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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一火两步法新型双胆式碳化机系我公司 2010 年以来顺

应市场强烈需求，根据广大用户要求及建议，综合我公司闪

蒸式烘干机及闷罐式碳化炉,畅开式碳化炉等烘干碳化设备

的生产使用情况,经长期攻关结合郑州机械研究所高工采用

计算机优化设计针对锯未，稻谷壳，杂草，果壳（皮），秸杆，

沼气渣等生物质，生活垃圾,污泥,造纸渣等有机物制作的又

一新型连续式碳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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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碳化机机组概述 

1，设备简介 

1.1 本机采用上下双层多通道结构设计，主要由烘干主机,碳化主机及其它附机组成.

这其中又由传动部分，机架部分，烘干部分，闪蒸层，碳化层，进料及散料部分，

出料及冷却部分，烟气回燃,水幕除尘,气化炉部分及相关管道等装置组成。根据

用户需求可加装移动行走部件（定制部件）。 

1.2 上下两层的结构使下层设备尽可能多的接触到了热风源，从而第一步从源头上提

高了热利用效率；第二层设备完全利用碳化烟气余热闪蒸物料这是第二次提高了

热利用效率；第三，热风源(气化炉或者热风炉)尾气收集通道，外层碳化裂变热

能收集通道，内层闪蒸蒸汽收集通道，燃烧废气收集通道等多通道的优化集中设

计为第三次提高热利用率成为可能。本设备的三次优化利用，使设备的最终尾气

排放温度降到了 100℃以下。经有关部门签定，本设备的热利用率达到了 85％以

上，被我新疆伊利亚麻厂用户称之谓“亚麻杆碳化神器”。 

1.3 本设备上层为边缘传动加中心散料双驱无级变速结构，能使物料在上层闪蒸干燥

仓内强制形成沙尘暴式的“料雾”能快速增大物料与热空气的接触面积；同时可

控的转速又控制了物料与热空气的接触时间，从而实现了不同水份物料同等烘干

的功能。烘干后的物料自流入下层双胆式碳化机内，上层进料烘干下层干熘碳化。 

1.4 在一般生产中我们单设一台热风源（可是热风炉:燃烧煤炭、树枝、生物质颗粒、

煤制气及其它可燃气体；也可以是生物质气化炉；燃烧机；喷煤机等设备）一边

利用热风源尾气和碳化仓内的热解气体烘干物料；一边利用热风源直接碳化物料。

但对于贫困地区为了节约设备投资对于水分低于 10％的几种物料也可采用简易

的单层碳化机。 

2．规格型号 

我公司生产的碳化机主要有以下几种规格型号 

 

3．规格型号的组成及其代表意义 

例：JH  -  1  -  1000  -  S  -  Y 

JH  表示：  捷恒公司；          1表示：1小时产量 1吨；  1000表示：主机内

壁直径 1000毫米； 

S 表示：热风炉配手动式（手动上煤，手动出渣）； （Z表示自动上煤，自动出渣） 

规格 型号 产量 主机功率 主机外形尺寸 

D800 JH-0.3 300Kg/h 11Kw/h 1.0×1.7×8 

D1000 JH-5 500Kg/h 15Kw/h 1.3×1.9×8.5 

D1300 JH-1.2 1200Kg/h 18.5Kw/h 1.6×2.2×8.5 

D1600 JH-2 2000Kg/h 30Kw/h 2.2×2.8×8.5 

D2000 JH-3 3000Kg/h 55Kw/h 3.0×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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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表示整体可移动式 （不注表示固定式）        ；Q表示气化炉        

4．安全操作 

4.1,操作和维人员应当认真学习有关的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4.2,设备正运转过程中，禁止进行任何调整，清理，检修等工作，工作人员应距机器

一米以外，以免发生危险。 

4.3,严禁向机器内投放杂物，以免损坏机器。 

4.4，设备进行检修时，首先应切断电源，并挂出检修标志。 

 

 

二，工作原理及结构特性 

 

 

 

 

 

三，技术特性 

根据各种有机物,生物质成分不同，水分不同，最终由相同设备而得出的技术参数也

不尽相同。总之炭化炉温不低于 700℃，越高产量越大，炭化速度越快，运行成本相应降

低。各地区因炭化后的”人造碳”用途不同，对炭化要求也不太一样，制作设备在含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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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的产量 1—10t/h 均可制作，含炭量在 30%时的设备制作最大不超过 6t/h 产量。 

在生产中我公司制作的一火两步法碳化机组是目前国内独家，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设备

能与我们相提并论.（指炭化运行成本和时产）。因为大水分的去除几乎没有成本，水分降

低是利用的余热余烟，只计算一个炭化成本，燃料热值利用率可达 90%以上。传统任何

设备不具备这种结构，改进也存在技术盲点。 

再者是燃料选用，我们的设备可根据客户当地廉价燃料来设计热风源!实现炭、煤、

生物质、可燃气体、可燃垃圾等的多品种利用，既节约了成本，又实现了良性循环。 

还有是生产中绝对单用一个热风源，任何设备只要多一个热风源，多一个步骤，它的

燃料、用电、人工成本就必然增高，这是科学的、毋庸置疑的现实问题。 

余热余烟预烘干利用后的处理技术已配用到整套设备上，使烟气排放达到国家环保要

求。 

 

 

四，安装与调试 

4.1碳化机出厂前，各部分包括传动单元已装配在一起，宜整体吊装。对安装条件有限制

的用户可分体吊装。注意重新装配时，要保证减速机输入轴与电机轴的同心或平行，输

出端与过桥轴的同心或平行。组装好后要用手转动减速机输入端，使过桥轴转动数圈，

不得有别卡的感觉，然后固定电机，减速机，过桥轴的相对位置。最后在主机固定好后

校正过桥齿轮与主机齿圈的相对位置（主要对平行度，齿面接触，齿隙等做重点检查和

调整）。特别注意过桥轴传动底架的固定一定是在齿轮，齿圈相对位置校准后，保证相

互不再位移的情况下，固定传动底架。整个传动部分安装完毕后，手盘减速机转动主机

旋转一到叁周，无异常，方可准备进行空运转，空运转时间不得低于 2小时，观察主机

是否有异常振动，噪声和温升。             

4.2碳化机机械部分安装无误后，再安装风机，引水管，风管等外部设备，最后安装电

气控制装置。第一次安装电控装置时，必须由生产厂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安装调

试。温度传感器的安装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安装，以免传感器失灵。对传感器的引线采

取适当的保护措施，以防止扯断，烧断，可用穿管或埋设的方法加以保护。 

4.3电控装置应当放置在灰尘少，与主机热风炉保持适当距离的地方。可以挂墙，挂柱

和支持安装。 

4.4试运转前应当确认碳化机主机，各引风机，鼓风机和进出料装置（如果有的话）的

旋转方向是否正确，点动时发现不正确应立即调换电源中的任意两根线。确认减速机

是否加入规定数量和牌号的润滑油。确认温度传感器是否已安装并已与电控装置正确

连接。按上述内容安装和检查后，便可开始进行试运转。 

4.5空载试运转总时间不得低于 6小时，之后便可加温，在温度达到或接近相关物料的

碳化温度时方可进料试车。在此时间内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对机器进行检查，要求

机器运转平稳可靠，无特殊噪声。 

4.6开车 4小时内，轴承，电机，减速机的温度逐渐升高，然后保持恒定。轴承最高温

升不超过 40℃，最高温度不超过 70℃。减速机许可温升不超过 45-60℃，最高温度不

超过 80℃，电机最高升温不超过 65℃，最高温度不超过 105℃。 

五，使用和操作 

5.1,操作人员在开始之前应阅读值班记录，并进行设备的总检查，检查各连接部位螺拴的

紧固情况。检查减速机的油位和轴承的润滑情况，保持充足的油量供应。每天定时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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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齿轮处加涂润滑脂。 

5.2,碳化机应空载起动，达到开机条件后才能开始进料。正常停机前应先停止进料，再停

止加温，待碳化机内部的物料排净后才能停止风道引风机，除尘风机等外部设备。直到

温度传感器所示温度全部达到环境温度或 60℃以下时，方可停止主机。除特殊情况，

不允许带负荷高温停车。 

5.3，长期停用后或初次启动前，应对碳化机进行全面栓查：看螺栓是不松动，各部油脂

是否充足，润滑是否良好，电器线路和电控装置的接线是否正确，接线处是否松动，碳

化机内部风道是否畅通。一切无误后，点动试车，观察碳化机的旋向，及各外部设备的

旋向是否正确。确认各部电动机转动方向无误后，方能正式启动碳化机。 

5.4，无论以何种方式向碳化机进料，均需给料连续，均匀并最好加装除铁器，清除铁块

等杂物。禁止大于 30毫米的铁块，石块误入本机，以免发生事故。 

5.5，在使用中发现碳化机出现异常声响，传动单元异常温升或异味时应当及时停车，查

明原因并消除故障后方可重新启动。 

六．润滑与维护检修 

6.1.润滑制度 

一般情况下，碳化机出厂前，减速机内有少量的润滑油需更换，用户需要根据说明书

的要求，加注规定牌号和数量的润滑油。首次运行 15天后，需清洗油箱，更换新油。

以后可根据情况每 3－6个月将减速机中的油全部更换一遍。 

碳化机轴承润滑剂采用 ZL-2 锂基或 1号 MoS2极压锂基润滑脂，供油方式选用间歇式

供油，每天润滑多次，每个供油点每次润滑量约 4-10Ml。 

减速机应根据油位每月补充注油一次。润滑油冬季使用 N220号，夏季选用 N320号中

负荷工业齿轮油。减速机每年清理，换油一次。根据使用现场的季节情环境温度高低，

可改用不同型号的齿轮油。 

6.2．维护与检修 

对碳化机进行检修时，首先应切断电源，并挂出检修标志，确保维修人员的安全，

检修人员应在两人以上。 

维修碳化机时，请先详细阅读说明书，对碳化机各部位的结构进行熟悉，认清各个零

部件的相对位置，明白设备的工作原理。之后再进行检修工作。 

碳化机的维护和检修的目地是修理和更换已损坏，磨损的零部件，以恢复其工作

能力，确保机器的安全运转。内容包括日常维修和定期检查。应当定期检查设备紧固

件的坚固情况及传感器引线等线路情况。每周至少检查一次齿轮，齿圈的磨损情况，

发现磨损严重应当提前一月作好齿轮，齿圈的备件工作。特别的齿圈的更换，应首先

移走传动过桥单元再用气焊吹开齿圈与桶壁的连接板，然后用角磨机磨平桶壁连接处，

其次对角依次松开齿圈上的顶丝，最后从进料端取下齿圈更换之。至于扬料板，导料

板磨损后的更换，应当首先确定其材质，然后再更换相同材质尺寸的零件，最后根据

相应材质对应的焊材原角度施焊连接，以保证焊接后的稳定耐久性。最后说风道的日

常维护和维修。风道因为常时间较高湿度，温度的环境，我们在日常维护中除了要经

常检查其保温性，密闭性外，还要定期检查它的畅通，定期清楚铁锈，尘土等堵塞物；

必要时间更换相同规格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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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常见故障处理 

可能发生的故障 发生故障的原因 处理方法 

轴承温度过高 

润滑脂不足 加入适量的润滑脂 

润滑脂污染 清洗轴承后更换润滑脂 

轴承损坏 更换轴承 

碳化程度降低 

打散轴上散料叶片磨损 更换或覆焊叶片 

风机有损坏 检修风机 

风道有泄露 修复风道 

进料不均匀 调整进料 

进料水分波动大 调整进料及温控 

主机振动加大 

轴承损坏 更换轴承 

传动链轮损坏 检修传动部分 

传动齿轮磨损 检修传动齿轮 

出料明显减少 进料口堵塞 检修进料部分 

温度显示混乱 

传感器线路故障 更换传感器线引线 

传感器损坏 更换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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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包服务的提供 

感谢你相信并购买本公司产品！ 

本公司产品三包服务体系承诺如下： 

 

1.河南捷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对广大用户实行三包服务，三包服务期限自产品售出之日

起六个月内。 

2.三包期内如出现质量问题，均由本公司免费提供维修服务。 

3.三包期内一律免费提供一次操作人员技术培训。 

4.三包期内一律免费指导安装，调试设备，直至产出成品。 

5.省内 24 小时作出服务回应并服务到位；省外 48 小时作出服备回应并服务到位。 

6.如果你购买的本产品属于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本公司有权不按照三包服务条款的内容

提供免费服务，你可以选择有偿服务： 

 

6.1 超出三包有效期的； 

6.2 未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要求使用和维护，保管而导致故障或损坏； 

6.3 无有效三包凭证及购买凭证；其它非产品设计，技术，制造，质量等问题导致的

故障或损坏； 

6.4 因不可抗力而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三包服务凭产品合格证及购买凭证获得，如果你不能出示有关凭证，则不在免费

服务范围内。 

本服务规定最终解释权归河南捷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捷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ww.hnjhjx.cn 

电话：400-0598-956 

2013 年元月 

www.hnjhj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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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合格证 

 

 

 

 

型    号：               

产品名称：碳    化    机 

出厂编号：               

合 同 号：               

检 验 员：               

 

 

本机保修期自     年     月     日起 

 

本产品经检验，质量和性能均符合技术要求。 

（本合格证加盖公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