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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

除尘一体化装置，包括窑炉尾气管、脱硫塔前烟

道、脱硫塔和布袋除尘器；脱硫塔前烟道的一端

与窑炉尾气管相连通，脱硫塔前烟道内设置有氧

化剂雾化喷嘴，氧化剂供给装置与氧化剂雾化喷

嘴通过氧化剂供给管相连接，氧化剂供给管上设

置有给料泵；脱硫塔的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烟气

进口，脱硫脱硝前烟道与烟气进口相连通；脱硫

塔的中部设置有脱硫脱硝剂喷嘴；脱硫塔的上部

设置有烟气出口，布袋除尘器包括气相出口、气

相入口和灰斗，烟气出口与气相进口通过管道相

连通；气相出口与有排气管相连通，排气管上设

置有第一引风机，排气管与烟囱相连通。该工业

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且脱硫脱硝效率

高，运行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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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窑炉尾气管、脱硫塔前烟

道、脱硫塔和布袋除尘器；

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一端与所述窑炉尾气管相连通，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另一端与所

述脱硫塔底部相连通；

所述脱硫塔前烟道内设置有氧化剂雾化喷嘴，氧化剂供给装置与所述氧化剂雾化喷嘴

通过氧化剂供给管相连接，所述氧化剂供给管上设置有给料泵；

所述脱硫塔的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烟气进口，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与所述烟气进口相

连通；

所述脱硫塔的中部设置有脱硫脱硝剂喷嘴，脱硫脱硝剂供给装置设置有下料装置，所

述下料装置通过脱硫脱硝剂供给管与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相连通；

所述脱硫塔的上部设置有烟气出口，

所述布袋除尘器包括气相出口、气相入口和灰斗，所述烟气出口与所述气相进口通过

管道相连通；

所述气相出口与有排气管相连通，所述排气管上设置有第一引风机，所述排气管与烟

囱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塔

前烟道与窑炉尾气管的连接处为漏斗状，且所述窑炉尾气管为小口端，所述脱硫塔前烟道

为口径逐渐增大的大口端。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脱

硫塔的下部为从上至下，口径先逐渐变窄，再保持不变，再逐渐变宽的倒葫芦形，且所述脱

硫塔的底部的最窄处形成缩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灰斗通

过管道与灰库相连通，且所述灰斗的出口设置有第二控制阀。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装

置为螺旋给料机，包括输送机本体，驱动电机、粉料进口和粉料出口，所述粉料进口与所述

脱硫脱硝供给装置相连通，所述粉料出口与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管相连通，所述驱动电机

驱动螺旋叶片进行给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脱

硝前烟道上设置有副产物排出管，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通过所述副产物排出管与第一回收

室相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塔

的底部开设有废物排出管道，所述废物排出管道与第二回收室相连通，所述第二回收室和

所述脱硫塔之间设置有第一控制阀。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脱

硝剂喷嘴为文丘里喷嘴，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管与所述文丘里喷嘴的喉头部相连通。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文丘里

喷嘴的沿着脱硫塔的径向分布，所述文丘里喷嘴至少设置有两层。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

器为脉冲布袋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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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烟气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大气环保的普遍关注，燃煤电厂锅炉脱硫脱硝已经取得巨大

进展，特别是《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的发布，进一步加严了燃煤电

厂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其中重点控制地区，要求烟尘排放限值20mg/m3。由于环境容量

有限等原因，江苏省、浙江省、山西省、广州市等地已出台相关政策，要求燃煤电厂参考燃气

轮机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烟尘、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

于5mg/m3、35mg/m3、50mg/m3。国家也相应的出台了相关的工业窑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有

的地方标准甚至直接与火电厂排放标准一致。随着环保政策力度的加大，工业窑炉现有排

放方式不能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要求。

[0003] 目前电厂脱硫塔基本都是空塔喷淋脱硫，主流工艺为石灰石-石膏法，脱硝主要工

艺是SNCR和SCR。随着环保政策力度的加大，工业窑炉开始进行烟气污染物治理，由于烟气

温度、组成、工况条件的不同和场地条件限制，传统运用在电厂的成熟方法如SCR(选择性催

化还原)、SNCR(非选择性催化还原)等工艺很难直接照搬到工业窑炉的烟气处理，开发新型

处理方法便成为当务之急。另外，传统脱硫脱硝工艺为分段建设，单独处理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系统复杂，一次投资大，运行费用高，推广难度大。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工业窑炉的、脱硫脱硝硝效率高、并且可以

集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包括窑炉尾气管、脱硫塔前烟道、脱硫塔

和布袋除尘器；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一端与所述窑炉尾气管相连通，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

另一端与所述脱硫塔底部相连通；所述脱硫塔前烟道内设置有氧化剂雾化喷嘴，氧化剂供

给装置与所述氧化剂雾化喷嘴通过氧化剂供给管相连接，所述氧化剂供给管上设置有给料

泵；所述脱硫塔的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烟气进口，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与所述烟气进口相

连通；所述脱硫塔的中部设置有脱硫脱硝剂喷嘴，脱硫脱硝剂供给装置设置有下料装置，所

述下料装置通过脱硫脱硝剂供给管与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相连通；所述脱硫塔的上部设置

有烟气出口，所述布袋除尘器包括气相出口、气相入口和灰斗，所述烟气出口与所述气相进

口通过管道相连通；所述气相出口与有排气管相连通，所述排气管上设置有第一引风机，所

述排气管与烟囱相连通。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脱硫塔前烟道与窑炉尾气管的连接处为漏斗

状，且所述窑炉尾气管为小口端，所述脱硫塔前烟道为口径逐渐增大的大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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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脱硫塔的下部为从上至下，口径先逐渐变窄，

再保持不变，再逐渐变宽的倒葫芦形，且所述脱硫塔的底部的最窄处形成缩口。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灰斗通过管道与灰库相连通，且所述灰斗的

出口设置有第二控制阀。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下料装置为螺旋给料机，包括输送机本体，驱

动电机、粉料进口和粉料出口，所述粉料进口与所述脱硫脱硝供给装置相连通，所述粉料出

口与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管相连通，所述驱动电机驱动螺旋叶片进行给料。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上设置有副产物排出管，所

述脱硫脱硝前烟道通过所述副产物排出管与第一回收室相连通。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脱硫塔的底部开设有废物排出管道，所述废

物排出管道与第二回收室相连通，所述第二回收室和所述脱硫塔之间设置有第一控制阀。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为文丘里喷嘴，所述脱硫脱

硝剂供给管与所述文丘里管的喉头部相连通。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文丘里喷嘴的沿着脱硫塔的径向分布，所述

文丘里喷嘴至少设置有两层。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进一步的方案：所述除尘器为脉冲布袋除尘器。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7] 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包括窑炉尾气管、脱硫塔前烟道、脱硫塔

和布袋除尘器；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一端与所述窑炉尾气管相连通，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

另一端与所述脱硫塔底部相连通；所述脱硫塔前烟道内设置有氧化剂雾化喷嘴，氧化剂供

给装置与所述氧化剂雾化喷嘴通过氧化剂供给管相连接，所述氧化剂供给管上设置有给料

泵；所述脱硫塔的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烟气进口，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与所述烟气进口相

连通；所述脱硫塔的中部设置有脱硫脱硝剂喷嘴，脱硫脱硝剂供给装置设置有下料装置，所

述下料装置通过脱硫脱硝剂供给管与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相连通；所述脱硫塔的上部设置

有烟气出口，所述布袋除尘器包括气相出口、气相入口和灰斗，所述烟气出口与所述气相进

口通过管道相连通；所述气相出口与有排气管相连通，所述排气管上设置有第一引风机，所

述排气管与烟囱相连通。基于以上结构，烟气在脱硫塔前烟道进行氧化，将低价氮化物和硫

化物进行氧化，脱硫塔中缩口的设计能够有效提高烟气在设备中的流速，脱硫脱硝剂供给

装置能将烟气中的硫化物和氮化物进一步氧化，提高脱硫脱硝的效率，集脱硫脱硝于一体，

可以减少占地面积，降低投入成本。布袋除尘器能够将烟气中的粉尘进一步的过滤，防止烟

气对大气的污染。

[0018] 所述脱硫塔前烟道与窑炉尾气管的连接处为漏斗状，且所述窑炉尾气管为小口

端，所述脱硫塔前烟道为口径逐渐增大的大口端。基于以上结构，方便设备的连接和安装，

能够降低管道内的压力损失。

[0019] 所述脱硫塔的下部为从上至下，口径先逐渐变窄，再保持不变，再逐渐变宽的倒葫

芦形，且所述脱硫塔的底部的最窄处形成缩口。基于以上结构，提高烟气在脱硫塔中的流

速，防止压力损失过大，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0020] 所述灰斗通过管道与灰库相连通，且所述灰斗的出口设置有第二控制阀。基于以

上结构，灰库可回收利用未反应的脱硫脱硝剂，提高脱硫脱硝剂的利用率，降低脱硫脱硝的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10206404 U

4



成本。

[0021] 所述下料装置为螺旋给料机，包括输送机本体，驱动电机、粉料进口和粉料出口，

所述粉料进口与所述脱硫脱硝供给装置相连通，所述粉料出口与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管相

连通，所述驱动电机驱动螺旋叶片进行给料。基于以上结构，能够合理的供给脱离脱硝剂，

防止脱硫脱硝剂的浪费，同时防止脱硫脱硝剂的不足，造成反应不完全。

[0022] 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上设置有副产物排出管，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通过所述副产

物排出管与第一回收室相连通。基于以上结构，回收液态氧化剂，降低脱硫脱硝的成本，提

高氧化剂的利用率。

[0023] 所述脱硫塔的底部开设有废物排出管道，所述废物排出管道与第二回收室相连

通，所述第二回收室和所述脱硫塔之间设置有第一控制阀。基于以上结构，回收未反应的脱

硫脱硝剂，降低成本，提高脱硫脱硝剂的利用率。

[0024] 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为文丘里喷嘴，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管与所述文丘里管的喉

头部相连通。基于以上结构，文丘里喷嘴能够实现脱硫脱硝剂与烟气的充分混合和反应，提

高烟气在脱硫塔中的流速，提高脱硫脱硝的效率。

[0025] 所述文丘里喷嘴的沿着脱硫塔的径向分布，所述文丘里喷嘴至少设置有两层。基

于以上结构，径向分布的双层文丘里喷嘴能够保证烟气与脱硫脱硝剂的反应效果，提高脱

硫脱硝的效率。

[0026] 所述除尘器为脉冲布袋除尘器。基于以上结构，清灰能力强，除尘效果好，运行稳

定，占地面积小。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窑炉尾气管，2、氧化剂供给装置，3、给料泵，5、脱硫塔，6、脱硫塔前烟道，

6、缩口，7、第一回收室，8、缩口，9、第一控制阀，10、第二回收室，11、脱硫脱硝剂供给装置，

12、下料装置，13、脱硫脱硝供给管，14、脱硫塔，15、布袋除尘器，16、第一引风机，17、排气

管，18、灰斗，19、第二控制阀，20、灰库，21，排气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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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请参阅图1，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包括

窑炉尾气管、脱硫塔前烟道、脱硫塔和布袋除尘器；所述脱硫塔前烟道的一端与所述窑炉尾

气管相连通，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脱硫塔前烟道与窑炉尾气管的连接处为漏斗状，且

所述窑炉尾气管为小口端，所述脱硫塔前烟道为口径逐渐增大的大口端。所述脱硫塔前烟

道的另一端与所述脱硫塔底部相连通；所述脱硫塔前烟道内设置有氧化剂雾化喷嘴，氧化

剂供给装置与所述氧化剂雾化喷嘴通过氧化剂供给管相连接，所述氧化剂供给管上设置有

给料泵，氧化剂供给装置用于为氧化剂雾化喷嘴提供液体氧化剂，氧化剂雾化喷嘴将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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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剂瞬间汽化喷入脱硫塔前烟道内，气态的氧化剂并与脱硫塔前烟道内的烟气混合均匀

并反应，氧化剂对烟气中的氮氧化物进行氧化；所述脱硫塔的下部的侧壁上设置有烟气进

口，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与所述烟气进口相连通；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上设置有副产物排

出管，所述脱硫脱硝前烟道通过所述副产物排出管与第一回收室相连通，未反应的氧化剂

和液态反应产物由副产物排出管排至第一回收室中。

[0031] 所述脱硫塔的下部为从上至下，口径先逐渐变窄，再保持不变，再逐渐变宽的倒葫

芦形，且所述脱硫塔的底部的最窄处形成缩口，烟气在流经缩口时能够提高烟气流速；所述

脱硫塔的中部设置有脱硫脱硝剂喷嘴，脱硫脱硝剂供给装置设置有下料装置，所述下料装

置通过脱硫脱硝剂供给管与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相连通；所述下料装置为螺旋给料机，包

括输送机本体，驱动电机、粉料进口和粉料出口，所述粉料进口与所述脱硫脱硝供给装置相

连通，所述粉料出口与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管相连通，所述驱动电机驱动螺旋叶片进行给

料。

[0032] 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脱硫脱硝剂喷嘴为文丘里喷嘴，所述脱硫脱硝剂供给

管与所述文丘里管的喉头部相连通，所述文丘里管的小头端朝下，大头端朝上。所述文丘里

喷嘴的沿着脱硫塔的径向分布，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文丘里喷嘴设置有两层。未反

应的脱硫脱硝剂一部分随烟气进入到布袋除尘器中，另一部分会落入到脱硫塔的底部，所

述脱硫塔的底部开设有废物排出管道，所述废物排出管道与第二回收室相连通，所述第二

回收室和所述脱硫塔之间设置有第一控制阀，在第二回收室中回收未反应的脱硫脱硝剂。

[0033] 所述脱硫塔的上部设置有烟气出口，烟气经过烟气出口进入流出，进入到布袋除

尘器中。在本实施例中，优选的，所述除尘器为脉冲布袋除尘器。所述布袋除尘器包括气相

出口、气相入口和灰斗，所述烟气出口与所述气相进口通过管道相连通；在布袋除尘器中进

行除尘，清洁的烟气由气相出口排出，烟气中的灰尘在灰斗中聚集，所述灰斗通过管道与灰

库相连通，且所述灰斗的出口设置有第二控制阀，第二控制阀可以方便灰斗中灰尘的清理，

回收灰尘中未反应的脱硫脱硝剂。

[0034] 所述气相出口与有排气管相连通，所述排气管上设置有第一引风机，所述排气管

与烟囱相连通，第一引风机将清洁烟气引导至烟囱中，由烟囱排出到大气中。

[0035]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是：所述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从窑炉出来

的烟气经窑炉尾气管送入脱硫塔前烟道，氧化剂供给装置用于为氧化剂雾化喷嘴提供液体

氧化剂，氧化剂雾化喷嘴将液体氧化剂瞬间汽化喷入脱硫塔前烟道内，气态的氧化剂并与

脱硫塔前烟道内的烟气混合均匀并反应，氧化剂对烟气中的低价氮氧化物进行氧化，然后

随着烟气一起从脱硫塔的底部进气口进入脱硫塔，烟气在流经缩口时能够提高烟气流速，

脱硫脱硝剂供给装置为脱硫脱硝剂喷嘴提供脱硫脱硝剂粉末，脱硫脱硝剂喷嘴将脱硫脱硝

剂粉末喷入脱硫塔，并在脱硫塔内形成脱硫脱硝剂浓相区，脱硫塔内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三

氧化硫)和氧化过的氮氧化物均与脱硫脱硝剂反应，生成固态粉末生成物，由于烟气经过液

态氧化剂的作用，部分固态粉末生成物会发生团聚，和未反应的脱硫脱硝剂落入到脱硫塔

底部，由副产物排出口排出，在第一回收室中回收再利用。脱硫塔内反应后的烟气由布袋除

尘器的气相进口，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在第一引风机的作用下，烟气经排气管进入到烟

囱中，烟气在布袋除尘器内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除尘灰由灰斗排出，除尘灰由第二控制阀

进入到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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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所述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占地面积小，提高了脱硫脱硝剂的利用

率，减少脱硫脱硝剂的消耗，从而减少运行能耗，降低了运行成本，系统简单，降低了投资费

用，易于推广。

[003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实用新型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

且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实用新

型。因此，无论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实用新

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

义和范围内的所有变化囊括在本实用新型内。不应将权利要求中的任何附图标记视为限制

所涉及的权利要求。

[003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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