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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

统，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包括依次连接的固废垃

圾给料单元、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气流床气化

熔融单元、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和气化气净化单

元，所述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气

化剂预热器、余热锅炉、除尘器和气体冷却器，所

述除尘器底部连接有飞灰循环管道，所述飞灰循

环管路上设有返料单元，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单

元包括循环流化床气化炉和循环流化床气固分

离器，所述返料单元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

返料口连接。本实用新型能实现固废垃圾的大型

工业化处理规模，克服了现有固废垃圾处理方法

存在的能耗高、热效率低、气化效率低、原料适应

性差、灰渣无害化处理不彻底、烟气中易夹带有

害物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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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固废垃圾给料单元、循环

流化床气化单元、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和气化气净化单元，所述余热

回收及除尘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气化剂预热器、余热锅炉、除尘器和气体冷却器，所述除尘

器底部连接有飞灰循环管道，所述飞灰循环管路上设有返料单元，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单

元包括循环流化床气化炉和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所述返料单元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

炉的返料口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废垃圾给料

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给料仓、给料锁和给料机，所述给料仓连接有固废垃圾输送管道和辅

助物料输送管道，所述给料机的输出管道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给料口连接；所述气

化剂预热器为一台为多台，所述余热锅炉为一台或多台，所述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设有一

级或多级除尘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

固分离器通过返料器与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底部相连。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流床气化熔

融单元包括气流床气化炉，所述气流床气化炉为上行辐射废锅型式气化炉；所述气流床气

化炉内从上至下包括依次相连的辐射废锅、气化熔融室和冷渣室，所述冷渣室的输出管道

与渣锁斗连接，所述渣锁斗的输出管道通入渣池内；所述气化熔融室的中下部安装一个或

多个燃烧器，所述燃烧器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顶部的气化气输出管道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气化剂输送

管道，所述气化剂输送管道通过所述气化剂预热器后分为第一支路和第二支路，所述第一

支路与所述燃烧器连接，所述第二支路通入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底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返料单元包括

依次连接的灰渣仓、灰渣斗、灰渣锁和灰渣输送机，所述灰渣仓与所述飞灰循环管路连接，

所述灰渣输送机的输出管道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给料口连接；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

炉的底部设有气化渣出口，所述气化渣出口与所述灰渣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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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属于环保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日益严苛的环保政策与法规的实施，如何实现炼油与化工、冶金、造纸与印染

等行业产生的工业固废，以及社会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或固废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

处理目标，是近年来环保技术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0003] 传统的固废垃圾处理方法有填埋法和焚烧法。填埋法由于占地大，极易对地下水

和土壤造成二次污染，不能实现固废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目标，已逐步淘汰。

焚烧法对固废垃圾的热值要求高，热值较低或热值不稳定易导致焚烧不彻底，产生二噁英

等强致癌物；焚烧后的残留物仍需进一步处理，特别是对于危险固体废物，焚烧后的残留物

一般仍属于危险废物，不能达到彻底无害化处理的目标，传统的固废焚烧法也越来越不被

采用。

[0004] 高温熔融法是固废垃圾处理技术的发展方向，极具前景。高温熔融法是通过加热

固废垃圾达到其熔点以上温度，固废中的可燃组分被高温气化，产生的烟气或气化气可进

一步回收利用，实现资源化处理；而固废残渣则形成熔融液态，然后快速冷却使形成无定型

结构的固态玻璃体，可作为建筑材料，从而彻底实现无害化处理。加热固废垃圾使其高温熔

融主要有电阻式熔融、等离子体熔融、气化熔融三种方式。电阻式熔融法是通过电极使固废

内部产生电阻，利用焦耳热加热固废垃圾使其熔融，该方法熔融温度在1200-1600℃，可形

成固废熔渣玻璃体，实现无害处理，可回收高温烟气的热量副产蒸汽，但该方法电极消耗量

大，能耗高，固废处理成本高；等离子体熔融法是利用等离子炬加热固废垃圾表面使其熔

融，同样可实现固废熔渣无害化处理，该方法电极消耗量比电阻式熔融法略低，但热损失

大，能耗高，且等离子炬使用寿命有限，难以形成大型工业化处理规模。气化熔融法是利用

气化剂使固废垃圾在气化炉内进行高温氧化还原气化反应，反应温度在1200-1600℃，固废

熔渣熔融后冷却固化形成玻璃体，反应产生的高温气化气组分以CO、H2为主，除通过副产蒸

汽回收热量外，还可进一步作为化工合成气或燃料气使用，该方法能耗低，热效率高，所基

于的气化反应技术机理在煤气化技术领域已成功运用，在固废垃圾处理行业具有大型工业

化前景。

[0005]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号201711221720.0，授权公开号CN107957069B，授权公开

日2019-06-04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垃圾热解气化系统。该垃圾热解气化系统包括热解气

化炉、裂解气燃烧室、除尘单元、脱酸单元、烟囱和余热回用单元，所述的热解气化炉下端出

口与裂解气燃烧室的进气口连通，热解气化炉与裂解气燃烧室之间还通过余热回用单元连

通；裂解气燃烧室出口与除尘单元进口连接，除尘单元出口与脱酸单元进口连接，脱酸单元

出口与烟囱连接。该实用新型适用于垃圾热解气化技术领域，能够不经分类、干燥等预处理

过程处理垃圾，能够避免垃圾在热解气化炉内堆积搭棚，使装置连续、稳定运行，提高运行

效率，延长炉排使用寿命，降低运行成本，能够实现设备的模块化、小型化设计，提高装备灵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210176803 U

3



活性，满足不同规模的垃圾处理需求。但该实用新型存在以下不足：热解气化炉采用固定床

型式，气化效率低，该炉型决定了热解气化炉的温度较低(必需低于入炉垃圾的熔融温度)，

垃圾热解后的裂解渣无法进行高温熔融进而形成玻璃体，难以实现彻底的无害化处理；热

解气化炉只能对熔点较高的垃圾进行热解，原料适应性较差；由于热解反应温度低，裂解气

中含有焦油、酚类、二噁英等组分，裂解气必需进入裂解气燃烧室充分燃烧后才能排放，燃

烧过程使含有CO、H2等组分的裂解气全部燃烧生成以CO2、H2O为主的烟气，未能充分利用裂

解气的有效组分；裂解气燃烧室采用耐火砖层隔热，热损失大，热量回用效果低；系统以小

型化设备设计为主，难以满足大规模处理要求。

[0006]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号201810763719.9，公开号CN108826318A，公开日2018-

11-16的专利文件公开了一种生活垃圾处理系统和生活垃圾处理方法。该系统包括预处理

装置、焚烧炉、烟气分离装置、烟气净化装置和等离子体气化裂解熔融装置。预处理装置的

预处理垃圾出口与焚烧炉的预处理垃圾进口相连；焚烧炉的高温烟气出口与烟气分离装置

的气固分离器的烟气进口相连；气固分离器的第一废气出口和烟气净化装置的第一废气入

口相连；等离子体气化裂解熔融装置包括相互连通的等离子体气化裂解熔融炉和液态熔渣

排放急冷装置，气固分离器的飞灰出口和焚烧炉的第一固体残渣出口与等离子体气化裂解

熔融炉的等离子体炉固废进料口相连。生成的气体排放物成分清洁，不会对大气造成二次

污染；生成的固体产物能够被二次利用。但该实用新型存在以下不足：为提高焚烧炉温度，

将等离子体气化裂解熔融炉出口的还原性气体(以CO、H2为主)送入焚烧炉用于助燃后进入

烟气排放系统，未能该还原性气体的实现资源化利用；当焚烧炉入炉生活垃圾热值低或者

热值不稳定时，易导致焚烧炉产生的高温烟气中夹带焦油、酚、二噁英等有害物质进入后续

系统；熔融过程采用等离子体法，能耗高，生活垃圾处理成本高，且难以实现大型工业化。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1.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8] 针对现有固废垃圾处理方法存在的能耗高、热效率低、气化效率低、原料适应性

差、灰渣无害化处理不彻底、烟气中易夹带有害物质(焦油、酚、二噁英等)、难以实现大型工

业化处理规模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

[0009] 2.技术方案

[0010]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11] 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固废垃圾给料单元、循环流化床气

化单元、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和气化气净化单元，所述余热回收及除

尘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气化剂预热器、余热锅炉、除尘器和气体冷却器，所述除尘器底部连

接有飞灰循环管道，所述飞灰循环管路上设有返料单元，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包括循

环流化床气化炉和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所述返料单元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返料

口连接。

[0012]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固废垃圾给料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给料仓、给料锁和给

料机，所述给料仓连接有固废垃圾输送管道和辅助物料输送管道，所述给料机的输出管道

与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给料口连接；所述气化剂预热器为一台为多台，所述余热锅炉

为一台或多台，所述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设有一级或多级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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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通过返料器与循环流化床气化炉

的底部相连。

[0014]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包括气流床气化炉，所述气流床气

化炉为上行辐射废锅型式气化炉；所述气流床气化炉内从上至下包括依次相连的辐射废

锅、气化熔融室和冷渣室，所述冷渣室的输出管道与渣锁斗连接，所述渣锁斗的输出管道通

入渣池内；所述气化熔融室的中下部安装一个或多个燃烧器，所述燃烧器与所述循环流化

床气固分离器顶部的气化气输出管道连接。

[0015]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还包括气化剂输送管道，所述气化剂输送管道通过所述气化

剂预热器后分为第一支路和第二支路，所述第一支路与所述燃烧器连接，所述第二支路通

入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底部。

[0016] 进一步的技术方案，所述返料单元包括依次连接的灰渣仓、灰渣斗、灰渣锁和灰渣

输送机，所述灰渣仓与所述飞灰循环管路连接，所述灰渣输送机的输出管道与所述循环流

化床气化炉的给料口连接；所述循环流化床气化炉的底部设有气化渣出口，所述气化渣出

口与所述灰渣仓连接。

[0017] 3.有益效果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实用新型将固废垃圾先送入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循环

流化床气化炉反应温度高，循环倍率高，提高了固废垃圾气化效率，且产生的气化气中基本

不含焦油、酚、二噁英等有害物质；

[0020] (2)本实用新型将循环流化床气化产生的气化气及其夹带的未气化的飞灰送入气

流床气化熔融炉进一步反应，气化熔融温度高，彻底消除了气化气中的微量焦油、酚、二噁

英等有害物质，并在冷渣室冷却固化为无害化的玻璃体，经渣锁斗和渣池最终排出，可作为

建筑材料使用，实现了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

[0021] (3)本实用新型气流床气化炉采用上行辐射废锅型式，气化熔融室产生的高温气

化气上行进行辐射废锅，产生的液态熔融灰渣下行进入冷渣室，气化气和熔融灰渣的流向

正好相反，使气化气和熔融灰渣高效分离，提高了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的运行稳定性，易于

实现固废垃圾处理的大型工业化；

[0022] (4)本实用新型气流床气化炉采用上行辐射废锅型式，气化熔融室产生的高温气

化气上行进行辐射废锅，副产4-10MPa蒸汽，热量回收充分，提高了气化熔融系统的热效率，

提高了处理固废垃圾的经济性；

[0023] (5)本实用新型气化气净化单元产生的净化后的气化气以还原性组分CO、H2为主，

可作为化工合成气或燃料气使用，实现了固废垃圾资源化处理；

[0024] (6)本实用新型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分离收集的飞灰进入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进

一步气化，理论上实现了飞灰零排放，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0025] (7)本实用新型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设有一台或多台气化剂预热器和余热锅炉，

降低了气化剂消耗，提高了蒸汽副产量，也进一步降低了能耗；

[0026] (8)本实用新型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出口的气化气中飞灰含量低于10mg/Nm3，清

洁程度高；

[0027] (9)本实用新型可将循环流化床气化渣通过灰渣仓和灰渣返料系统送回循环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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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气化炉，使固废垃圾在气化反应过程中产生的灰渣全部通过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以玻璃

体形态排出，可作为建筑材料使用，实现固废垃圾的彻底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

[0028] (10)本实用新型可将辅助物料与固废垃圾一起送入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提高了

固废垃圾熔渣的玻璃化程度，实现了固废垃圾的无害化处理；

[0029] (11)本实用新型适应的固废垃圾粒径范围广(0-10mm)；适应的固废垃圾的热值要

求低(高于2000kCal/kg)，并且，根据所加入的辅助物料热值，可进一步降低固废垃圾的热

值要求；可处理的固废垃圾种类广泛(生物质、含油污泥、工业炉灰渣、生活垃圾、固体危废

中的一种或多种)，解决了原料适应性差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3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及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32] 图中，1、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2、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3、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

4、气化气净化单元；5、固废垃圾给料单元，6.返料单元；101、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2、循环

流化床气固分离器；103、返料器；104、固废垃圾输送管道；105、辅助物料输送管道；106、气

化剂输送管道；201、辐射废锅；202、气化熔融室；203、冷渣室；204、渣锁斗；205、渣池；206、

燃烧器；207、气流床气化炉；301、气化剂预热器；302、余热锅炉；303、除尘器；304、气体冷却

器；501、给料仓；502、给料锁；503、给料机；601、灰渣仓；602、灰渣斗；603、灰渣锁；604、灰渣

输送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

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

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34]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固废垃圾

给料单元5、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1、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2、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3和气化气

净化单元4，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3包括依次连接的气化剂预热器301、余热锅炉302、除尘器

303和气体冷却器304，除尘器303底部连接有飞灰循环管道，飞灰循环管路上设有返料单元

6，循环流化床气化单元1包括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和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102，所述返

料单元6与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的返料口连接。

[0035] 其中，固废垃圾给料单元5包括依次连接的给料仓501、给料锁502和给料机503，给

料机503的输出管道与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的给料口连接，给料仓501连接有固废垃圾输

送管道104和辅助物料输送管道105。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辅助物料指有助于促进固废垃

圾在气流床气化炉形成无害化玻璃体的物质，特别地，指气化后的煤渣、河沙或石灰石中的

一种或几种。根据所述辅助物料的热值，可进一步降低固废垃圾的热值要求，拓宽固废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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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料适应性。

[0036] 在本实用新型中，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3可设有一台或多台气化剂预热器301，将

气化剂预热至400-700℃；也可设有一台或多台余热锅炉302，通过副产蒸汽回收气化气热

量。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3设有一级或多级除尘器303，使余热回收及除尘单元出口的气化

气中飞灰含量低于10mg/Nm3。

[0037] 其中，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102通过返料器103与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的底部

相连。

[0038] 其中，气流床气化熔融单元2包括气流床气化炉207，气流床气化炉207为上行辐射

废锅201型式气化炉；气流床气化炉207内从上至下包括依次相连的辐射废锅201、气化熔融

室202和冷渣室203，冷渣室203的输出管道与渣锁斗204连接，渣锁斗204的输出管道通入渣

池205内；气化熔融室202的中下部安装一个或多个燃烧器206，燃烧器206与循环流化床气

固分离器102顶部的气化气输出管道连接。

[0039] 其中，还包括气化剂输送管道106，气化剂输送管道106通过所述气化剂预热器301

后分为第一支路和第二支路，第一支路与燃烧器206连接，第二支路通入循环流化床气化炉

101的底部。

[0040] 其中，返料单元6包括依次连接的灰渣仓601、灰渣斗602、灰渣锁603和灰渣输送机

604，灰渣仓601与飞灰循环管路连接，灰渣输送机604的输出管道与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

的给料口连接；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的底部设有气化渣出口，气化渣出口与灰渣仓601连

接。

[0041] 本实施例并提供了采用上述固废垃圾气化熔融系统进行固废垃圾气化熔融方法，

包括下述步骤：

[0042] 步骤一、循环流化反应：粒度为0-10mm的回转窑炉渣作为固废垃圾原料和输助物

料通过固废垃圾给料系统进入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底部，与预热后的气化剂(90％的富氧

空气和水蒸气)在炉内进行氧化还原反应，反应压力0.5MPa，反应温度900℃；产生的气化气

和固体颗粒进入循环流化床气固分离器102，将大部分固体颗粒分离下来并通过返料器103

进入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循环气化；

[0043] 步骤二、气流床气化熔融反应：气固分离器出口的气化气及其夹带的未气化的飞

灰与预热后的气化剂(90％的富氧空气和水蒸气，富氧空气和水蒸气的重量比为2：1)一起

经燃烧器206进入气流床气化炉207气化熔融室202进行气化熔融反应，反应温度在1500℃，

反应压力在0.35MPa，产生的高温气化气上行进入辐射废锅201，副产4MPa饱和蒸汽，气化气

自身温度降低至700℃，产生的液态熔融灰渣下行进入冷渣室203，灰渣被水淬冷固化，形成

玻璃体灰渣，经渣锁斗204排至渣池205，收集后作外送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0044] 步骤三、余热回收及除尘净化：辐射废锅201出口的气化气进入气化剂预热器301，

将气化剂(90％富氧空气和水蒸气，富氧空气和水蒸气的重量比为2：1)预热至650℃后，气

化气降温至300℃进入余热锅炉302副产0.5MPa饱和蒸汽进一步回收热量，余热锅炉302出

口气化气温度在约180℃；然后经气体冷却器304和气化气净化单元4，得到的净化后的气化

气以还原性组分CO、H2为主，送至后工段；

[0045] 步骤四、飞灰循环反应：经除尘器303将飞灰分离收集，除尘后的气化气飞灰含量

低于10mg/Nm3，收集的循环飞灰送回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循环气化，无需外排。并且，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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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床气化渣排至灰渣仓503，再通过灰渣返料系统也一起进入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

[0046] 本实施例循环流化床气化炉101底排出的气化渣属于一般固废，无需重新送入循

环流化床，直接外送。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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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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