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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

涤塔，其包括塔本体，设置在所述塔本体内部顶

部的除沫层，间隔设置在所述塔本体内部的喷淋

喷头组和塔板层，每个所述喷淋喷头组的下方对

应一个塔板层；所述塔板层为泡罩塔板、浮阀塔

板和斜孔溢流塔板中的一种；所述喷淋喷头组与

烟气处理液储罐连接，所述洗涤塔的底部设置有

烟气进气口和处理液出液口。本实用新型烟气净

化效果好，能够使喷淋液充分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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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塔本体（1‑1），设置在所述塔本体

（1‑1）内部顶部的除沫层（1‑2），间隔设置在所述塔本体（1‑1）内部的喷淋喷头组（1‑3）和塔

板层（1‑4），每个所述喷淋喷头组（1‑3）的下方对应一个塔板层（1‑4）；所述塔板层（1‑4）为

泡罩塔板、浮阀塔板和斜孔溢流塔板（1‑5）中的一种；

所述喷淋喷头组（1‑3）与烟气处理液储罐(6)连接，所述塔本体（1‑1）的底部设置有烟

气进气口(1‑6)和处理液出液口(1‑7)，所述塔本体（1‑1）的顶部设置有烟气出气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斜孔溢流塔板

（1‑5）包括上斜孔板（1‑5‑1）和位于所述上斜孔板（1‑5‑1）下方的下斜孔板（1‑5‑2），所述上

斜孔板（1‑5‑1）和下斜孔板（1‑5‑2）上分别均布有斜孔，所述上斜孔板（1‑5‑1）上的斜孔倾

斜朝向与下斜孔板（1‑5‑2）上斜孔的倾斜朝向相反；

所述上斜孔板（1‑5‑1）一侧的侧面和下斜孔板（1‑5‑2）另一侧的侧面均设有降液管（1‑

5‑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烟气处理液

回收装置，所述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包括第一回收装置和过滤罐（7）；

所述第一回收装置包括依次连通的第一沉降池（8）、第二沉降池（9）和第三沉降池

（10）；所述第一沉降池（8）与所述处理液出液口（1‑7）连接；所述第二沉降池（9）与所述第一

沉降池（8）相邻连通且有一个侧壁共壁；所述第三沉降池（10）与所述第二沉降池（9）相邻连

通且有一个侧壁共壁；

所述第三沉降池（10）与过滤罐（7）的进口端连接，所述过滤罐（7）的出口端与烟气处理

液储罐(6)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沉降池

（9）和第三沉降池（10）的共侧壁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一沉降池（8）和第二沉降池（9）的共侧壁

的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沉降池

（8）和第二沉降池（9）的底部均为U形或V形。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沉降池

（8）的内侧壁上方设置有防溅板（11），所述防溅板（11）位于第一沉降池（8）与第二沉降池

（9）共侧壁的对面侧壁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溅板（11）包

括固定在第一沉降池（8）内壁上的连接板(11‑1)以及设置在所述连接板(11‑1)底端的斜板

(11‑2)；

所述连接板(11‑1)为7型，所述斜板(11‑2)朝向第一沉降池（8）远离第一沉降池（8）与

第二沉降池（9）共侧壁的方向。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每个喷淋喷头组

（1‑3）包括若干个喷头。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沉降池

（8）与所述处理液出液口（1‑7）之间设置有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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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

背景技术

[0002] 烟气净化设备的主要部分由洗涤塔构成，用于净化工业中燃烧产生的烟气，烟气

被引入到该洗涤塔的下部。烟气相对抗重力垂直向上流经洗涤塔，并且通过洗涤塔上部中

的出口开口离开洗涤塔。在洗涤塔中提供反应区，在反应区中通过相应的喷嘴或者喷淋装

置来喷淋液态的试剂，该液态试剂与废气反应，目前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气净化、除尘等方面

的前处理。

[0003] 目前，烟气洗涤塔普遍存在烟气处理效果不佳，由于喷淋液回收困难造成处理成

本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

大大提高烟气的净化效果，降低成本。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其包括塔本体，设置在所述塔本体内部顶部的除

沫层，间隔设置在所述塔本体内部的喷淋喷头组和塔板层，每个所述喷淋喷头组的下方对

应一个塔板层；所述塔板层为泡罩塔板、浮阀塔板和斜孔溢流塔板中的一种；

[0006] 所述喷淋喷头组与烟气处理液储罐连接，所述塔本体的底部设置有烟气进气口和

处理液出液口，所述塔本体的顶部设置有烟气出气口。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斜孔溢流塔板包括上斜孔板和位于所述上斜孔板下方的下斜孔

板，所述上斜孔板和下斜孔板上分别均布有斜孔，所述上斜孔板上的斜孔倾斜朝向与下斜

孔板上斜孔的倾斜朝向相反；

[0008] 所述上斜孔板一侧的侧面和下斜孔板另一侧的侧面均设有降液管。

[0009] 进一步地，还包括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所述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包括第一回收

装置和过滤罐；

[0010] 所述第一回收装置包括依次连通的第一沉降池、第二沉降池和第三沉降池；所述

第一沉降池与所述处理液出液口连接；所述第二沉降池与所述第一沉降池相邻连通且有一

个侧壁共壁；所述第三沉降池与所述第二沉降池相邻连通且有一个侧壁共壁；

[0011] 所述第三沉降池与过滤罐的进口端连接，所述过滤罐的出口端与烟气处理液储罐

连接。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沉降池和第三沉降池的共侧壁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一沉降池和

第二沉降池的共侧壁的高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沉降池和第二沉降池的底部均为U形或V形。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沉降池的内侧壁上方设置有防溅板，所述防溅板位于第一沉

降池与第二沉降池共侧壁的对面侧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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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地，所述防溅板包括固定在第一沉降池内壁上的连接板以及设置在所述连

接板底端的斜板；

[0016] 所述连接板为7型，所述斜板朝向第一沉降池远离第一沉降池与第二沉降池共侧

壁的方向。

[0017] 进一步地，每个喷淋喷头组包括若干个喷头。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沉降池与所述处理液出液口之间设置有水泵。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实用新型使用时，待处理的烟气进入到洗涤塔内，洗涤塔为喷淋塔，喷淋的液体

为烟气处理液，该烟气处理液由上至下从喷淋喷头组的喷头喷淋出来，烟气从下至上移动，

这样烟气和喷淋的烟气处理液逆向流动，相互作用，喷淋的烟气处理液与洗涤塔搭配可有

效去除烟气中的有害物质，将烟气予以净化，

[0021] 所述上斜孔板上的斜孔倾斜朝向与下斜孔板上斜孔的倾斜朝向相反；斜孔的倾斜

角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上下两个斜孔板的斜孔朝向相反的设置方式可以增进气

液之间的交换充分程度，提高了烟气处理效率和效果。

[0022]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所述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包括第一回收

装置和过滤罐；经过上述三个沉降池内净化的烟气处理液，进入到过滤罐内进一步净化，最

后从过滤罐内流出通过烟气处理液储罐和喷淋喷头组重新返回洗涤塔内循环使用。

[0023] 本实用新型系统通过上述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使得烟气处理液可以循环使用，

提高利用率。

[0024] 经过本实用新型洗涤塔处理后，经过对烟气的含量进行测试，从测试结果看，经过

洗涤塔处理后大大去除了烟气中的有害物质。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实用新型洗涤塔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实用新型斜孔溢流塔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实用新型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中：1.洗涤塔，1‑1塔本体，1‑2除沫层，1‑3喷淋喷头组，1‑4塔板层，1‑5斜孔溢流

塔板，1‑5‑1上斜孔板，1‑5‑2下斜孔板，1‑5‑3降液管，1‑6烟气进气口，1‑7处理液出液口，2.

风压平衡器，3.  加压风机，4.  烟气换热器，5.  微藻养殖系统，6.  烟气处理液储罐，7过滤

罐，8第一沉降池，9第二沉降池，10第三沉降池，11防溅板，11‑1连接板，11‑2斜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能更清楚地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

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烟气净化的洗涤塔，其包括塔本体1‑1，设置

在所述塔本体1‑1内部顶部的除沫层1‑2，间隔设置在所述塔本体1‑1内部的喷淋喷头组1‑3

和塔板层1‑4，每个所述喷淋喷头组1‑3的下方对应一个塔板层1‑4；所述塔板层1‑4为泡罩

塔板、浮阀塔板和斜孔溢流塔板1‑5中的一种；优选地为斜孔溢流塔板1‑5。本实施例以斜孔

溢流塔板1‑5为例进行说明。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216125451 U

4



[0031] 所述喷淋喷头组1‑3与烟气处理液储罐6连接，进一步地，所述喷淋喷头组1‑3的喷

头与烟气处理液储罐6连接，烟气处理液储罐6为喷淋喷头组1‑3的喷头提供喷射的物料。

[0032] 所述塔本体1‑1的底部设置有烟气进气口1‑6和处理液出液口1‑7。烟气处理液储

罐6内装载有用于烟气喷淋的烟气处理液。

[0033] 所述塔本体1‑1的顶部设置有用于烟气净化后排出的烟气出气口。

[0034] 每个喷淋喷头组1‑3包括若干个喷头。所述喷头的数量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喷头的

喷射方向朝下。所述喷头为纳米气泡喷嘴。

[0035] 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所述斜孔溢流塔板1‑5包括上斜孔板1‑5‑1和位于所述上

斜孔板1‑5‑1下方的下斜孔板1‑5‑2，所述上斜孔板1‑5‑1和下斜孔板1‑5‑2上分别均布有斜

孔，所述上斜孔板1‑5‑1上的斜孔倾斜朝向与下斜孔板1‑5‑2上斜孔的倾斜朝向相反；上斜

孔板1‑5‑1和下斜孔板1‑5‑2之间形成的空腔为气液交换提供了空间和场所。

[0036] 所述上斜孔板1‑5‑1一侧的侧面和下斜孔板1‑5‑2另一侧的侧面均设有降液管1‑

5‑3。

[0037] 使用时，待处理的烟气进入到洗涤塔1内，洗涤塔1为喷淋塔，喷淋的液体为烟气处

理液，该烟气处理液由上至下从喷淋喷头组1‑3的喷头喷淋出来，烟气从下至上移动，这样

烟气和喷淋的烟气处理液逆向流动，相互作用，喷淋的烟气处理液与洗涤塔搭配可有效去

除烟气中的有害物质，将烟气予以净化，本实施例中烟气处理液选用羫基吸收液，该羫基吸

收液与洗涤塔搭配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优选地，所述羫基吸收液中一个水分子团由4‑8个

水分子组成；pH为10‑13.5，优选地，pH为12；所述羫基吸收液中质量分数99.8%以上为H2O。

所述羫基吸收液，为一种富含氢氧根羫基自由基之液体，不含其他化学物质，为羟基产生器

所产生之吸收液。

[0038] 所述喷淋喷头组1‑3与烟气处理液储罐6连接，烟气处理液储罐6中的烟气处理液

通过喷淋喷头组1‑3的喷头对洗涤塔1内部的烟气进行喷淋，所述洗涤塔1的底部设置有烟

气进气口1‑6和处理液出液口1‑7。待处理的烟气从烟气进气口1‑6进入到洗涤塔1内，由下

而上上行。喷淋后的烟气处理液通过处理液出液口1‑7排出。

[0039] 本实用新型中，一个喷淋喷头组1‑3和一个塔板层1‑4为一组，洗涤塔1中可以有一

组也可以有若干组，具体设置多少组也就是喷淋喷头组1‑3和塔板层1‑4的数量是根据实际

烟气处理量和处理规模决定的，并随着处理量的增减而增减喷淋喷头组1‑3和塔板层1‑4的

数量，本实用新型结构灵活，适用范围广，可以适用于不同规模的工艺中。

[0040] 斜孔溢流塔板1‑5使用时，喷淋喷头组1‑3的喷头喷淋出的烟气处理液沿着上斜孔

板1‑5‑1上的斜孔留下来，从洗涤塔1底部的烟气进气口1‑6进入的烟气通过下斜孔板1‑5‑2

的上斜孔上行，由此，在上斜孔板1‑5‑1和下斜孔板1‑5‑2之间形成的空仓内充分混合，扰

动，使气液充分混合，高效去除烟气中的有害物质。

[0041] 所述上斜孔板1‑5‑1上的斜孔倾斜朝向与下斜孔板1‑5‑2上斜孔的倾斜朝向相反；

如图2所示，上斜孔板1‑5‑1上的斜孔倾斜朝向为向左，而下斜孔板1‑5‑2上斜孔的倾斜朝向

为向右，上下两个斜孔板的斜孔朝向相反。斜孔的倾斜角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上

下两个斜孔板的斜孔朝向相反的设置方式可以增进气液之间的交换充分程度，提高了烟气

处理效率和效果。

[0042] 所述上斜孔板1‑5‑1一侧的侧面和下斜孔板1‑5‑2另一侧的侧面均设有降液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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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防止溢流情况的发生。

[0043] 如图3所示，本实用新型还包括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所述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包

括第一回收装置和过滤罐7；

[0044] 所述第一回收装置包括依次连通的第一沉降池8、第二沉降池9和第三沉降池10；

所述第一沉降池8与所述处理液出液口1‑7连接；所述第二沉降池9与所述第一沉降池8相邻

连通且有一个侧壁共壁；所述第三沉降池10与所述第二沉降池9相邻连通且有一个侧壁共

壁；

[0045] 所述第三沉降池10的另一侧与过滤罐7的进口端连接，所述过滤罐7的出口端与烟

气处理液储罐6连接。

[0046] 所述第二沉降池9和第三沉降池10的共侧壁的高度高于所述第一沉降池8和第二

沉降池9的共侧壁的高度。

[0047] 所述第一沉降池8和第二沉降池9的底部均为U形或V形。

[0048] 所述第一沉降池8与所述处理液出液口1‑7之间设置有水泵。在水泵的泵送的作用

下将处理液出液口1‑7的处理液输送至第一沉降池8，进行沉淀过滤处理。

[0049] 所述第一沉降池8的内侧壁上方设置有防溅板11，所述防溅板11位于第一沉降池8

与第二沉降池9共侧壁的对面侧壁上。

[0050] 所述防溅板11包括固定在第一沉降池8内壁上的连接板11‑1以及设置在所述连接

板11‑1底端的斜板11‑2；所述防溅板11作为一个罩体，罩在第一沉降池8的进液口处，防止

外溅。从处理液出液口1‑7排出的液体从第一沉降池8的进液口进入到第一沉降池8内。

[0051] 所述连接板11‑1为7型，所述斜板11‑2朝向第一沉降池8远离第一沉降池8与第二

沉降池9共侧壁的方向。如图3所示，第一沉降池8的左侧壁靠近烟气处理液的进口端，第一

沉降池8的右侧壁靠近第一沉降池8的出口端也就是靠近第一沉降池8与第二沉降池9共侧

壁。所述防溅板11设置在第一沉降池8的左侧壁上，斜板11‑2向左侧壁倾斜，目的是为了防

止烟气处理液流入第一沉降池8时外溅。

[0052] 烟气处理液依次流入第一沉降池8、第二沉降池9和第三沉降池10并分别在三个沉

降池中沉淀，沉淀下来的为烟气处理过程中的杂质或有害物质。

[0053] 所述第一沉降池8和第二沉降池9的底部均为U形或V形，这样有助于烟气处理过程

中的杂质或有害物质的沉降和收集。所述第二沉降池9和第三沉降池10的共侧壁的高度大

于所述第一沉降池8和第二沉降池9的共侧壁的高度，这样烟气处理液在第一沉降池8内液

体高度越来越高后，越过第一沉降池8和第二沉降池9的共侧壁流入到第二沉降池9中，在第

二沉降池9内继续进一步的完成沉降，进一步对烟气处理液提纯除杂，当烟气处理液液面不

断提高，提高到一定程度，烟气处理液越过第二沉降池9和第三沉降池10的共侧壁进入到第

三沉降池10内，在第三沉降池10内进一步完成沉降。所述第三沉降池10与过滤罐7连通，所

述过滤罐7的另一端与烟气处理液储罐6连接。

[0054] 经过上述三个沉降池内净化的烟气处理液，进入到过滤罐7内进一步净化，最后从

过滤罐7内流出通过烟气处理液储罐6和喷淋喷头组1‑3重新返回洗涤塔1内循环使用。

[0055] 本实用新型系统通过上述烟气处理液回收装置，使得烟气处理液可以循环使用，

提高利用率。

[0056] 经过本实用新型洗涤塔1处理后，经过对烟气的含量进行测试，结果为：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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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g/m3，  SO2≦10  mg/m3，烟尘≦10  mg/m3，无氨气和石灰雾滴。从测试结果看，经过洗涤塔

1处理后大大去除了烟气中的有害物质。

[0057]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目的在于保护洗涤塔的整体结构、斜孔溢流塔板以及烟气处理

液回收装置等结构，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故凡依本实用新型专利申

请范围所述的构造、特征及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或修饰，均包括于本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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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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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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