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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

包括前处理模块，前处理模块用于将含氟危废进

行前处理焚烧模块，焚烧模块包括焚烧装置和二

燃室，焚烧装置包括进口端和出口端，焚烧装置

的进口端与前处理模块连通，出口端与二燃室连

通；冷却模块，冷却模块包括急冷塔和设置在急

冷塔内的工业用水，急冷塔与二燃室连通；尾气

后处理模块，尾气后处理模块包括依次连通设置

的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酸装置，脱硝装置与

急冷塔连通。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含氟危废处理

系统，通过焚烧对危废进行处理，将危废中的有

机物完全分解、消灭病原体；降低了对焚烧装置

的腐蚀，提高焚烧装置的使用寿命；充分发挥危

废处理的社会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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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包括，

前处理模块（1），所述前处理模块（1）用于将含氟危废进行前处理

焚烧模块（2），所述焚烧模块（2）包括焚烧装置和二燃室，焚烧装置包括进口端和出口

端，所述焚烧装置的进口端与前处理模块（1）连通，出口端与二燃室连通；

冷却模块（3），所述冷却模块（3）包括急冷塔和设置在急冷塔内的工业用水，所述急冷

塔与二燃室连通；

尾气后处理模块（4），所述尾气后处理模块（4）包括依次连通设置的脱硝装置、除尘装

置和脱酸装置，所述脱硝装置与急冷塔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焚烧装置设置为立式

焚烧炉（5），所述立式焚烧炉（5）包括由耐火材料构成的炉体（501）、由耐火材料构成的炉床

（502），所述炉床（502）设置在炉体（501）底部，所述炉床（502）内设置有环形布风管（505），

所述环形布风管（505）上设置有若干为炉体（501）内焚烧供氧的通风盖（504），所述通风盖

（504）耐火耐腐蚀材料构成；在炉体（501）内还设置有搅拌装置（503），所述搅拌装置（503）

包括设置在炉体（501）底部中间位置的搅拌主轴、若干环形布置在搅拌主轴端部的搅拌臂

和若干设置在搅拌臂上的抄板，所述抄板垂直于搅拌臂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前处理模块（1）包括

农牧固废处理模块、桶装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危险废液处理模块和危险固废处理模块。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

所述农牧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将农牧固废冰冻的冷库、用于将冰冻后的农牧固废破

碎成碎屑的破碎机和用于输送农牧固废的柱塞泵；

所述桶装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将桶装危险固废输送到焚烧装置中的桶装废物

提升机；

所述危险废液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将危险废液直接喷射至焚烧装置和/或二燃室中的喷

枪；

所述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储存磕碎的危险固废的料坑和用于输送危险固废的

抓斗。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危险固废处理模块还

包括进料机，所述进料机设置在抓斗和焚烧装置之间。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二燃室和

急冷塔之间设置有余热回收装置，所述余热回收装置设置为余热锅炉。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二燃室后

还设置有出渣机。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所述脱硝装置

设置为干式脱硝装置，在干式脱硝装置内设置有消石灰和活性炭，所述除尘装置设置为布

袋除尘装置，所述脱酸装置设置为湿法脱酸装置，所述布袋除尘装置后设置有用于将烟气

输送到湿法脱酸装置中的引风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其特征是，还包括用于将余热锅炉、

急冷塔、布袋除尘装置产生的飞灰储存的飞灰储存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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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危险废弃物处理工艺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步，在生产一些产品时不可避免会产生废弃物，尤其是

电子行业、化工产业等会产生危险废弃物尤其是含氟危险废弃物。而随着近年来对各地环

境风险和危害认识的不断清晰，对危废处理也越来越重视，但危废中含有较多的有害物质，

处理较为困难，其中以焚烧为核心的处理方法是危险废弃物中最彻底的处理方法，但是一

些含氟危废在高温环境下会产生高腐蚀性气体，会对焚烧装置造成破坏。例如，在中国专利

文献上公开的“一种含氟有机废液、废气负压焚烧处理系统及方法”，其公告号

CN103292332B，包括焚烧炉，含氟有机废液、废气供应系统，燃料供应系统，负压供风系统，

烟气急冷与HF回收系统，碱洗系统；先将含氟废液、废气分别同时送入焚烧炉的燃烧室；在

有氧气存在的条件下，焚烧炉内反应温度为1100~1200℃，压力维持在‑50Pa，含氟废液、废

气进行高温分解反应；通过向焚烧炉内加H2或CH4来促进多余的有机氟转化成无机氟化氢，

最终保证全部有机氟转化成无机氟化氢；从焚烧炉的燃烧室排放出的反应产物，经处理后

反应产物通过烟囱排入大气。该发明的技术方案虽然减少了参数调节的数量和环节，便于

操作和维持生产的长周期稳定运行，但是含氟废液、废气在高温下会产生高腐蚀性气体特

别是氟化物，会腐蚀焚烧炉的内壁，造成焚烧炉的损坏、降低焚烧炉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对危险废弃物难以处理，使用焚烧处理方

法时含氟危废产生的高腐蚀性气体已损坏焚烧炉内壁，降低焚烧炉使用寿命等问题，提供

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通过焚烧对危废进行处理，将危废中的有机物完全分解、消灭病原

体；降低了对焚烧装置的腐蚀，提高焚烧装置的使用寿命；充分发挥危废处理的社会环境效

益与经济效益。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包括前处理模块，所述前处理模块用于将含氟危废进行

前处理焚烧模块，所述焚烧模块包括焚烧装置和二燃室，焚烧装置包括进口端和出口端，所

述焚烧装置的进口端与前处理模块连通，出口端与二燃室连通；冷却模块，所述冷却模块包

括急冷塔和设置在急冷塔内的工业用水，所述急冷塔与二燃室连通；尾气后处理模块，所述

尾气后处理模块包括依次连通设置的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酸装置，所述脱硝装置与急

冷塔连通。

[0006] 在该技术方案中，主要通过焚烧对危险固体废弃物进行处理，将危险固体废弃物

中的有机物完全分解、消灭病原体，其中前处理模块用于对含氟危废进行前处理，便于将其

输送到焚烧装置内的同时还更有利于焚烧，便于提高焚烧效率；二燃室的设置将没燃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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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烟气进行充分燃烧处理，使焚烧更彻底；急冷塔用于将焚烧模块产生的高温烟气进行

冷却，其通过喷射工业用水进行极冷降温，使其在小与2秒的时间内将烟气温度降低至200

℃以下，便于对烟气进行后处理，也避免高温烟气对尾气后处理装置造成损坏，减少维护周

期，提高各个装置的使用寿命；尾气后处理模块的设置有利于焚烧产生的烟气进行弱小处

理，使其达标排放。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焚烧装置设置为立式焚烧炉，所述立式焚烧炉包括由耐火材料构

成的炉体、由耐火材料构成的炉床，所述炉床设置在炉体底部，所述炉床内设置有环形布风

管，所述环形布风管上设置有若干为炉体内焚烧供氧的通风盖，所述通风盖耐火耐腐蚀材

料构成；在炉体内还设置有搅拌装置，所述搅拌装置包括设置在炉体底部中间位置的搅拌

主轴、若干环形布置在搅拌主轴端部的搅拌臂和若干设置在搅拌臂上的抄板，所述抄板垂

直于搅拌臂设置。

[0008] 搅拌装置均匀搅拌被焚烧物和焚烧灰渣，为固相提供翻炒与行进的动力；通风盖

的设置为炉体内的焚烧供氧，而通风盖为耐火耐腐蚀材料，在通气的同时减少了被腐蚀的

速率，减少了通风盖更换周期；含氟危废作为焚烧物料进入到立式焚烧炉中，立式焚烧炉内

的燃烧温度严格控制在850℃左右，火焰燃烧的停留时间大于2秒，且在搅拌装置和环形布

置的通风盖的作用下，燃烧火焰呈旋转溜溜装，形成湍流扰动，而炉床上的焚烧物料也在搅

拌装置的作用下不停地翻转行进，使得固相和气相都能充分燃烧，同时严格控制了焚烧过

程中二噁英的产生。

[0009] 作为优选，所述前处理模块包括农牧固废处理模块、桶装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危险

废液处理模块和危险固废处理模块。

[0010] 对不同的危险固废进行不同的前处理，利用不同的处理工艺提高危废处理经济效

益。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农牧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将农牧固废冰冻的冷库、用于将冰冻

后的农牧固废破碎成碎屑的破碎机和用于输送农牧固废的柱塞泵；所述桶装危险固废处理

模块包括用于将桶装危险固废输送到焚烧装置中的桶装废物提升机；所述危险废液处理模

块包括用于将危险废液直接喷射至焚烧装置和/或二燃室中的喷枪；所述危险固废处理模

块包括用于储存磕碎的危险固废的料坑和用于输送危险固废的抓斗。

[0012] 农牧固废中的含水率较高，将其冰冻后形成固体废弃物便于破碎成碎屑再输送到

焚烧装置内进行焚烧，便于输送；危险固废来源复杂、形状不定，因此要先经过磕碎在由抓

斗输送到焚烧装置中进行焚烧。

[0013] 作为优选，所述危险固废处理模块还包括进料机，所述进料机设置在抓斗和焚烧

装置之间。

[0014] 进料机的设置便于将危险固废均匀定量输送到立式焚烧炉中进行焚烧处理。

[0015] 作为优选，所述二燃室和急冷塔之间设置有余热回收装置，所述余热回收装置设

置为余热锅炉。

[0016] 在对废物处理量大的状况下，可通过增设余热锅炉进行余热回收，增加经济效率，

二燃室排出的高温烟气在进入余热锅炉时喷入尿素进行脱硝处理，其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

原法SNCR降低焚烧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高温烟气经过余热锅炉吸收热量产生蒸汽，利

用蒸汽来发电以及供热，提高经济效益，且经过余热锅炉热量回收后，排出的烟气温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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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500℃。

[0017] 作为优选，所述二燃室后还设置有出渣机。

[0018] 二燃室产生的残渣通过出渣机排出，便于对焚烧残渣收集后统一处理。

[0019] 作为优选，所述脱硝装置设置为干式脱硝装置，在干式脱硝装置内设置有消石灰

和活性炭，所述除尘装置设置为布袋除尘装置，所述脱酸装置设置为湿法脱酸装置，所述布

袋除尘装置后设置有用于将烟气输送到湿法脱酸装置中的引风机。

[0020] 急冷降温后的烟气，进入干式脱硝装置，通过喷射消石灰和活性炭除去烟气中的

酸性气体和其他有害物质，再通过布袋除尘装置收集活性炭、反应后的消石灰产物以及烟

气中的其它粉尘；布袋除尘后的烟气经过引风机，进入湿法脱酸装置，通过喷射碱液进一步

降低烟气中的酸性气体，保证排出的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湿法脱酸装置产生的废水，进

入废水处理系统净化处理；湿法脱酸后的烟气经过除雾脱白后，通过烟囱达标排放。

[0021] 作为优选，还包括用于将余热锅炉、急冷塔、布袋除尘装置产生的飞灰储存的飞灰

储存装置。

[0022] 飞灰储存装置便于将各装置产生的飞灰储存，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同时也便于

将其委托至第三方统一处理。

[0023] 因此，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有益效果：通过焚烧对危废进行处理，将危废中的有机

物完全分解、消灭病原体；降低了对焚烧装置的腐蚀，提高焚烧装置的使用寿命；充分发挥

危废处理的社会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一种含氟危废处理工艺的第一种工艺流程图；

[0025] 图2是含氟危废处理工艺的第二种工艺流程图；

[0026] 图3是含氟危废处理工艺的第三种工艺流程图；

[0027] 图4是含氟危废处理工艺的第四种工艺流程图；

[0028] 图5是焚烧炉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前处理模块 2、焚烧模块 3、冷却模块 4、尾气后处理模块 5、立式焚烧炉 

501、炉体 502、炉床 503、搅拌装置 504、通风盖 505、环形布风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描述。

[0031] 实施例1：

[0032] 如图1、图2所示的实施例1中，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包括前处理模块1、焚烧模

块2、冷却模块3和尾气后处理模块4。

[0033] 前处理模块1用于将含氟危废进行前处理焚烧模块2，含氟危废主要包括农牧固

废、桶装危险固废、危险废液和危险固废，因此前处理模块1包括农牧固废处理模块、桶装危

险固废处理模块、危险废液处理模块和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其中农牧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

于将农牧固废冰冻的冷库、用于将冰冻后的农牧固废破碎成碎屑的破碎机和用于输送农牧

固废的柱塞泵；桶装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将桶装危险固废输送到焚烧装置中的桶装

废物提升机；危险废液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将危险废液直接喷射至焚烧装置和/或二燃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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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喷枪；危险固废处理模块包括用于储存磕碎的危险固废的料坑和用于输送危险固废的抓

斗。

[0034] 进一步地，危险固废处理模块还包括进料机，进料机设置在抓斗和焚烧装置之间，

进料机的设置便于将危险固废均匀定量输送到立式焚烧炉5中进行焚烧处理。

[0035] 焚烧模块2包括焚烧装置和二燃室，焚烧装置包括进口端和出口端，所述焚烧装置

的进口端与前处理模块1连通，出口端与二燃室连通

[0036] 冷却模块3包括急冷塔和设置在急冷塔内的工业用水，急冷塔与二燃室连通，急冷

塔用于将焚烧模块2产生的高温烟气进行冷却，其通过喷射工业用水进行极冷降温，使其在

小与2秒的时间内将烟气温度降低至200℃以下，便于对烟气进行后处理，也避免高温烟气

对尾气后处理装置造成损坏，减少维护周期，提高各个装置的使用寿命。

[0037] 尾气后处理模块4包括依次连通设置的脱硝装置、除尘装置和脱酸装置，脱硝装置

与急冷塔连通。脱硝装置设置为干式脱硝装置，在干式脱硝装置内设置有消石灰和活性炭，

除尘装置设置为布袋除尘装置，脱酸装置设置为湿法脱酸装置，布袋除尘装置后设置有用

于将烟气输送到湿法脱酸装置中的引风机，急冷降温后的烟气，进入干式脱硝装置，通过喷

射消石灰和活性炭除去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和其他有害物质，再通过布袋除尘装置收集活性

炭、反应后的消石灰产物以及烟气中的其它粉尘；布袋除尘后的烟气经过引风机，进入湿法

脱酸装置，通过喷射碱液进一步降低烟气中的酸性气体，保证排出的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

准；湿法脱酸装置产生的废水，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净化处理；湿法脱酸后的烟气经过除雾脱

白后，通过烟囱达标排放。

[0038] 进一步地，如图5所示，焚烧装置设置为立式焚烧炉5，立式焚烧炉5包括由耐火材

料构成的炉体501、由耐火材料构成的炉床502，炉床502设置在炉体501底部，炉床502内设

置有环形布风管505，环形布风管505上设置有若干为炉体501内焚烧供氧的通风盖504，通

风盖504耐火耐腐蚀材料构成；在炉体501内还设置有搅拌装置503，搅拌装置503包括设置

在炉体501底部中间位置的搅拌主轴、若干环形布置在搅拌主轴端部的搅拌臂和若干设置

在搅拌臂上的抄板，抄板垂直于搅拌臂设置。搅拌装置503均匀搅拌被焚烧物和焚烧灰渣，

为固相提供翻炒与行进的动力；通风盖504的设置为炉体501内的焚烧供氧，而通风盖504为

耐火耐腐蚀材料，在通气的同时减少了被腐蚀的速率，减少了通风盖504更换周期；含氟危

废作为焚烧物料进入到立式焚烧炉5中，立式焚烧炉5内的燃烧温度严格控制在850℃左右，

火焰燃烧的停留时间大于2秒，且在搅拌装置503和环形布置的通风盖504的作用下，燃烧火

焰呈旋转溜溜装，形成湍流扰动，而炉床502上的焚烧物料也在搅拌装置503的作用下不停

地翻转行进，使得固相和气相都能充分燃烧，同时严格控制了焚烧过程中二噁英的产生。

[0039] 实施例2：

[0040] 如图2所示，实施例2的技术方案与实施例1的技术方案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

于：在二燃室和急冷塔之间设置有余热回收装置，余热回收装置设置为余热锅炉。在对废物

处理量大的状况下，可通过增设余热锅炉进行余热回收，增加经济效率，二燃室排出的高温

烟气在进入余热锅炉时喷入尿素进行脱硝处理，其采用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SNCR降低焚烧

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高温烟气经过余热锅炉吸收热量产生蒸汽，利用蒸汽来发电以及

供热，提高经济效益，且经过余热锅炉热量回收后，排出的烟气温度小于等于500℃。

[0041]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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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如图3所示，实施例3的技术方案与实施例1的技术方案基本相同，其不同之处在

于：所述焚烧装置设置为回转窑，在对低氟危废或者无氟危废进行焚烧处理时使用回转窑

进行焚烧，回转窑具有处理量大，适用范围广的特点，且低氟危废或无氟危废在高温焚烧过

程中只会产生很少的氟化物不易损坏回转窑。

[0043] 实施例4：

[0044] 实施例4是一种含氟危废处理系统使用工艺流程，其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0045] S1：将含氟危废进行在前处理模块1进行焚烧前处理；

[0046] S2：将含氟危废输送到焚烧装置中进行焚烧处理，焚烧温度为850‑1100℃，将焚烧

后产生的烟气与残渣进入二燃室进行充分燃烧处理，在二燃室中通入适量辅助燃料维持燃

烧温度；并在焚烧处理产生的高温烟气内通入尿素；

[0047] S3：将混有尿素的高温烟气通入到急冷塔中通过喷射工业用水进行极冷降温；

[0048] S4：对急冷降温后的低氟危废焚烧处理产生的烟气和急冷降温后的高氟危废焚烧

处理产生的烟气同时通入到干式脱硝装置，通过喷射消石灰和活性炭除去烟气中的酸性气

体和其他有害物质，

[0049] S5：通过布袋除尘收集活性炭、反应后的消石灰产物以及烟气中的其它粉尘；

[0050] S6：布袋除尘后的烟气经过引风机，进入湿法脱酸装置，通过喷射液碱进一步降低

烟气中的酸性气体，保证排出的烟气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0051] S7：湿法脱酸装置产生的废水，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净化处理；湿法脱酸后的烟气经

过除雾脱白后，通过烟囱达标排放。

[0052] 在步骤S1中，对危险固废前处理包括以下四种路径：

[0053] （1）农牧固废的含水率较高，通过先进入冷库储存，冰冻后经过破碎机破碎成碎

屑，再由柱塞泵送入焚烧装置进行焚烧；

[0054] （2）桶装危险固废通过桶装废物提升机提升后再投入到焚烧装置进行焚烧；

[0055] （3）危险废液一部分直接进入到焚烧装置中进行焚烧，另一部分喷入到二燃室中

进行燃烧；

[0056] （4）危险固废来源复杂、形状不定，因此先进行磕碎再进入到料坑储存，再由抓斗

投入到焚烧装置中进行焚烧处理。

[0057] 进一步地，在步骤S2中，焚烧装置设置为立式焚烧炉5和/或回转窑。对于含氟量不

同的危险废弃物，其焚烧装置不同，利用不同的处理工艺对低氟危废和高氟危废进行处理，

提高危废处理的社会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对于高氟危废，焚烧处理装置为立式焚烧炉5，

在高温焚烧环境下，高氟危废会产生强腐蚀性的酸性气体尤其是氟化物，采用立式焚烧炉5

对高氟危废进行焚烧，延长了焚烧炉的使用周期，降低了维护频率、缩短维护周期、降低运

行维护成本；对于对低氟危废和无氟危废，焚烧装置设置为回转窑。

[0058] 进一步地，如图4所示，步骤S2包括将低氟危废和高氟危废分别通过回转窑和立式

焚烧炉5进行焚烧，再分别进入而二燃室和冷却模块3，最终对急冷降温后的低氟危废焚烧

处理产生的烟气和急冷降温后的高氟危废焚烧处理产生的烟气同时进行后处理使其达标

排放。

[0059] 进一步地，针对废物处理量大的状况，在二燃室后增设余热锅炉，在S2和S3还包括

以下步骤：二燃室排出的高温烟气，在进入余热锅炉时喷入尿素进行脱硝处理（采用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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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催化还原法SNCR降低焚烧烟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高温烟气经过余热锅炉吸收热量产

生蒸汽，利用蒸汽来发电以及供热。经过余热锅炉热量回收后，排出的烟气温度小于等于

500℃。

[0060]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

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方向。

[0061]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对本领域的

技术人员来说，可根据以上描述的技术方案以及构思，做出其它各种相应的改变以及形变，

而所有的这些改变以及形变都应该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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