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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氧化铝生产技术领域，具体

公开了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该氧化铝联合

焙烧系统包括γ‐氧化铝焙烧装置和α‐氧化铝

焙烧装置，α‐氧化铝焙烧装置包括窑尾一级旋

风分离器，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通过供料管路与

第一预热旋风筒供料连接，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

底部出料口连通至回转煅烧窑窑尾的物料进口，

回转煅烧窑窑头的物料出口与窑头一级旋风分

离器的进风口连通，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窑头

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连通至单筒冷却

机。本实用新型采用回转窑与氢氧化铝悬浮焙烧

炉结合方式进行煅烧，可同时得到γ‐氧化铝和

α‐氧化铝产品，氧化铝生产企业投资少；γ‐氧

化铝和α‐氧化铝生产中的热量得到综合合理利

用，节能降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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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包括γ‐氧化铝焙烧装置，所述γ‐氧化铝焙烧装置包括

文丘里干燥器、第一预热旋风筒、第二热旋风筒、副焙烧炉、主焙烧炉、一级旋风冷却器、二

级旋风冷却器、三级旋风冷却器、四级旋风冷却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

还包括α‐氧化铝焙烧装置，所述α‐氧化铝焙烧装置包括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所述窑尾一

级旋风分离器通过供料管路与所述第一预热旋风筒供料连接，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的

出风口与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连通，所述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连通至窑

尾三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三级旋

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均连通至回转煅烧窑窑尾的物料进口，所述回转煅烧窑窑头的物料

出口与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连通，所述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窑头二级

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连通，所述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

均连通至单筒冷却机，单筒冷却机的卸料端口设置有风机；

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所述一级旋风冷却器的出风口均连通至所述主焙烧

炉的燃烧器的助燃风进口；

单筒冷却机的进料端热风出口连通至所述回转煅烧窑的燃烧器助燃风进口；

所述回转煅烧窑窑尾的烟气出口连通至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所述窑尾

三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二热旋风筒的出风口均连通至所述文丘里干燥器的烘

干热源进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

的进风口与所述第一预热旋风筒出料口之间的供料管路上依次串设有星型给料机、窑尾给

料缓冲仓、双杆螺旋秤，所述星型给料机靠近所述第一预热旋风筒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

器、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通过混合器连通至回转煅烧

窑窑尾的物料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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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氧化铝生产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生产氧化铝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焙烧除去氢氧化铝附水和结晶水。经分解而得的氢

氧化铝料浆经过过滤即得到含水率为10％左右的氢氧化铝滤饼，通过焙烧以后得到合格的

氧化铝产品，焙烧过程主要发生的变化有如下四个过程：

[0003] 1、氢氧化铝被加热至100℃完成附水的去除；

[0004] 2、温度升高至500℃时，氢氧化铝失去两个结晶水分子变成一水软铝石；

[0005] 3、温度升高至600℃后一水软铝石将再失去剩余的结晶水而变成γ‐Al2O3，脱水结

束；

[0006] 4、温度升高至900℃以上时，开始发生晶型改变，即γ‐Al2O3变成α‐Al2O3。

[0007] α‐Al2O3属于六方晶系，其原子排列紧密，原子间距小，密度大，稳定性好，不吸水，

流动性能好。

[0008] 现有的氧化铝生产企业，生产γ‐氧化铝和α‐氧化铝是采用两套设备分别生产。目

前常见的γ‐氧化铝焙烧工艺是流态化焙烧工艺，采用的气体悬浮焙烧炉的系统及设备主

要包括：氢氧化铝喂料系统、文丘里干燥器、气态悬浮焙烧炉、多级旋风筒冷却器、第二级流

态化冷却器、除尘及粉尘循环系统、输送系统、燃烧系统等。结合图1，现有的γ‐氧化铝焙烧

工艺基本流程是：含水分10％左右的氢氧化铝通过螺旋输送机进入文丘里干燥器A02，在干

燥器内干燥了的氢氧化铝由烟气及水蒸汽的气流带入上部第一预热旋风筒P01，在P01中干

氢氧化铝和废气进行分离，废气经过电收尘之后排空，干氢氧化铝卸入第二热旋风筒P02的

上升管，在此与副焙烧炉P03来的1000‐1200℃的热气体汇合，完成预焙烧过程后进入第二

热旋风筒P02旋风分离，废气用于处理下一批氢氧化铝，分离出来的氧化铝以310‐350℃的

温度进入主焙烧炉P04，在P04中氧化铝呈悬浮状态进行焙烧，之后和热气一起进入副焙烧

炉P03进行旋风分离，分离下来的氧化铝则依次经过一级旋风冷却器C01、二级旋风冷却器

C02、三级旋风冷却器C03、四级旋风冷却器C04进行冷却，之后进入流化床用循环冷却水进

行冷却，最后冷却至80℃以下进入氧化铝大仓，制备得到γ‐Al2O3产品。生产α‐Al2O3时，需

要另外一套独立的装置，例如公开号为CN  105036169A的专利文献中公开了一种低钠α‐氧

化铝煅烧工艺设备，通过焙烧炉提供热量，经过三级旋风分离器预热，脱除氢氧化铝原料中

的结晶水得到γ‐Al2O3，之后再送入回转窑焙烧得到α‐氧化铝。

[0009] 现有的氧化铝生产企业，由于生产γ‐氧化铝和α‐氧化铝需要投资两套设备，投资

成本高；且生产γ‐氧化铝和α‐氧化铝过程中的热量没有综合合理利用，造成了生产成本

高。众所周知，氧化铝的焙烧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热能，一般使用的热能物质有重油、煤气、

天然气等。然而近年由于能源物质的价格不断上升，给氧化铝的焙烧技术，特别是节能技术

提出了非常紧迫的经济诉求。因此对现有的氧化铝焙烧技术进行探讨改进有着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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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主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可以同时生产

γ‐氧化铝和α‐氧化铝两种产品，以降低氧化铝生产企业投资成本，并将生产γ‐氧化铝和

α‐氧化铝过程中的热量综合合理利用，以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

[0011]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一个技术方案是：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

系统，包括γ‐氧化铝焙烧装置，所述γ‐氧化铝焙烧装置包括文丘里干燥器、第一预热旋风

筒、第二热旋风筒、副焙烧炉、主焙烧炉、一级旋风冷却器、二级旋风冷却器、三级旋风冷却

器、四级旋风冷却器，所述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还包括α‐氧化铝焙烧装置，所述α‐氧化铝焙

烧装置包括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通过供料管路与所述第一预热

旋风筒供料连接，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连

通，所述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连通至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所述窑尾一

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均连通至回转煅

烧窑窑尾的物料进口，所述回转煅烧窑窑头的物料出口与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连

通，所述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连通，所述窑头一

级旋风分离器、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均连通至单筒冷却机，单筒冷却机的卸

料端口设置有风机；

[0012] 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所述一级旋风冷却器的出风口均连通至所述主

焙烧炉的燃烧器的助燃风进口；

[0013] 单筒冷却机的进料端热风出口连通至所述回转煅烧窑的燃烧器助燃风进口；

[0014] 所述回转煅烧窑窑尾的烟气出口连通至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所述

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的出风口与所述第二热旋风筒的出风口均连通至所述文丘里干燥器

的烘干热源进口。

[0015]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的进风口与所述第一预热旋

风筒出料口之间的供料管路上依次串设有星型给料机、窑尾给料缓冲仓、双杆螺旋秤，所述

星型给料机靠近所述第一预热旋风筒设置。

[0016] 作为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窑尾

三级旋风分离器的底部出料口通过混合器连通至回转煅烧窑窑尾的物料进口。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包括γ‐氧化铝焙烧装置和α‐氧化铝焙

烧装置，α‐氧化铝焙烧装置从γ‐氧化铝焙烧装置的第一预热旋风筒取料，第一预热旋风筒

下降管中约180℃的氢氧化铝进入α‐氧化铝焙烧装置中的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作为α‐氧

化铝焙烧原料，本实用新型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相比现有的独立α‐氧化铝焙烧装置，减

少了原料氢氧化铝的加热程序，节约了大量的热能；回转煅烧窑窑尾的烟气经所述窑尾一

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分离后的出风与所述第二热旋

风筒的出风混合用于文丘里干燥器的烘干热源，通过合理利用这部分热量，可保证第一预

热旋风筒的烘干能力，降低主焙烧炉温度；回转煅烧窑窑头出料α-氧化铝的热量通过所述

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回收，与γ‐氧化铝的一级旋风冷却器的出风混

合用作主焙烧炉的燃烧器的助燃风，解决了系统能量平衡的问题，降低了主焙烧炉的燃料

消耗；回转煅烧窑出料的α-氧化铝的冷却采用热旋风和单筒冷却机串联冷却，经窑头一级

旋风分离器、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旋风冷却后的α-Al2O3温度在进入单筒冷却机前已经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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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有利于减少冷却机的热负荷，可以降低设备规格，减少能量损失；单筒冷却机的进

料端热风送至回转煅烧窑，用作回转煅烧窑的燃烧器助燃风，进一步合理利用热量，减少能

源消耗。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采用回转窑与氢氧化铝悬浮焙烧炉结合

方式进行煅烧，可以同时生产γ‐氧化铝和α‐氧化铝两种产品，对于氧化铝生产企业来说，

不需要投资两套设备，投资少；且生产γ‐氧化铝和α‐氧化铝过程中的热量得到了综合合理

利用，节能降耗，生产成本降低。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现有的一种γ‐氧化铝焙烧装置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示意图；

[0021] 图中：A02‐文丘里干燥器；P01‐第一预热旋风筒；P02‐第二热旋风筒；P03‐副焙烧

炉；P04‐主焙烧炉；C01‐一级旋风冷却器；C02‐二级旋风冷却器；C03‐三级旋风冷却器；C04‐

四级旋风冷却器；P05‐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6‐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P07‐窑尾三级旋风

分离器；NC01‐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2‐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101‐回转煅烧窑；1011‐回

转煅烧窑窑头；1012‐回转煅烧窑窑尾；102‐单筒冷却机；103‐风机；104‐混合器；105‐星型

给料机；106‐窑尾给料缓冲仓；107‐双杆螺旋秤；108‐新鲜风进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

[0023] 参考图2所示，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的连接关系示意图，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包括γ‐氧化铝焙烧装置，γ‐氧化铝焙烧装置包括

文丘里干燥器A02、第一预热旋风筒P01、第二热旋风筒P02、副焙烧炉P03、主焙烧炉P04、一

级旋风冷却器C01、二级旋风冷却器C02、三级旋风冷却器C03、四级旋风冷却器C04，本氧化

铝联合焙烧系统还包括α‐氧化铝焙烧装置，α‐氧化铝焙烧装置包括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

P05，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通过供料管路与第一预热旋风筒P01供料连接，窑尾一级旋风

分离器P05的进风口与第一预热旋风筒P01出料口之间的供料管路上依次串设有星型给料

机105、窑尾给料缓冲仓106、双杆螺旋秤107，星型给料机105靠近第一预热旋风筒P01设置，

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的出风口与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P06的进风口连通，窑尾二级旋风

分离器P06的出风口连通至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P07的进风口，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窑

尾二级旋风分离器P06、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P07的底部出料口均通过混合器104连通至回

转煅烧窑101的回转煅烧窑窑尾1012，回转煅烧窑窑头1011的物料出口与窑头一级旋风分

离器NC02的进风口连通，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NC02的出风口与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1的

进风口连通，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NC02、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1的底部出料口均连通至

单筒冷却机102，单筒冷却机102的卸料端口设置有风机103；

[0024] 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1的出风口与一级旋风冷却器C01的出风口均连通至主焙

烧炉P04的燃烧器的助燃风进口；

[0025] 单筒冷却机102的进料端热风出口连通至回转煅烧窑101的燃烧器助燃风进口；

[0026] 回转煅烧窑窑尾1012的烟气出口连通至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的进风口，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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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旋风分离器P07的出风口与第二热旋风筒P02的出风口均连通至文丘里干燥器A02的烘

干热源进口。

[002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氧化铝联合焙烧系统，工作过程为：

[0028] 含水分10％左右的氢氧化铝通过螺旋输送机进入文丘里干燥器A02，在干燥器内

干燥了的氢氧化铝由烟气及水蒸汽的气流带入上部第一预热旋风筒P01，在P01中干氢氧化

铝和废气进行分离，废气经过电收尘之后排空，第一预热旋风筒P01底部出料干氢氧化铝温

度约180℃左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卸入第二热旋风筒P02的上升管，另一部分经星型给料

机105卸入窑尾给料缓冲仓106；

[0029] 卸入第二热旋风筒P02的上升管中的干氢氧化铝，在第二热旋风筒P02的上升管中

与副焙烧炉P03来的1000‐1200℃的热气体汇合，完成预焙烧过程后进入第二热旋风筒P02

旋风分离，废气用于处理下一批氢氧化铝，分离出来的氧化铝以310‐350℃的温度进入主焙

烧炉P04，在P04中氧化铝呈悬浮状态进行焙烧，之后和热气一起进入副焙烧炉P03进行旋风

分离，分离下来的氧化铝则依次经过一级旋风冷却器C01、二级旋风冷却器C02、三级旋风冷

却器C03、四级旋风冷却器C04进行冷却，之后进入流化床用循环冷却水进行冷却，最后冷却

至80℃以下进入氧化铝大仓，制备得到γ‐Al2O3产品；

[0030] 卸入窑尾给料缓冲仓106中的干氢氧化铝，通过双杆螺旋秤107喂料流入窑尾一级

旋风分离器P05的进风口，之后与窑尾返灰以及计量后的矿化剂通过混合器104混合后一同

进入回转煅烧窑101进行煅烧，窑内物料在1400℃条件下煅烧约1h后，出料至窑头一级旋风

分离器NC02，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NC02的出风口出风经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1进一步冷

却分离，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NC02和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1分离得到的底部出料再进入

单筒冷却机102进行再次降温，单筒冷却机102排出的粉料α‐Al2O3产品(约100℃左右)通过

气体输送装置送产品贮仓，得到α‐Al2O3产品。

[0031] 单筒冷却机102的卸料端口设置有风机103，为单筒冷却机102提供冷风。

[0032] 在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NC02的进风口设置有新鲜风进口108，为窑头一级旋风分

离器NC02提供冷风。

[0033] 在热量综合利用方面：

[0034] 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01的出风与一级旋风冷却器C01的出风混合后用作主焙烧

炉P04的燃烧器的助燃风；即进入窑头一级旋风分离器NC02的冷风在NCO2内与热物料换热

后温度达到700℃以上，再经窑头二级旋风分离器NCO1分离出大部分固体粉料后与原CO1烟

气混合后用作主焙烧炉P04的燃烧器的助燃风；

[0035] 单筒冷却机102的进料端出来的热风用作回转煅烧窑101的燃烧器助燃风；即单筒

冷却机102卸料端吸入的冷风在冷却机内与高温粉料充分换热后以二次风形式进入回转煅

烧窑窑头做为燃烧器的二次助燃风；

[0036] 回转煅烧窑窑尾1012的烟气经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窑尾二级旋风分离器P06

和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P07冷却分离，回收的热风与第二热旋风筒P02的出风混合用于文丘

里干燥器A02的烘干热风。回转煅烧窑窑尾1012的烟气经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窑尾二

级旋风分离器P06和窑尾三级旋风分离器P07分离出来的底部出料作为窑尾返灰，与喂入窑

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内的干氢氧化铝混合后一同进入回转煅烧窑101进行煅烧。同时，回

转煅烧窑窑尾1012的烟气对喂入窑尾一级旋风分离器P05内的干氢氧化铝具有加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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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

技术领域，均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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