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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泥生产领域，尤其为一种

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包括

预热器废气出口，所述预热器废气出口一侧连通

有余热发电锅炉，所述余热发电锅炉底部设置有

高温风机，所述预热器废气出口另一侧设置有入

窑斜槽，所述入窑斜槽底部连接有锁风阀，锁风

阀底部设置有闸板阀，所述闸板阀底部设置有一

级旋风筒；而本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

脱硫装置降低外加脱硫剂，并且投资不大的条件

下克服上述方案的缺点，充分利用预热器自身在

预热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活性较高的CaO作为脱硫

剂，依靠分解炉出口和二三级旋风筒的压力差为

提升力将CaO提升至温度反应窗口参见脱硫反

应，以降低脱硫的成本，使得脱硫的过程更环保，

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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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包括预热器废气出口(1)，其特征在

于：所述预热器废气出口(1)一侧连通有余热发电锅炉(2)，所述余热发电锅炉(2)底部设置

有高温风机(3)，所述预热器废气出口(1)另一侧设置有入窑斜槽(4)，所述入窑斜槽(4)底

部连接有锁风阀(5)，所述锁风阀(5)底部设置有闸板阀(6)，所述闸板阀(6)底部设置有一

级旋风筒(7)，所述一级旋风筒(7)底部连接有二级旋风筒(8)，所述二级旋风筒(8)平行处

连接有下料锁风阀(9)，所述下料锁风阀(9)底部设置有三级旋风筒(10)，所述三级旋风筒

(10)底部连通有送煤风管(11)，所述送煤风管(11)底部连通有四级旋风筒(12)，所述四级

旋风筒(12)底部连接有五级旋风筒(13)，所述五级旋风筒(13)一侧设置有分解炉(14)，所

述分解炉(14)一侧设置有回转窑(15)，所述回转窑(15)一侧设置有窑头燃烧器(16)，所述

窑头燃烧器(16)一侧设置有篦冷机(17)，所述篦冷机(17)一侧设置有油口(1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一级旋风筒(7)的数量为四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二级旋风筒(8)、三级旋风筒(10)、

四级旋风筒(12)、五级旋风筒(13)的数量均为两个，且为平行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温风机(3)的型号为W型高温风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一级旋风筒(7)、所述二级旋风筒(8)、所述三级旋风筒(10)、所述四级旋风筒(12)与所

述五级旋风筒(13)通过连通管相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篦冷机(17)与所述油口(18)相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回转窑(15)与所述窑头燃烧器(16)平行设置，且通过连通管相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送煤风管(11)与所述三级旋风筒(10)、所述四级旋风筒(12)之间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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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水泥生产领域，具体为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厂的生产过程中，原料中和所用的燃料煤炭中都有可能含有硫化物，经过煅

烧会生成SO2，以气体形式出现，但是在预热分解煅烧过程中，在窑内产生的SO2气体经过分

解炉时候会被分解炉内刚刚形成的具有较强表面活性的CaO吸收并固化下来，并不随气体

排放至大气中，而原料中的硫化物或硫酸盐矿物，经过入窑提升机随物料进入预热器分解

系统，开始加热，当物料被加热到300℃～600℃时候，原料中的硫化物或硫酸盐矿物分解成

SO2气体，此温度窗口在预热器一级至三级之间，而此时原料的中的碳酸钙尚未大量分解，

碳酸钙本身与SO2的反应活性并不高，故当前水泥厂的脱硫技术的主流有三类：1、外加脱硫

剂方式，以碱性物料、还原性物料作为脱硫剂并适当配入催化剂，目前有单独加入水剂，也

有水剂配合以固体脱硫剂进行复合脱硫，其固体脱硫剂的主要物质为氧化钙或氢氧化钙类

的物质，通过计量秤加进入窑提升机内，并随生料进入预热器，进入预热器后在温度反应窗

口形成硫酸盐物质或亚硫酸盐物质进入分解炉、回转窑等，有部分SO2未参加反应随废气逃

逸，也有部分亚硫酸盐在分解炉发生分解反应SO2逃逸，当这部分的SO2  达到二级旋风筒上

升烟道时候，与这里经过雾化并充满管道的液态脱硫剂相遇并催化剂和固硫剂的作用下发

生化学反应，使得SO2气体难以逃出排至大气中去，而液体的脱硫剂是在储存罐中存储，通

过储存罐的出口连接泵站，通过高压泵把液态脱硫剂打到二级上升烟道并以雾化状态喷入

烟道中，这种外加脱硫剂的方式，缺点有二，其一是外加的碱性物料和还原性物料的脱硫和

固硫成分会参与熟料组成，对已经配好的生料，熟料的KH产生不可测的影响，其二是脱硫剂

需要外购，其费用较高，每吨熟料约增加成本5元。第二类为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

将含硫较高的烟气引入一个脱硫塔内，在脱硫塔内有石灰类浆液喷淋与含SO2的气体接触

并发生反应，形成脱硫石膏，成为石膏的浆液经过输送、真空压滤后制成脱硫石膏粉，从而

达到脱硫的目的此种方法一次性投资较大，需要对设备大量采用不锈钢材质，并且需要源

源不断的脱硫浆液，对脱硫石膏的处理也比较困难，此方式一般用于SO2  超高浓度的烟气

排放脱硫。第三类为利用原系统中的增湿塔作为吸收反应塔，改造原有的增湿喷雾系统，这

种方式脱硫效率虽然可达80％，但是系统复杂，脱硫成本较高，适用于本底排放较高的现

场。因此，我们提出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以解

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所述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具有降低外

加脱硫剂，生产投资成本低、脱硫效果好的特点。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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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 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包括预热器废气出口，所述预热

器废气出口一侧连通有余热发电锅炉，所述余热发电锅炉底部设置有高温风机，所述预热

器废气出口另一侧设置有入窑斜槽，所述入窑斜槽底部连接有锁风阀，所述锁风阀底部设

置有闸板阀，所述闸板阀底部设置有一级旋风筒，所述一级旋风筒底部连接有二级旋风筒，

所述二级旋风筒平行处连接有下料锁风阀，所述下料锁风阀底部设置有三级旋风筒，所述

三级旋风筒底部连通有送煤风管，所述送煤风管底部连通有四级旋风筒，所述四级旋风筒

底部连接有五级旋风筒，所述五级旋风筒一侧设置有分解炉，所述分解炉一侧设置有回转

窑，所述回转窑一侧设置有窑头燃烧器，所述窑头燃烧器一侧设置有篦冷机，所述篦冷机一

侧设置有油口。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旋风筒的数量为四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二级旋风筒、三级

旋风筒、四级旋风筒、五级旋风筒的数量均为两个，且为平行设置。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高温风机的型号为W型高温风机。

[0008] 进一步的，所述一级旋风筒、所述二级旋风筒、所述三级旋风筒、所述四级旋风筒

与所述五级旋风筒通过连通管相通。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篦冷机与所述油口相通。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回转窑与所述窑头燃烧器平行设置，且通过连通管相通。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送煤风管与所述三级旋风筒、所述四级旋风筒之间相通。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3] 本脱硫装置可以降低外加脱硫剂，降低了设备以及投资成本，充分利用预热器自

身在预热分解过程中产生的活性较高的CaO作为脱硫剂，依靠分解炉出口和二三级旋风筒

的压力差为提升力将CaO提升至温度反应窗口(参见脱硫反应)，以降低脱硫的成本，使得脱

硫的过程更环保，更经济。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旋风筒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流程示意图。

[0017] 图中：1-预热器废气出口、2-余热发电锅炉、3-高温风机、4-入窑斜槽、  5-锁风阀、

6-闸板阀、7-一级旋风筒、8-二级旋风筒、9-下料锁风阀、10-三级旋风筒、11-送煤风管、12-

四级旋风筒、13-五级旋风筒、14-分解炉、15-  回转窑、16-窑头燃烧器、17-篦冷机、18-油

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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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9]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端”、“内”、“外”“前端”、“后

端”、“两端”、“一端”、“另一端”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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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

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

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20]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

装”、“设置/套设有”、“套接”、“连接”等，应做广义理解，例如“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

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

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义。

[0021] 请参阅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

[0022] 一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包括预热器废气出口1，所述预热

器废气出口1一侧连通有余热发电锅炉2，所述余热发电锅炉2底部设置有高温风机3，所述

预热器废气出口1另一侧设置有入窑斜槽4，所述入窑斜槽4底部连接有锁风阀5，所述锁风

阀5底部设置有闸板阀6，所述闸板阀6底部设置有一级旋风筒7，所述一级旋风筒7底部连接

有二级旋风筒8，所述二级旋风筒8平行处连接有下料锁风阀9，所述下料锁风阀9底部设置

有三级旋风筒10，所述三级旋风筒10底部连通有送煤风管11，所述送煤风管  11底部连通有

四级旋风筒12，所述四级旋风筒12底部连接有五级旋风筒13，所述五级旋风筒13一侧设置

有分解炉14，所述分解炉14一侧设置有回转窑15，所述回转窑15一侧设置有窑头燃烧器16，

所述窑头燃烧器16一侧设置有篦冷机17，所述篦冷机17一侧设置有油口18。

[0023] 为了使该种水泥生产预热器自循环工艺进行脱硫装置，使用方便，工作效率高，所

述一级旋风筒7在图中标记为C1，且所述一级旋风筒7的数量为四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二

级旋风筒8在图中标记为C2，且所述二级旋风筒8的数量为两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三级旋

风筒10在图中标记为C3，且所述三级旋风筒10的数量为两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四级旋风

筒12在图中标记为C4，且所述四级旋风筒12的数量为两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五级旋风筒

13在图中标记为C5，且所述五级旋风筒13的数量为两个，且为平行设置，所述高温风机3的

型号为W型高温风机，所述一级旋风筒7、所述二级旋风筒8、所述三级旋风筒10、所述四级旋

风筒12与所述五级旋风筒13通过连通管相通，所述篦冷机17与所述油口18相通，所述回转

窑15与所述窑头燃烧器16平行设置，且通过连通管相通，所述送煤风管11与所述三级旋风

筒10、所述四级旋风筒12之间相通。

[0024]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在预热分解过程中在分解炉14的鹅颈管拐弯处开口，取含

尘浓度较高的热风，用一根管道，管道的内壁衬有耐热保温材料，管道加调节阀门，管道自

鹅颈管的拐弯处向上延伸，在单系列预热器向上一分为二，一路向上伸向三级旋风筒10出

口烟道，一路伸向二级旋风筒8出口烟道，这二路风管均垂直插入于旋风筒的出口烟道，在

双系列预热器，管道自鹅颈管拐弯处开口，首先分作两路分别向两系列供风，每路管道带有

调节阀门用来平衡两路管道的平衡，每路管道又分做两路管道分别伸向二三级旋风筒10出

口的上升烟道，并垂直插入烟道，二三级的两路风管要有调价阀门来调节平衡，预热器是有

多个旋风筒自低向高串联而成，即由下一级按照空间位置划分的旋风筒的出口和连接上一

级旋风筒7进口串联而成，并且在每一级的进风口处布置来自上一级旋风筒7收集到的粉尘

的管道，该管道连接上一级旋风筒7的锥体收集的灰尘并使得灰尘进入下一级收尘器的出

口管道，自生料库内卸出来的生料通过输送设备将生料送到二级旋风筒8的出口进一级旋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209438217 U

5



风筒7入口的连接管道，与上升的热气流混合成高含尘浓度的气流，并完成热交换进入顶部

的一级旋风筒7，此后进入一级旋风筒7的含尘气流在旋风筒内做旋转运动，借助离心力是

气体中的粉尘颗粒与旋风筒内壁发生碰撞后并沿着旋风筒的锥体部分在重力作用下收集

下来，通过锥体下部的管道和锁风阀5进入三级旋风筒10的上升烟道和二级旋风筒8进口的

连接管道，与来自三级旋风筒10出口的温度更高的低含尘热风混合，完成热交换进入二级

旋风筒8，进入二级旋风筒8后，含尘气流在旋风筒内做旋转运动，借助离心力是气体中的粉

尘颗粒与旋风筒内壁发生碰撞后并沿着旋风筒的锥体部分在重力作用下收集下来，通过锥

体下部的管道和锁风阀5进入四级级旋风筒的上升烟道和三级旋风筒10进口的连接管道，

与来自四级旋风筒12出口的温度更高的低含尘热风混合，完成热交换进入三级旋风筒10，

进入三级级旋风筒后，含尘气流在旋风筒内做旋转运动，借助离心力是气体中的粉尘颗粒

与旋风筒内壁发生碰撞后并沿着旋风筒的锥体部分在重力作用下收集下来，通过锥体下部

的管道和锁风阀5进入五级旋风筒13的上升烟道和四级旋风筒12  进口的连接管道，与来自

五级旋风筒13出口的温度更高的低含尘热风混合，完成热交换进入四级旋风筒12，进入三

级级旋风筒后，含尘气流在旋风筒内做旋转运动，借助离心力是气体中的粉尘颗粒与旋风

筒内壁发生碰撞后并沿着旋风筒的锥体部分在重力作用下收集下来，通过锥体下部的管道

和锁风阀5  进入分解炉14，物料在分解炉14内在尾煤燃烧的作用下，利用燃烧释放出的大

量的热，完成生料中碳酸钙的分解，完成大部分碳酸钙分解的生料随分解炉14内的热风进

入五级旋风筒13，进入五级级旋风筒后，含尘气流在旋风筒内做旋转运动，借助离心力是气

体中的粉尘颗粒与旋风筒内壁发生碰撞后并沿着旋风筒的锥体部分在重力作用下收集下

来，通过锥体下部的管道和锁风阀5进入回转窑内煅烧成熟料，回转窑内的热空气从窑尾进

入分解炉14底部。

[002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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