形成了足够的分离通道，保证了垃圾焚烧后的烟和火的完

全分离。

[0009] 优选的：所述的分离漏斗底部圆孔的内径等于出火口的内径。形成了一个等径的

排火通道，保证了火的完全排出。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内腔为中空的圆锥体。对烟形成了多面积多角度的阻挡，有利于烟

从内腔四周的出烟孔逸出。

[0011] 优选的：所述的分离漏斗的底部圆孔的内径等于出火口的内径。

[0012]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将该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安装于焚烧炉的顶端，出火口

与烟囱连接；垃圾焚烧时，从焚烧炉里逸出的烟火混合物进入到该分离装置内，内腔内的分

离漏斗的上下通孔形成了一条向上的通道，火会顺着该通道直窜向上并从内腔顶部的出火

口喷出；焚烧后的烟进入到内腔内，烟碰触到分离漏斗的外壁后，从内腔四周的出烟孔逸

出，流过内腔与壳体之间形成的间隙后从出烟管处排出，实现了垃圾焚烧后的烟和火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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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0013]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及有益效果：

[0014] 1、本发明利用火和烟的运动规律不同，通过分离漏斗在内腔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

通道，实现了对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烟和火的完全分离，对烟进行单独回收处理，减少了垃圾

焚烧对环境的污染。

[0015] 2、本发明的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适用于乡镇以及中小城市的垃圾焚烧。

[0016] 3.本发明利用壳体的空腔和内腔以及内腔内的分离漏斗实现烟火分离，烟单独进

行清除，设备制造成本低，适用于乡镇以及中小城市垃圾焚烧厂。

[0017] 4.本发明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容易在同行业内推广。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主视图示意图；

[0019] 图2为  本发明实施例1的B-B剖视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B-B剖视图。

[0021] 图中零部件名称及序号：

[0022] 1-壳体，2-出烟管，3-烟囱，4-内腔，5-分离漏斗，6-出火口，7-出烟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4] 实施例1：

[0025] 如图1-2所示，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包括壳体1、内腔4、分离漏斗5和出

烟管2；所述的壳体1的内部为中空；所述的壳体1顶端设有出火口6；所述的出烟管2设于壳

体1的上端；所述的内腔4同轴线固定于壳体1内部；所述的内腔4的外径小于壳体1的内径，

内腔4的外壁与壳体1内壁形成间隙；所述的分离漏斗5沿轴向固定在内腔4的内壁上；所述

的内腔4的四周均布有出烟孔7。

[0026] 所述的分离漏斗5至少设有三个，相邻的分离漏斗5间的间隔相等。

[0027] 所述的分离漏斗5底部圆孔的内径等于出火口6的内径。

[002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将该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安装于焚烧炉的顶端，出火口6

与烟囱3连接；垃圾焚烧时，从焚烧炉里逸出的烟火混合物进入到该分离装置内，内腔4内的

分离漏斗5的上下通孔形成了一条向上的通道，火会顺着该通道直窜向上并从内腔4顶部的

出火口6喷出；焚烧后的烟进入到内腔4内，烟碰触到分离漏斗5的外壁后，从内腔4四周的出

烟孔7逸出，流过内腔4与壳体1之间形成的间隙后从出烟管2处排出，实现了垃圾焚烧后的

烟和火的分离。

[0029] 实施例2：

[0030] 如图1和图3所示，一种垃圾焚烧的烟火分离装置，包括壳体1、内腔4、分离漏斗5和

出烟管2；所述的壳体1的内部为中空；所述的壳体1顶端设有出火口6；所述的出烟管2设于

壳体1的上端；所述的内腔4同轴线固定于壳体1内部；所述的内腔4的外径小于壳体1的内

径，内腔4的外壁与壳体1内壁形成间隙；所述的分离漏斗5沿轴向固定在内腔4的内壁上；所

述的内腔4的四周均布有出烟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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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所述的分离漏斗5为三个，相邻的分离漏斗5间的间隔相等。

[0032] 所述的内腔4为中空的圆锥体。

[0033] 所述的分离漏斗5的底部圆孔的内径从下到上逐层变小。

[0034] 实施例2的工作原理与实施例1相同。

[0035]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了清楚的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的限

定。对于所述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

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子以穷举。而由此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的

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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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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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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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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