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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

理方法，所述处理方法如下：采用螺旋输送机将

危险废物送入回转窑焚烧炉内焚烧，残渣自窑尾

落入渣斗，烟气引至二次燃烧室再次高温燃烧，

排出的高温烟气依次经过水冷集尘器、G-G换热

器、半干式急冷塔、SCR脱硝装置、干式反应装置、

布袋除尘器、洗涤吸附装置、雾水分离器处理设

施后通过引风机高空排放。该技术方案可同时用

于焚烧多种不同形态的危险废物，物料焚烧彻

底，无二噁英等敏感污染物生成，高效利用高温

烟气热能，减少辅助燃料消耗量，烟气中的污染

物质经烟气净化系统处理后达标排放，具有系统

工艺集成度高，处理效果稳定，适用性强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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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如下：采用螺旋输

送机将危险废物送入回转窑焚烧炉内焚烧，残渣自窑尾落入渣斗，烟气引至二次燃烧室再

次高温燃烧，排出的高温烟气依次经过水冷集尘器、G-G换热器、半干式急冷塔、SCR脱硝装

置、干式反应装置、布袋除尘器、洗涤吸附装置、雾水分离器处理设施后通过引风机高空排

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各类危险废物

通过螺旋输送机进入回转窑焚烧炉内，燃烧温度约为800-1000℃，炉内物料流向与烟气流

向相同，焚烧残渣自窑尾的出渣口落入渣斗，燃烧烟气自尾部排出；回转窑焚烧炉内为负压

状态，物料滚动方向与烟气流向一致，窑尾出渣口采用水封密封，焚烧残渣经水碎冷却后由

出渣机连续排入渣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烟气引入到二

次燃烧室后再次高温燃烧，燃烧温度高于1100℃，停留时间大于2秒，其中二次燃烧室采用

圆筒型耐火材料整体浇注成形，进口燃烧装置、助燃火焰和空气切向进入二燃室，有效保证

烟气的滞留时间及大颗粒粉尘在二燃室内沉降，燃烧效率≥99.9%，焚毁去除率≥99.9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次燃烧

室排出的高温烟气即1100℃通入水冷集尘器，与夹套中的冷却水进行换热，使烟气温度降

低到700℃左右，同时拦截烟气中粒径大于15ｕm的颗粒浮尘。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冷集尘

器出口烟气排入G-G换热器内与助燃空气进行换热，将助燃空气预热至150-300℃，减少燃

料消耗量，出口烟气温度进一步降低至550℃左右。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G-G换热

器出口烟气进入半干式急冷塔，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往塔内喷入质量分数为10%～40%、直

径小于200um的氨溶液，与烟气中SO2反应生成硫酸盐类，同时使烟气温度迅速降低至小于

150℃，达到急冷和脱酸的目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半干式急冷

塔内喷入的碱液为质量分数10%～40%氨溶液，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将溶液雾化为直径小于

200um氨雾，达到急冷和脱酸的目的；半干式急冷塔出口烟气进入SCR脱硝装置，喷入气化氨

雾，在V2O5WO3-TiO2蜂窝状催化剂作用下，去除烟气中的NOX；SCR脱硝装置出口烟气进入干式

反应装置，喷入消石灰粉与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反应生成钙盐及金属氧化物，喷入活性炭粉

末吸附烟气中的PCDD/PCDF等有毒物质，出口烟气温度降低至130℃左右。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干式反应装置

应生成的颗粒物进入外滤式布袋除尘器，粉尘被截留在滤袋外表面，利用脉冲反吹将截留

的粉尘抖落到集灰斗内，布袋除尘器设置旁路，当进口温度超过上限值时，旁路快开电磁阀

自动打开，烟气由旁通管路通过，确保滤袋不被烧坏；布袋除尘器口烟气进入吸附洗涤装

置，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往装置内喷入质量分数为10%～30%、直径小于100um的NaOH溶液，

去除烟气中HCL、SO2等酸性气体，同时使烟气温度降至小于80℃。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洗涤

装置后接旋风式雾水分离器进行除雾，去除悬浮于气流中的液滴，最后通过引风机将烟气

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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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处理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属于

化工行业危险废物无害化与减量化处理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3] 生活与化学息息相关，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同时也

造成了严重的污染。生产化学品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固态、半固态和液态的化工废弃物，通

常具有毒性、腐蚀性、易燃性、反应性、感染性一种或多种属性，是一类危害性极强的危险废

物，若不妥善处理将会对厂区空气质量、员工职业健康、地下水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

重的危害。

[0004] 目前，我国主要采用焚烧法处理化工危废，具有减量化效果显著，无害化程度高等

特点，在实际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是一种理想的危废处置方式。但同时也存在着以下缺

点，例如：焚烧物料要求高，固/液态危废混合焚烧效率低，焚烧不充分，易产生二次污染，焚

烧残渣飞灰大、排渣口易变形卡死、烟气余热利用率低、余热锅炉易结晶堵塞、烟气除尘效

率低、烟气处理工艺冗长、成本高等缺陷，增加了企业的处理成本和环境风险。因此，迫切的

需要一种新的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正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

法，该技术方案可同时用于焚烧多种不同形态的危险废物，物料焚烧彻底，无二噁英等敏感

污染物生成，高效利用高温烟气热能，减少辅助燃料消耗量，烟气中的污染物质经烟气净化

系统处理后达标排放，具有系统工艺集成度高，处理效果稳定，适用性强等优点。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如下：采用螺旋输送机将危险废物送入回转窑焚烧炉内焚

烧，残渣自窑尾落入渣斗，烟气引至二次燃烧室再次高温燃烧，排出的高温烟气依次经过水

冷集尘器、G-G换热器、半干式急冷塔、SCR脱硝装置、干式反应装置、布袋除尘器、洗涤吸附

装置、雾水分离器处理设施后通过引风机高空排放。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各类危险废物通过螺旋输送机进入回转窑焚烧炉内，燃

烧温度约为800-1000℃，炉内物料流向与烟气流向相同，焚烧残渣自窑尾的出渣口落入渣

斗，燃烧烟气自尾部排出；回转窑焚烧炉内为负压状态，物料滚动方向与烟气流向一致，窑

尾出渣口采用水封密封，焚烧残渣经水碎冷却后由出渣机连续排入渣斗。所述出渣口采用

水合密封，产生的灰渣经冷却水碎后由链板式出渣机连续排出，避免出现大块排渣、出渣口

变形或出渣机被卡死的现象。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烟气引入到二次燃烧室后再次高温燃烧，燃烧温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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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停留时间大于2秒，确保进入焚烧系统的危险废物充分彻底的燃烧完全。其中二次

燃烧室采用圆筒型耐火材料整体浇注成形，进口燃烧装置、助燃火焰和空气切向进入二燃

室，有效保证烟气的滞留时间及大颗粒粉尘在二燃室内沉降，燃烧效率≥99.9%，焚毁去除

率≥99.99%。回转窑焚烧炉和二次燃烧室配备具有FSSS火焰监测和保护功能的辅助燃烧

器，控制室采用现场PLC远程自动控制，当炉膛温度低于设定值时燃烧器自动开启，当炉膛

温度高于设定值时燃烧器自动关闭，保证炉膛所需的焚烧温度。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二次燃烧室排出的高温烟气（1100℃）通入水冷集尘器，

与夹套中的冷却水进行换热，使烟气温度降低到700℃左右，同时拦截烟气中粒径大于15ｕ

m的颗粒浮尘。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水冷集尘器出口烟气排入G-G换热器内与助燃空气进行

换热，将助燃空气预热至150-300℃，减少燃料消耗量，出口烟气温度进一步降低至550℃左

右。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G-G换热器出口烟气进入半干式急冷塔，采用双流体雾化

喷头往塔内喷入质量分数为10%～40%、直径小于200um的氨溶液，与烟气中SO2反应生成硫

酸盐类，同时使烟气温度迅速降低至小于150℃，达到急冷和脱酸的目的。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在半干式急冷塔内喷入的碱液为质量分数10%～40%氨溶

液，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将溶液雾化为直径小于200um氨雾，达到急冷和脱酸的目的；半干

式急冷塔出口烟气进入SCR脱硝装置，喷入气化氨雾，在V2O5WO3-TiO2蜂窝状催化剂作用下，

去除烟气中的NOX；SCR脱硝装置出口烟气进入干式反应装置，喷入消石灰粉与烟气中的酸

性气体反应生成钙盐及金属氧化物，喷入活性炭粉末吸附烟气中的PCDD/PCDF等有毒物质，

出口烟气温度降低至130℃左右。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干式反应装置应生成的颗粒物进入外滤式布袋除尘器，

粉尘被截留在滤袋外表面，利用脉冲反吹将截留的粉尘抖落到集灰斗内，布袋除尘器设置

旁路，当进口温度超过上限值时，旁路快开电磁阀自动打开，烟气由旁通管路通过，确保滤

袋不被烧坏；布袋除尘器口烟气进入吸附洗涤装置，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往装置内喷入质

量分数为10%～30%、直径小于100um的NaOH溶液，去除烟气中HCL、SO2等酸性气体，同时使烟

气温度降至小于80℃。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所述吸附洗涤装置后接旋风式雾水分离器进行除雾，去

除悬浮于气流中的液滴，最后通过引风机将烟气高空排放。

[0015]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该技术方案中回转窑焚烧炉内为负压

燃烧，避免有害气体外泄，烟气停留时间较长，有机物去除率达到99.99%以上，有效遏制臭

气及氮氧化合物生成，使产生的烟气无异味、无恶臭；2）该方案中灰渣出渣口采用水封密

封，可避免因大块排渣导致的出渣口变形和出渣机卡死的现象；3）该方案中二次燃烧室内

气体混合充分，湍流度高无死区，燃烧温度大于1100℃，停留时间大于2秒，能够充分分解有

害的臭气和多氯化合物，抑制二恶英的生成；4）助燃空气进入焚烧炉前在G-G换热器内与水

冷集尘器出口烟气进行换热，提高空气的入炉温度，减少燃料油的消耗量，降低出口烟气温

度；5）烟气中的SOX、NOX、HCL等酸性废气和PCDD/PCDF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去除率达到99%以

上，满足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6）该方案利用高压密闭小孔径喷头往二次燃烧室内

供风，提高了气体混合的湍流度，且供风孔不会因积灰或结垢而堵塞；7）该方案助燃空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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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焚烧炉助燃前，在G-G换热器内与水冷集尘器出口烟气进行换热，提高空气入炉温度，

减少燃料使用量，同时降低出口烟气温度；8）在干式反应装置中设置了外滤式布袋除尘器，

装置中未反应完全的消石灰粉末和活性炭被截留在布袋外表面与烟气进行二次反应，大大

提高了有害气体的去除效率；布袋除尘器采用文氏管脉冲反吹清灰，同时设置旁路，当进口

温度不在限值范围时，旁通电磁阀自动打开，确保布袋不被烧毁；9）在吸附洗涤装置内喷入

的碱液为质量分数10%～30%NaOH溶液，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将溶液雾化为直径小于100um

碱雾，彻底去除烟气中的污染物，同时出口烟气温度降至小于80℃。

附图说明

[0016] 图1  本发明处理工艺流程图。

[0017]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加深对本发明的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施例做详细的说明。

[0018] 实施例1：参见图1，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焚烧处理方法，一种化工企业危险废物

焚烧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处理方法如下：采用螺旋输送机将危险废物送入回转窑焚

烧炉内焚烧，残渣自窑尾落入渣斗，烟气引至二次燃烧室再次高温燃烧，排出的高温烟气依

次经过水冷集尘器、G-G换热器、半干式急冷塔、SCR脱硝装置、干式反应装置、布袋除尘器、

洗涤吸附装置、雾水分离器处理设施后通过引风机高空排放。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改进，各类危险废物通过螺旋输送机进入回转窑焚烧炉内，燃

烧温度约为800-1000℃，炉内物料流向与烟气流向相同，焚烧残渣自窑尾的出渣口落入渣

斗，燃烧烟气自尾部排出；回转窑焚烧炉内为负压状态，物料滚动方向与烟气流向一致，窑

尾出渣口采用水封密封，焚烧残渣经水碎冷却后由出渣机连续排入渣斗。出渣口采用水合

密封，产生的灰渣经冷却水碎后由链板式出渣机连续排出，避免出现大块排渣、出渣口变形

或出渣机被卡死的现象。烟气引入到二次燃烧室后再次高温燃烧，燃烧温度高于1100℃，停

留时间大于2秒，确保进入焚烧系统的危险废物充分彻底的燃烧完全。其中二次燃烧室采用

圆筒型耐火材料整体浇注成形，进口燃烧装置、助燃火焰和空气切向进入二燃室，有效保证

烟气的滞留时间及大颗粒粉尘在二燃室内沉降，燃烧效率≥99.9%，焚毁去除率≥99.99%。

回转窑焚烧炉和二次燃烧室配备具有FSSS火焰监测和保护功能的辅助燃烧器，控制室采用

现场PLC远程自动控制，当炉膛温度低于设定值时燃烧器自动开启，当炉膛温度高于设定值

时燃烧器自动关闭，保证炉膛所需的焚烧温度。二次燃烧室排出的高温烟气（1100℃）通入

水冷集尘器，与夹套中的冷却水进行换热，使烟气温度降低到700℃左右，同时拦截烟气中

粒径大于15ｕm的颗粒浮尘。水冷集尘器出口烟气排入G-G换热器内与助燃空气进行换热，

将助燃空气预热至150-300℃，减少燃料消耗量，出口烟气温度进一步降低至550℃左右。G-

G换热器出口烟气进入半干式急冷塔，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往塔内喷入质量分数为10%～

40%、直径小于200um的氨溶液，与烟气中SO2反应生成硫酸盐类，同时使烟气温度迅速降低

至小于150℃，达到急冷和脱酸的目的。在半干式急冷塔内喷入的碱液为质量分数10%～40%

氨溶液，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将溶液雾化为直径小于200um氨雾，达到急冷和脱酸的目的；

半干式急冷塔出口烟气进入SCR脱硝装置，喷入气化氨雾，在V2O5WO3-TiO2蜂窝状催化剂作

用下，去除烟气中的NOX；SCR脱硝装置出口烟气进入干式反应装置，喷入消石灰粉与烟气中

的酸性气体反应生成钙盐及金属氧化物，喷入活性炭粉末吸附烟气中的PCDD/PCDF等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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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出口烟气温度降低至130℃左右。干式反应装置应生成的颗粒物进入外滤式布袋除尘

器，粉尘被截留在滤袋外表面，利用脉冲反吹将截留的粉尘抖落到集灰斗内，布袋除尘器设

置旁路，当进口温度超过上限值时，旁路快开电磁阀自动打开，烟气由旁通管路通过，确保

滤袋不被烧坏；布袋除尘器口烟气进入吸附洗涤装置，采用双流体雾化喷头往装置内喷入

质量分数为10%～30%、直径小于100um的NaOH溶液，去除烟气中HCL、SO2等酸性气体，同时使

烟气温度降至小于80℃。所述吸附洗涤装置后接旋风式雾水分离器进行除雾，去除悬浮于

气流中的液滴，最后通过引风机将烟气高空排放。

[0020]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实施例，并非用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上述技术方案的

基础上所作出的等同变换或替代均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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