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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

化处理系统，包括：污泥干燥贮存间、电热电磁感

应回转窑、燃烧装置、余热锅炉和高温空气预热

器，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有机污泥进行干燥；电热

电磁感应回转窑内进行焚烧或者碳化；电热电磁

感应回转窑排出的一次高温烟气通过燃烧装置

燃尽，余热锅炉对二次高温烟气进行热量回收产

生蒸汽，余热烟气与高温空气预热器中的空气进

行热交换，高温空气预热器预热的干热空气分别

送入污泥干燥贮存间、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燃

烧装置、烟气再热装置利用。本发明利用污泥焚

烧或者碳化产生的热量间接加热空气用于提高

污泥干燥贮存间内温度，增加污泥干燥贮存间内

空气的含湿量，使用换气风干方式干燥，使污泥

减量，大大降低干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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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污泥干燥贮存间，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有机污泥进行干燥；

一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进料段通过干燥污泥输送装置与

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连接，通过所述干燥污泥输送装置将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内干燥后的

污泥送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内进行焚烧或者碳化；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干渣

通过水冷出渣螺旋装置进行出料，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烟气出口送出一次高温烟

气；

一燃烧装置，所述燃烧装置的一次高温烟气入口与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烟气出

口连接，一次高温烟气在所述燃烧装置内进行第二次燃烧并形成二次高温烟气通过所述燃

烧装置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送出；

一余热锅炉，所述余热锅炉的脱硝后的高温烟气入口通过一脱硝烟道与所述燃烧装置

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连接，脱硝后的高温烟气在所述余热锅炉内与水进行热交换，将水变

成蒸汽送出，经过热交换后的余热烟气通过所述余热锅炉上的余热烟气出口送出；

一高温空气预热器，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余热烟气入口与所述余热锅炉上的余热烟

气出口相连，余热烟气与送入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中的空气进行热交换，经过热交换后的

空气形成一股干热空气送入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污泥进行干燥处理，经过热交换后的空

气形成另一股干热空气送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和燃烧装置内进行助燃，经过热交换后的

空气形成再一股干热空气送入脱硝烟道对二次高温烟气进行焚烧和控温；同时经过热交换

后的空气形成的一股干热空气送入烟气再热装置经过热交换对烟气进行再热后送入所述

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污泥进行干燥处理，被送入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的干热空气对有机污泥

进行干燥；余热烟气经过热交换后产生的低温废气由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废气出口排

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

废气处理装置，所述废气处理装置对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废气出口排出的废气处理后送

入烟气再热装置中与送入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的干热空气进行热交换，以加热所述烟气再

热装置中的低温废气，以消除低温废气排放时的白烟。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气

处理装置包括半干中和塔、布袋除尘器、湿法除酸装置、除雾装置，所述半干中和塔的废气

输入端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废气出口连接，在所述半干中和塔内加入水和碱液对进入

所述半干中和塔内的废气进行除酸并降温，所述半干中和塔的废气出口通过废气输送管道

与所述布袋除尘器的进气口连接，经过水和碱液除酸并降温后的废气经过废气输送管道送

入所述布袋除尘器中进行除尘；所述布袋除尘器上的除尘气体出口与所述湿法除酸装置的

除尘气体入口连接，经过所述布袋除尘器除尘后的除尘气体送入所述湿法除酸装置中进行

除酸处理；所述湿法除酸装置的除尘除酸气体出口与所述除雾装置的除尘除酸气体入口连

接，经过湿法除酸装置除酸处理后的除尘除酸气体送入所述除雾装置中进行除雾处理，所

述除雾装置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出口与所述烟气再热装置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入口连接，

经过所述除雾装置除雾处理后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送入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与送入所述

烟气再热装置中的干热空气进行热交换，以加热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的除尘除酸除雾气

体，以消除除尘除酸除雾气体排放时的白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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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废

气输送管道上设置有一活性炭喷入装置，以向所述废气输送管道内喷入活性炭，对所述废

气输送管道内的废气进行活性炭吸附处理。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废气

处理装置还包括一第一引风机和一第一排气筒，所述第一引风机的抽吸口与所述烟气再热

装置的排气口连接，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经过热交换后的洁净气体通过第一引风机的抽吸

后，通过第一排气筒排空。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

装置包括一二燃室和一控温燃烧器，所述燃烧装置的一次高温烟气入口和二次高温烟气出

口分别设置在所述二燃室上，所述二燃室的燃料喷口与所述控温燃烧器连接；在所述二燃

室上设置有带有多个进风口的二次风管，所述二次风管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一股干热

空气出口连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燃

室内部为绝热式设计，能满足烟气在＞900℃的高温下，停留时间＞2秒，可将烟气中的有机

物彻底焚毁，破坏二噁英类的形成条件。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脱

硝烟道的进口上设有多个SNCR喷入口和干热空气喷入口，所述脱硝烟道的进口与所述二燃

室上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连接，所述多个SNCR喷入口与SNCR喷入装置连接，所述干热空气

喷入口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通过管道连接，所述脱硝烟道内的温度

通过干热空气控制在850℃～1050℃，有利于氮氧化物还原。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热

电磁感应回转窑由料仓、干燥污泥输送装置、窑头罩、电磁感应加热装置、电热电磁感应回

转窑体、窑尾罩组成；所述干燥污泥输送装置为一水冷给料螺旋装置，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

转窑体通过可回转支撑装置支撑回转并通过可回转驱动装置驱动回转；所述电磁感应加热

装置套在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的外围并通过电磁感应加热装置支撑装置进行支撑；

所述窑头罩配置在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的窑头，所述窑尾罩配置在所述电热电磁感

应回转窑体的窑尾；在所述窑头罩的前面板上设置有进料口、测温孔、测压孔、观火孔、干热

空气进口、检修口；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穿过所述进料口，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的出料

口探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内，物料可直接落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内，所

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的进料口与所述料仓的出料口连接；所述干热空气进口通过管道与所

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另一股干热空气出口连接，通过引入干热空气，可降低窑头温度，延长

设备使用寿命；在所述窑尾罩的上端设置有烟道，所述烟道作为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

的烟气出口，在所述烟道内设置有测温仪和测压仪，所述测压仪控制所述引风机变频调速；

在所述窑尾罩的下端设置有出料口，所述出料口与所述水冷出渣螺旋装置的进料口连接；

在所述窑尾罩的后面板上设置有观火孔、检修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料仓上设置有称重计量装置和防堵振达装置，在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中配备有变频电

机，可以按设定值控制均匀连续密闭给料。

11.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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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给料螺旋装置探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内部分的外侧包裹耐火浇注料。

12.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窑头罩的下方设置有一接料斗，进料时或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内正负压变化、搅动

时漏料，可从接料斗下定期排出，避免了由于特殊工况窑头罩积料，造成设备停炉故障。

13.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窑

头罩的前面板和所述窑尾罩的后面板均为法兰连接，可作为停炉后的检修人孔。

14.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电

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包括外筒体、发热内筒体、若干传热炒板和保温层，所述外筒体通过可

回转支撑装置支撑回转并通过可回转驱动装置驱动回转，所述保温层位于所述外筒体与所

述发热内筒体之间，若干传热炒板布置在所述发热内筒体的内表面上。

1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污

泥干燥贮存间包括相互连通的污泥卸料间和污泥贮池，在所述污泥卸料间与所述污泥贮池

的进料侧之间设置有若干卸料门，污泥运输车进入所述污泥卸料间后将污泥倒入所述污泥

贮池内；所述污泥卸料间和所述污泥贮池均采用密闭式设计，微负压，使得臭气不外泄；所

述污泥卸料间和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采用阳光棚式设计，采光好，有助于密闭空间升温；在

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外两侧对称设置有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每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包

括若干热风管，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中的对应位置的热风管对称设置在所述污泥贮池的

顶棚外两侧；每一热风管的进风口分别通过管道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一股干热空气出

口连接，所有热风管的出风口探入污泥贮池内向污泥贮池内送入干热风；在所述污泥贮池

的顶棚上设置有若干湿热风收集口，这些湿热风收集口的出口与一设置在所述污泥贮池的

顶棚外的湿热风排除总管连通，所述湿热风排除总管的出口与一湿热风净化装置连接，使

得所述污泥贮池产生的湿热风被送入所述湿热风净化装置内进行除尘、除味后排放；在所

述污泥贮池远离所述污泥卸料间的出料侧设置有横向贯穿所述污泥贮池的干污泥排出口，

所述干污泥排出口的下方与一带式输送机的进料端连接，所述带式输送机的出料端通过输

送装置与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中的料仓连接。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污泥贮池的两侧设置有轨道，在两侧的轨道上架设有行车，在所述行车上通过滑轮安装有

一翻堆机，所述翻堆机通过行车可以到达所述污泥贮池中的任何位置，所述翻堆机通过行

车从前到后的运动，将污泥不断翻抛，大大增加污泥与干燥空气接触面积和时间，并且随着

翻堆机的运动方向移动，干燥后的污泥最终落入所述污泥贮池的干污泥排出口下方的带式

输送机上。

17.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若干热

风管的出风口采用等距离布置，这样控温更均衡。

18.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每一

热风管的出风口上配置有一出风管，所述出风管向下倾斜，在每一出风管的出口处设置有

旋转扇叶，可使干热空气旋转冲刷到所述污泥贮池内的污泥表面，迅速将污泥中的水汽夹

带与热风混合。

19.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越靠近

所述污泥贮池的进料侧，所述热风管的出风管吹出的干热空气温度越高；越靠近所述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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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池的出料侧，所述热风管的出风管吹出的干热空气温度越低。

20.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污泥贮池的出料侧下方设置有地沟，在所述地沟上盖有若干检修门。

2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

热风净化装置包括废气净化装置、第二引风机和第二排气筒，所述废气净化装置的进气端

与所述湿热风排除总管的出口通过管道连接，所述废气净化装置的出气端与所述第二引风

机的入口通过管道连接，所述第二引风机的出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第二排气筒的入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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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污泥、印染污泥、工业污泥等有机污泥处理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

种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污泥、印染污泥、工业污泥等有机污泥其含水量高，热值低，无法直接焚烧，与

生活垃圾参烧过程易产生二噁英，填埋处理会产生大量渗滤液，严重污染环境。

[0003] 目前市场上对市政污泥、印染污泥、工业污泥等有机污泥主要处理方式是污水处

理厂将这些有机污泥干燥后，送到电厂焚烧、堆肥或者填埋。污水处理厂将这些有机污泥干

燥的过程多采用回转窑、桨叶式、盘式、低温热泵等干燥设备，利用燃料、电、蒸汽等热源直

接或间接干燥的方法，其运行费用极高，加大污水处理厂生产成本压力；为了减少部分干燥

成本，也有通过先将污泥加水稀释物理法分离有机组分与无机组分，无机组分压滤后直接

晾晒后做建材，有机组分压滤后通过低温热泵干燥后送去堆肥或焚烧，此方法投资大、占地

面积大，工序复杂、产生废水多，处置成本降低不明显。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污水处理厂在处理市政污泥、印染污

泥、工业污泥等有机污泥过程中所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而提供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

化处理系统。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包括：

[0007] 一污泥干燥贮存间，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有机污泥进行干燥；

[0008] 一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进料段通过干燥污泥输送装

置与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连接，通过所述干燥污泥输送装置将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内干燥

后的污泥送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内进行焚烧或者碳化；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

干渣通过水冷出渣螺旋装置进行出料，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烟气出口送出一次高温

烟气；

[0009] 一燃烧装置，所述燃烧装置的一次高温烟气入口与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烟

气出口连接，一次高温烟气在所述燃烧装置内进行第二次燃烧并形成二次高温烟气通过所

述燃烧装置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送出；

[0010] 一余热锅炉，所述余热锅炉的脱硝后的高温烟气入口通过一脱硝烟道与所述燃烧

装置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连接，脱硝后的高温烟气在所述余热锅炉内与水进行热交换，将

水变成蒸汽送出，经过热交换后的余热烟气通过所述余热锅炉上的余热烟气出口送出；

[0011] 一高温空气预热器，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余热烟气入口与所述余热锅炉上的余

热烟气出口相连，余热烟气与送入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中的空气进行热交换，经过热交换

后的空气形成一股干热空气送入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污泥进行干燥处理，经过热交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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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气形成另一股干热空气送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和燃烧装置内进行助燃，经过热交换

后的空气形成再一股干热空气送入脱硝烟道对二次高温烟气进行焚烧和控温；同时经过热

交换后的空气形成的一股干热空气送入烟气再热装置经过热交换对烟气进行再热后送入

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对污泥进行干燥处理，被送入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的干热空气对有机

污泥进行干燥；余热烟气经过热交换后产生的低温废气由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废气出口

排出。

[0012]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还包括一废气处理装置，所述废气处理装置对所

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废气出口排出的低温废气处理后送入烟气再热装置中与所述烟气再

热装置中的干热空气进行热交换，使得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的低温废气被加热，以消除低

温废气排放时的白烟。

[0013]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废气处理装置包括半干中和塔、布袋除尘器、

湿法除酸装置、除雾装置，所述半干中和塔的废气输入端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废气出

口连接，在所述半干中和塔内加入水和碱液对进入所述半干中和塔内的废气进行除酸并降

温，所述半干中和塔的废气出口通过废气输送管道与所述布袋除尘器的进气口连接，经过

水和碱液除酸并降温后的废气经过废气输送管道送入所述布袋除尘器中进行除尘；所述布

袋除尘器上的除尘气体出口与所述湿法除酸装置的除尘气体入口连接，经过所述布袋除尘

器除尘后的除尘气体送入所述湿法除酸装置中进行除酸处理；所述湿法除酸装置的除尘除

酸气体出口与所述除雾装置的除尘除酸气体入口连接，经过湿法除酸装置除酸处理后的除

尘除酸气体送入所述除雾装置中进行除雾处理，所述除雾装置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出口与

所述烟气再热装置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入口连接，经过所述除雾装置除雾处理后的除尘除

酸除雾气体送入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对与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的干热空气进行热交换，以

加热所述烟气再热装置中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以消除除尘除酸除雾气体排放时的白烟。

[001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废气输送管道上设置有一活性炭喷入装

置，以向所述废气输送管道内喷入活性炭，对所述废气输送管道内的废气进行活性炭吸附

处理。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废气处理装置还包括一第一引风机和一第一

排气筒，所述第一引风机的抽吸口与所述烟气再热装置的排气口连接，所述烟气再热装置

中经过热交换后的洁净气体通过第一引风机的抽吸后，通过第一排气筒排空。

[001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燃烧装置包括一二燃室和一控温燃烧器，所

述燃烧装置的一次高温烟气入口和二次高温烟气出口分别设置在所述二燃室上，所述二燃

室的燃料喷口与所述控温燃烧器连接；在所述二燃室上设置有带有多个进风口的二次风

管，所述二次风管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连接。

[0017]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二燃室内部为绝热式设计，能满足烟气在＞

900℃的高温下，停留时间＞2秒，可将烟气中的有机物彻底焚毁，破坏二噁英类的形成条

件。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脱硝烟道的进口上设有多个SNCR喷入口和

干热空气喷入口，所述脱硝烟道的进口与所述二燃室上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连接，所述多

个SNCR喷入口与SNCR喷入装置连接，所述干热空气喷入口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一股干

热空气出口通过管道连接，所述脱硝烟道内的温度通过干热空气控制在850℃～105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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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氮氧化物还原。

[001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由料仓、干燥污泥输送

装置、窑头罩、电磁感应加热装置、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窑尾罩组成；所述干燥污泥输送

装置为一水冷给料螺旋装置，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通过可回转支撑装置支撑回转并

通过可回转驱动装置驱动回转；所述电磁感应加热装置套在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的

外围并通过电磁感应加热装置支撑装置进行支撑；所述窑头罩配置在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

转窑体的窑头，所述窑尾罩配置在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的窑尾；在所述窑头罩的前

面板上设置有进料口、测温孔、测压孔、观火孔、干热空气进口、检修口；所述水冷给料螺旋

装置穿过所述进料口，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的出料口探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

内，物料可直接落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内，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的进料口与所

述料仓的出料口连接；所述干热空气进口通过管道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另一股干热空

气出口连接，通过引入干热空气，可降低窑头温度，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在所述窑尾罩的上

端设置有烟道，所述烟道作为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的烟气出口，在所述烟道内设置有

测温仪和测压仪，所述测压仪控制所述引风机变频调速；在所述窑尾罩的下端设置有出料

口，所述出料口与所述水冷出渣螺旋装置的进料口连接；在所述窑尾罩的后面板上设置有

观火孔、检修门。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料仓上设置有称重计量装置和防堵振达装

置，在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中配备有变频电机，可以按设定值控制连续密闭给料。

[002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水冷给料螺旋装置探入所述电热电磁感应

回转窑体内部分的外侧包裹耐火浇注料，保证螺旋不超温，不影响正常工作。

[0022]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窑头罩的下方设置有一接料斗，进料时或

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内正负压变化、搅动时漏料，可从接料斗下定期排出，避免了由

于特殊工况窑头罩积料，造成设备停炉故障。

[0023]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窑头罩的前面板和所述窑尾罩的后面板均为

法兰连接，可作为停炉后的检修人孔。

[0024]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包括外筒体、发热内

筒体、若干传热炒板和保温层，所述外筒体通过可回转支撑装置支撑回转并通过可回转驱

动装置驱动回转，所述保温层位于所述外筒体与所述发热内筒体之间，若干传热炒板布置

在所述发热内筒体的内表面上。发热内筒体和传热炒板通过所述电磁感应加热装置可以迅

速发热，大大减少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的预热时间，直接达到设定温度，并通过直接接触

污泥导热，使污泥迅速升温、引燃，降低用电负荷，利用污泥自身热量达到满足污泥焚烧或

者碳化温度要求，更节能。

[002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污泥干燥贮存间包括相互连通的污泥卸料间

和污泥贮池，在所述污泥卸料间与所述污泥贮池的进料侧之间设置有若干卸料门，污泥运

输车进入所述污泥卸料间后将污泥倒入所述污泥贮池内；所述污泥卸料间和所述污泥贮池

均采用密闭式设计，微负压，使得臭气不外泄；所述污泥卸料间和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采用

阳光棚式设计，采光好，有助于密闭空间升温；在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外两侧对称设置有两

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每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包括若干热风管，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中

的对应位置的热风管对称设置在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外两侧；每一热风管的进风口分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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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管道与所述高温空气预热器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连接，所有热风管的出风口探入污泥贮

池内向污泥贮池内送入干热风；在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上设置有若干湿热风收集口，这些

湿热风收集口的出口与一设置在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外的湿热风排除总管连通，所述湿热

风排除总管的出口与一湿热风净化装置连接，使得所述污泥贮池产生的湿热风被送入所述

湿热风净化装置内进行除尘、除味后排放；在所述污泥贮池远离所述污泥卸料间的出料侧

设置有横向贯穿所述污泥贮池的干污泥排出口，所述干污泥排出口的下方与一带式输送机

的进料端连接，所述带式输送机的出料端通过输送装置与所述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中的料

仓连接。

[002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污泥贮池的两侧设置有轨道，在两侧的轨

道上架设有行车，在所述行车上通过滑轮安装有一翻堆机，所述翻堆机通过行车可以到达

所述污泥贮池中的任何位置，所述翻堆机通过行车从前到后的运动，将污泥不断翻抛，大大

增加污泥与干燥空气接触面积和时间，并且随着翻堆机的运动方向移动，干燥后的污泥最

终落入所述污泥贮池的干污泥排出口下方的带式输送机上。

[0027]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若干热风管的出风口采用等距离布置，这样污泥

干燥贮存间内控温更均衡。

[002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每一热风管的出风口上配置有一出风管，所述

出风管向下倾斜，在每一出风管的出口处设置有旋转扇叶，可使干热空气旋转冲刷到所述

污泥贮池内的污泥表面，迅速将污泥中的水汽夹带与热风混合。

[002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越靠近所述污泥贮池的进料侧，所述热风管的出

风管吹出的干热空气温度越高；越靠近所述污泥贮池的出料侧，所述热风管的出风管吹出

的干热空气温度越低。

[003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在所述污泥贮池的出料侧下方设置有地沟，在所

述地沟上盖有若干检修门。

[003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湿热风净化装置包括废气净化装置、第二引

风机和第二排气筒，所述废气净化装置的进气端与所述湿热风排除总管的出口通过管道连

接，所述废气净化装置的出气端与所述第二引风机的入口通过管道连接，所述第二引风机

的出口通过管道与所述第二排气筒的入端连接。

[0032] 由于采用了如上的技术方案，本发明与现有对有机污泥处理方式相比，具有如下

优点：

[0033] ①污泥干燥贮存间即作为初步干燥系统，同时又是污泥的主要贮存场所，利用污

泥贮存空间对其进行干燥，节约用地；

[0034] ②利用污泥焚烧或者碳化产生的热量间接加热空气用于提高污泥干燥贮存间内

温度，增加污泥干燥贮存间内空气的含湿量，使用换气风干方式干燥，使污泥减量，大大降

低干燥成本；

[0035] ③采用干热空气作为污泥干燥贮存间的控温介子，传热快，易布置，投资低；

[0036] ④干燥不采用高温高热，节省能源，设备使用寿命长，无烫伤危险；

[0037] ⑤干燥后的污泥，热值提高，自身燃烧释放的热量可以满足其焚烧或者碳化的温

度要求，同时废热利用又可以提供污泥干燥所需热源，大大降低了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

处理所需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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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⑥污泥干燥贮存间为微负压，运输车辆卸料、翻堆机搅动，整个过程在密闭环境下

完成，无废气外泄。

[0039] ⑦翻堆机全程按设定要求自动搅动污泥，污泥在翻堆机机械运动的作用下，不断

被翻抛、打散，增加污泥与空气接触机会，加快干燥速度；⑧翻推机从前到后，往复运动，将

干燥后的污泥不断送到输送机上，无需人工干预，仅需定期巡检即可，自动化程度高。

[0040] ⑧电热电磁感应式回转窑具有升温快，控温灵活，用电时间短；体积小，散热损失

少，大大节约污泥焚烧或者碳化成本；

[0041] ⑨采用多级供风方式，减低空气过量系数，控制焚烧温度不超过1200℃，降低热力

氮生成量；在电热电磁感应式回转窑内少量供风，低氧燃烧，还原气氛，烟气中的氮氧化物

被还原，降低燃料氮产生量；

[0042] ⑩在同一套系统上，通过对电热电磁感应式回转窑内通入助燃风量的调控可以选

择对污泥焚烧处理或碳化处理，处理范围广，产品应用广。

附图说明

[0043] 图1为本发明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的结构框图。

[0044] 图2为本发明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中的污泥干燥贮存间结构示

意图。

[0045] 图3为本发明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中的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结

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

[0047] 参见图1，图中所示的一体式污泥干燥和焚烧或碳化处理系统，包括污泥干燥贮存

间100、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燃烧装置300、脱硝烟道400、余热锅炉500、高温空气预热

器600、烟气再热装置700、废气处理装置800和湿热风净化装置900。

[0048] 污泥干燥贮存间100对有机污泥进行干燥，具体参见图2，其包括相互连通的污泥

卸料间110和污泥贮池120，在污泥卸料间110与污泥贮池120的进料侧之间设置有若干卸料

门130。污泥卸料间110和污泥贮池120均采用密闭式设计，微负压，使得臭气不外泄；污泥贮

池120的顶棚121采用阳光棚式设计，采光好，有助于密闭空间升温。

[0049] 在污泥卸料间110进门处设置有污泥卸料间门(图中未示出)，当污泥运输车进入

污泥卸料间110内时，污泥卸料间门关闭，污泥卸料间110与污泥贮池120的进料侧之间的卸

料门130打开，污泥运输车运行到污泥贮池120的进料侧位置后将污泥倒入污泥贮池120内，

然后污泥卸料间110与污泥贮池120的进料侧之间的卸料门130关闭，污泥卸料间门打开，污

泥运输车离开，臭气不外泄。

[0050] 污泥贮池120为混凝土结构，四周设置有围堰，防止污泥泄漏。在污泥贮池120的两

侧的围堰上设置有轨道141，在两侧的轨道141上架设有行车142，在行车142上通过滑轮(图

中未示出)安装有翻堆机143，翻堆机143可通过滑轮在行车142的行车梁上左右移动，这样

翻堆机143通过行车142可以到达污泥贮池120中的任何位置，无死角。翻堆机143通过行车

142从前到后的运动和通过滑轮的左右移动，将污泥贮池120中的污泥不断翻抛，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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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与干燥空气接触面积和时间，并且随着翻堆机143的运动方向移动，干燥后的污泥最终

落入污泥贮池120出料侧的干污泥排出口122下方的带式输送机150上。

[0051] 在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两侧外侧对称设置有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每套干热

空气送风系统包括若干热风管，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中的对应位置的热风管对称设置在

所述污泥贮池的顶棚外两侧。

[0052] 作为优选，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每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采用三根热风管，分为第一

热风管161、第二热风管162和第三热风管163，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中的两根第一热风管

161对称设置在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外两侧，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中的两根第二热风

管162对称设置在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外两侧，两套干热空气送风系统中的两根第三热

风管163对称设置在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外两侧。

[0053] 两根第一热风管161靠近污泥贮池120的进料侧，两根第三热风管163靠近污泥贮

池120的出料侧，两根第二热风管162位于第一热风管161与第三热风管163之间。两根第一

热风管161上的进风口161a、两根第二热风管162上的进风口162a和两根第三热风管163上

的进风口163a均采用对称布置，这样控温更均衡。

[0054] 两根第一热风管161上的进风口161a、两根第二热风管162上的进风口162a分别通

过管道A与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连接，两根第三热风管163上的进风口

163a通过管道F与烟气再热装置700出来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连接。由于污泥贮池120的进

料侧的污泥含水较高，因此靠近污泥贮池120的进料侧的第一热风管161的出风管吹出的干

热空气温度越高；靠近污泥贮池120的出料侧的第三热风管163的出风管吹出的干热空气温

度越低，这样有利于污泥贮池120的前段污泥快速蒸发失水，且大量水蒸发吸热后，使得污

泥贮池120前端温度不低于污泥贮池120的其他位置温度，保证整个污泥贮池120温差不大，

热量不浪费。

[0055] 第一热风管161、第二热风管162和第三热风管163的若干出风口向污泥贮池120内

各个位置送入干热空气；在第一热风管161、第二热风管162和第三热风管163的每一出风口

上均配置有一出风管164，出风管164向下微倾斜，在每一出风管164的出口处设置有旋转扇

叶，可使干热空气连续旋转(旋流)冲刷到污泥贮池120内被翻堆机143翻搅后的污泥表面，

迅速将污泥中的水汽夹带与热风混合，有利于污泥干燥。

[0056] 在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的最高处设置有若干湿热风收集口171，这些湿热风收

集口171等距离均布，它们的出口与一设置在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外的湿热风排除总管

172连通，这样可以将污泥贮池120的顶棚121内的含水饱和湿热空气带离污泥贮池120，完

成污泥的干燥。

[0057] 湿热风排除总管172的出口与湿热风净化装置900连接，使得污泥贮池产生的含水

饱和湿热空气被送入湿热风净化装置900内进行除尘、除味后排放。湿热风净化装置900包

括废气净化装置910、第二引风机920和第二排气筒930，废气净化装置910的进气端与湿热

风排除总管172的出口通过管道连接，废气净化装置910的出气端与第二引风机920的入口

通过管道连接，第二引风机920的出口通过管道与第二排气筒930的入端连接。

[0058] 在污泥贮池120远离污泥卸料间110的出料侧设置有横向贯穿污泥贮池120的干污

泥排出口122，在这些干污泥排出口122的下方设有地沟123，带式输送机150放置在地沟123

内并带有围栏，该带式输送机150的进料端位于这些干污泥排出口122的正下方并与这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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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排出口122对接，带式输送机150的进料端的面积大于这些干污泥排出口122的面积，保

证由这些干污泥排出口122出来的干污泥全部落到带式输送机150的输送皮带上。污泥贮池

120中的污泥在翻堆机143的作用下，不断向污泥贮池120的出料侧方向移动，干燥后的污泥

最终落入这些干污泥排出口122，由这些干污泥排出口122下部的带有围栏的带式输送机

150匀速送出。

[0059] 在地沟123上盖有若干检修门125，以防止废气外泄，同时可以随时清理带式输送

机150输送时掉落的干污泥。

[0060] 参见图3，图中所示的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由料仓210、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

窑头罩230、电磁感应加热装置240、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窑尾罩260组成。

[0061] 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包括外筒体251、发热内筒体252、若干传热炒板253和

保温层254，外筒体251通过可回转支撑装置255支撑回转并通过可回转驱动装置256驱动回

转，保温层254位于外筒体251与发热内筒体252之间，若干传热炒板253布置在发热内筒体

252的内表面上。发热内筒体和传热炒板通过套设在外筒体251外围的电磁感应加热装置

240可以迅速发热，大大减少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的发热内筒体252及若干传热炒板

253的预热时间，直接达到设定温度，并通过直接接触污泥导热，使污泥迅速升温、引燃，降

低用电负荷，利用污泥自身热量达到满足污泥焚烧或者碳化温度要求，更节能。

[0062] 电磁感应加热装置240通过电磁感应加热装置支撑装置241进行支撑；电磁感应加

热装置240采用电加热，是国家提倡的清洁能源，升温快，控温更灵活，污泥可以迅速被引燃

进入焚烧或碳化状态，同时可停掉或降低电热供应，运行成本低。

[0063] 窑头罩230配置在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的窑头，窑尾罩260配置在电热电磁

感应回转窑体250的窑尾。

[0064] 在窑头罩230的前面板上设置有进料口231、测温孔232、测压孔233、观火孔234、干

热空气进口235、检修口236。

[0065] 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穿过进料口231并密封衔接，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按设定

数量连续均匀将污泥送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内。在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探入电热

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内部分的外侧包裹耐火浇注料，保证螺旋不超温，不影响正常工作。

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的出料口探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的发热内筒体252内，物料

可直接落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内的传热炒板253上。

[0066] 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的进料口与料仓210的出料口密封衔接，料仓210的进料口

通过输送装置(图中未示出)与带式输送机150的出料端对接，这样污泥贮池120干燥后的污

泥送入通过料仓210和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送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50内进行焚烧或者

碳化。

[0067] 在料仓210上设置有称重计量装置和防堵振达装置，在水冷给料螺旋装置220中配

备有变频电机，可以按设定值控制均匀连续密闭给料。

[0068] 在窑头罩230的下方设置有一接料斗270，进料时或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体250内

正负压变化、搅动时漏料，可从接料斗270下定期排出，避免了由于特殊工况窑头罩230积

料，造成设备停炉故障。

[0069] 干热空气进口235通过管道B与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另一股干热空气出口连接，

通过引入干热空气，可降低窑头温度，延长设备使用寿命，焚烧或碳化过程的供风为高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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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热器600加热后的空气，可实现废热再利用。另外根据待处理污泥的特性选择对其焚烧

或者碳化处理,污泥在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内焚烧还是碳化处理,可调控干热空气进口

235给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的供风量实现。

[0070] 在窑尾罩260的上端设置有烟道261，烟道261作为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的烟气

出口，送出一次高温烟气；在烟道261内设置有测温仪262和测压仪263，测压仪263控制第一

引风机850变频调速；在窑尾罩260的下端设置有出料口264，出料口264与水冷出渣螺旋装

置280的进料口连接；在窑尾罩260的后面板上设置有观火孔265、检修门266。

[0071] 窑头罩230的前面板和窑尾罩260的后面板均为法兰连接，可作为停炉后的检修人

孔。

[0072] 污泥在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内从前到后经过干燥、热解、燃烧后，干渣通过出

料口264落入到水冷出渣螺旋装置280内，完成污泥的焚烧或碳环。污泥通过焚烧或碳化后，

有机质被焚毁，减量达到80％以上，水冷出渣螺旋装置280出来的副产品被降温后可作为建

材、燃料、土壤改良剂等广泛应用。

[0073] 燃烧装置300包括一二燃室310和一控温燃烧器320，燃烧装置300的一次高温烟气

入口311和二次高温烟气出口312分别设置在二燃室310上，二燃室310的燃料喷口313与控

温燃烧器320连接；在二燃室310上设置有带有多个进风口的二次风管314，二次风管与高温

空气预热器600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通过管道C连接。

[0074] 二燃室310设置在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之后，污泥在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

内的高温作用下，污泥中的水分和挥发分以气态形式所形成的一次高温烟气通过电热电磁

感应回转窑200的烟道261和二燃室310上的一次高温烟气入口311进入二燃室310，二燃室

310为燃尽室，体积较大，内部为绝热式设计，能满足烟气在＞900℃的高温下，停留时间＞2

秒，可将烟气中的有机物彻底焚毁，破坏二噁英类的形成条件。一次高温烟气在二燃室310

内进行第二次燃烧并形成二次高温烟气通过二燃室310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312送出。

[0075] 脱硝烟道400的进口440与二燃室310上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312连接，这样由二燃

室310上的二次高温烟气出口312出来的二次高温烟气进入到脱硝烟道400脱销。在脱硝烟

道400的进口上设有多个SNCR喷入口410和干热空气喷入口420，多个SNCR喷入口410与SNCR

喷入装置430连接，干热空气喷入口420与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一股干热空气出口通过管

道D连接，脱硝烟道400内的温度通过干热空气控制在850℃～1050℃，有利于氮氧化物还

原。

[0076] 余热锅炉500的脱硝后的高温烟气入口510与脱硝烟道400的出口450连接，脱硝后

的高温烟气由余热锅炉500的脱硝后的高温烟气入口510进入余热锅炉500内，在余热锅炉

500内与水进行热交换，将水变成蒸汽送出，经过热交换后的余热烟气通过余热锅炉500上

的余热烟气出口520送出。

[0077] 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余热烟气入口610与余热锅炉500上的余热烟气出口520相

连，余热烟气与送入高温空气预热器600中的空气进行热交换，经过热交换后的空气形成一

股干热空气通过管道A送入污泥干燥贮存间100内对污泥进行干燥处理，经过热交换后的空

气形成另两股干热空气分别通过管道B、C送入电热电磁感应回转窑200和二燃室310内进行

助燃，经过热交换后的空气形成第四股干热空气通过管道D送入脱硝烟道400中，对二次高

温烟气进行焚烧和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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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经过热交换后的空气形成第五股干热空气通过管道E送入烟气再热装置700对废

气进行再热处理，经过烟气再热装置700热交换后的第六股干热空气通过管道F送入两根第

三热风管163内对污泥进行干燥处理。

[0079] 高温空气预热器600中的空气通过与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空气入口630连接的鼓

风机640鼓入。

[0080] 余热烟气经过热交换后形成低温废气由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废气出口620排出

进入废气处理装置800进行处理。废气处理装置800对高温空气预热器600的废气出口620排

出的低温废气处理后送入烟气再热装置700中与送入烟气再热装置700中的干热空气进行

热交换，使得烟气再热装置700中的低温废气被加热，以消除低温废气排放时的白烟。

[0081] 废气处理装置800包括半干中和塔810、布袋除尘器820、湿法除酸装置830、除雾装

置840、第一引风机850和第一排气筒860，半干中和塔810的废气输入端811与高温空气预热

器600的废气出口620连接，在半干中和塔810内加入水和碱液对进入半干中和塔810内的废

气进行除酸的同时将废气迅速降温，满足后续处理设施对废气的温度要求。

[0082] 半干中和塔810的废气出口812通过废气输送管道870与布袋除尘器820的进气口

821连接，经过水和碱液除酸并降温后的废气经过废气输送管道870送入布袋除尘器820中

进行除尘；在废气输送管道870上设置有一活性炭喷入装置880，以向废气输送管道870内喷

入活性炭，对废气输送管道870内的废气进行活性炭吸附处理。

[0083] 布袋除尘器820上的除尘气体出口822与湿法除酸装置830的除尘气体入口831连

接，经过布袋除尘器820除尘后的除尘气体送入湿法除酸装置830中进行除酸处理。

[0084] 湿法除酸装置830的除尘除酸气体出口832与除雾装置840的除尘除酸气体入口

841连接，经过湿法除酸装置830除酸处理后的除尘除酸气体送入除雾装置840中进行除雾

处理。

[0085] 除雾装置840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出口842与烟气再热装置700的除尘除酸除雾气

体入口710连接，经过除雾装置840除雾处理后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由于温度低，含水率高，

因此经过除雾装置840除雾处理后的除尘除酸除雾气体送入烟气再热装置700中与送入烟

气再热装置700中的干热空气进行热交换，以加热烟气再热装置700中的除尘除酸除雾气

体，以消除除尘除酸除雾气体排放时的白烟。

[0086] 第一引风机850的抽吸口851与烟气再热装置700的排气口720连接，烟气再热装置

700中经过热交换后的洁净气体通过第一引风机850的抽吸后，通过第一排气筒860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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