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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

处理系统，包括：原料系统，用于提供工业副产石

膏并将其输送至处理生产线；干燥煅烧系统，包

括具有对热量进行二次利用的三轴预烘干机和

多箱式煅烧炉；供热系统，用于为多箱式煅烧炉

及三轴预烘干机提供热源，并将多箱式煅烧炉内

的余热输送至三轴预烘干机；改性系统，包括改

性磨和多仓均化库；净化系统，用于回收干燥、煅

烧过程中的粉尘及湿气；节能输送系统，包括预

热进料输送机构、冷却出料输送机构；余热利用

系统，包括对三轴预烘干机的余热进行利用的砌

块养护窑；本发明的节能处理系统可使原料受热

均匀，煅烧制得的建筑石膏产品相结构单一，质

量稳定，同时对热量利用充分、余热利用效率高，

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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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原料系统，用于提供工业副产石膏并将其输送至处理生产线；

干燥煅烧系统，包括具有对热量进行二次利用的三轴预烘干机（1）和多箱式煅烧炉

（2），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用于烘干所述工业副产石膏，所述多箱式煅烧炉（2）用于对烘干

后的工业副产石膏进行煅烧；

供热系统，用于为所述多箱式煅烧炉（2）及三轴预烘干机（1）提供热源，并将所述多箱

式煅烧炉（2）内的余热输送至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

改性系统，包括改性磨和多仓均化库，所述改性磨用于粉磨从多箱式煅烧炉（2）出来的

建筑石膏，所述多仓均化库用于提高建筑石膏的成分均匀性；

净化系统，用于回收干燥、煅烧过程中的粉尘及湿气，包括与所述干燥煅烧系统连接的

旋风分离器和带式除尘器；

节能输送系统，包括将原料系统输出的工业副产石膏输送至三轴预烘干机（1）的预热

进料输送机构，以及将多箱式煅烧炉（2）内的煅烧产品半水石膏输送至改性系统的冷却出

料输送机构；

余热利用系统，包括对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的余热进行利用的砌块养护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原料系统包括原料仓、上料斗、计量输送机、震动分选筛、缓冲料斗，所述缓冲料

斗设置在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上方，所述震动分选筛设置在所述原料仓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包括保温传热壳体（3），所述保温传热壳体（3）内设有三根空心

导热轴（4），在所述空心导热轴（4）上沿轴线方向交错安装有与所述空心导热轴（4）连通的

多个空心桨叶（5），所述保温传热壳体（3）、空心导热轴（4）与供热系统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多箱式煅烧炉（2）内设有煅烧腔（6）和气流腔（7），所述煅烧腔（6）为保温传热腔

体，并由导热空心隔板（601）分隔成连通的四个煅烧室（602），每个煅烧室（602）内均布设有

夹片式换热器（603）；所述煅烧腔（6）及夹片式换热器（603）进口端与供热系统连接，出口端

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冷却出料输送机构的输送腔底部设有多个风口，并通过风机将自然风输送至输

送腔内进行降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预热进料输送机构的加热腔内设有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的排气管连通的第一蒸

汽通道。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砌块养护窑的窑壁内设有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的排气管连通的第二蒸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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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副产石膏的利用领域，特别涉及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

料的节能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副产石膏是指工业生产中由化学反应生成的以硫酸钙（主要为无水和二水硫

酸钙）为主要成分的工业副产品。如在磷素化学肥料和复合肥料、各类添加剂的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磷石膏，大型燃煤设施采用石灰湿法脱硫产生的脱硫石膏，发酵法制柠檬酸的过程

中产生的柠檬酸石膏，用硫酸分解萤石制备氟化氢的过程中产生的氟石膏，以及其他各化

工生产中产生的盐石膏等。工业副产石膏大量堆存，既占用土地，又浪费资源，其主要成分

为二水石膏，具有纯度高、成分稳定、粒度小、有害杂质少等特点，是一种很好的建材资源，

经一定温度煅烧或蒸煮后，生成半水石膏(CaSO4·0.5H2O)，具有质量轻、防火性能好、装饰

性能好、隔音保温性能好、再加工再制作性能好等特点，可广泛用于石膏胶凝材料、建筑石

膏制品、工业用模具和艺术模型等。

[0003] 工业副产石膏在制备成石膏质胶凝材料的整个工艺技术过程中的关键工艺——

干燥煅烧工艺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石膏产品的质量和成本。就工业副产石膏的物性方面

说，有效成分二水石膏的含量较高，其分子中含有2个结晶水，同时表面上附着一些游离水，

干燥去掉游离水的过程叫做烘干，脱去结晶水的过程叫做煅烧。目前现有的工艺及处理设

备，对于烘干及煅烧过程是分开的，一方面效率低，另一方面对于热量的利用也是各自独立

的，在转运过程会造成热量的散失及环境污染，同时不能实现热量的循环利用。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的是一种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

节能处理系统，可使原料受热均匀，煅烧制得的石膏质胶凝材料产品相结构单一，质量稳

定，同时对热量利用充分、余热利用效率高，节约成本。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

统，包括：

原料系统，用于提供工业副产石膏并将其输送至处理生产线；

干燥煅烧系统，包括具有对热量进行二次利用的三轴预烘干机和多箱式煅烧炉，

所述三轴预烘干机用于烘干所述工业副产石膏，所述多箱式煅烧炉用于对烘干后的工业副

产石膏进行煅烧；

供热系统，用于为所述多箱式煅烧炉及三轴预烘干机提供热源，并将所述多箱式

煅烧炉内的余热输送至所述三轴预烘干机；

改性系统，包括改性磨和多仓均化库，所述改性磨用于粉磨从多箱式煅烧炉出来

的建筑石膏，所述多仓均化库用于提高建筑石膏的成分均匀性；

净化系统，用于回收干燥、煅烧过程中的粉尘及湿气，包括与所述干燥煅烧系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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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旋风分离器和带式除尘器；

节能输送系统，包括将原料系统输出的工业副产石膏输送至三轴预烘干机的预热

进料输送机构，以及将多箱式煅烧炉内的煅烧产品半水石膏输送至改性系统的冷却出料输

送机构；

余热利用系统，包括对所述三轴预烘干机的余热进行利用的砌块养护窑。

[0006] 进一步的，所述原料系统包括原料仓、上料斗、计量输送机、震动分选筛、缓冲料

斗，所述缓冲料斗设置在所述三轴预烘干机上方，所述震动分选筛设置在所述原料仓内。

[0007] 进一步的，所述三轴预烘干机包括保温传热壳体，所述保温传热壳体内设有三根

空心导热轴，在所述空心导热轴上沿轴线方向交错安装有与所述空心导热轴连通的多个空

心桨叶，所述保温传热壳体、空心导热轴与供热系统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多箱式煅烧炉内设有煅烧腔和气流腔，所述煅烧腔为保温传热腔

体，并由导热空心隔板分隔成连通的四个煅烧室，每个煅烧室内均布设有夹片式换热器；所

述煅烧腔及夹片式换热器进口端与供热系统连接，出口端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连通。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冷却出料输送机构的输送腔底部设有多个风口，并通过风机将自

然风输送至输送腔内进行降温。

[0010] 进一步的，所述预热进料输送机构的加热腔内设有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的排气管

连通的第一蒸汽通道。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砌块养护窑的窑壁内设有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的排气管连通的第

二蒸汽通道。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节能处理系统将余热利用贯穿于整个生产工艺中，首先是供热系统分别

为多箱式煅烧炉和三轴预烘干机提供热源，然后由多箱式煅烧炉排出的高热空气经过净化

后引入三轴预烘干机中，辅助供热系统同时对工业副产石膏进行烘干，实现第一次余热利

用；其次是由三轴预烘干机排出的高热蒸汽进一步引入预热进料输送机构，经温度调节后，

对由原料系统输出的工业副产石膏进行预热，实现第二次余热利用；同时，由三轴预烘干机

排出的高热蒸汽还引入了砌块养护窑，实现了第三次余热利用；本发明的节能处理系统做

到了在实现工业副产石膏的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节约能源，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用率，且避

免了热空气直接排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本发明的干燥煅烧系统采用了三轴预烘干机，相较于现有烘干机，本发明的烘干

机外壳具有保温及传热功能，即可保护内部结构，减少热量流失，又可使物料与内层壁接触

时进行充分的热交换，提高换热效率和干燥效率；其次，烘干机内还设有三组导热轴及桨

叶，相较于现有的两轴烘干机，三轴的设计在保持同等进料量的情况下，桨叶与物料的接触

面积相对增加，可以提高换热效率；

本发明的干燥煅烧系统采用了多箱式煅烧炉，相较于现有的煅烧炉，本发明的炉

体和三轴预烘干机一样也采用了保温及传热腔体设计，最大程度地避免热量外散，减少热

损失；其次，煅烧腔内由交错设置的导热空心隔板分为四个连通的煅烧室，原料在底部气流

腔的活化风作用下呈流化态状态，通过通贯和溢流的方式，在各个煅烧室内呈S形行走路

线，在煅烧室内完成工业副产石膏的煅烧，该设置使原料受热均匀，产品相结构单一，质量

稳定；另外，其炉内的夹片式换热器有区别于现有煅烧炉的换热管，当原料被气流腔的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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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吹起呈流化态与若干个导热片间接换热接触时，同等体积下夹片式换热器的接触面积

较现有的换热管接触面积大，可以极大地提高原料的煅烧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并不

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

[0014] 图1是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理系统的整体示意图；

图2是三轴预烘干机的结构示意图；

图3是多箱式煅烧炉的结构示意图；

附图标记：1、三轴预烘干机，2、多箱式煅烧炉，3、保温传热壳体，4、空心导热轴，5、

空心桨叶，6、煅烧腔，601、导热空心隔板，602、煅烧室，603、夹片式换热器，7、气流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附图、

实施例对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方案：

作为本发明的实施例，如附图所示，工业副产石膏制备石膏质胶凝材料的节能处

理系统，做到了在实现工业副产石膏的资源化利用的同时节约能源，大大提高了燃料的利

用率，且避免了热空气直接排出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该节能处理系统包括：

原料系统，用于提供工业副产石膏并将其输送至处理生产线，所述原料系统包括

原料仓、上料斗、计量输送机、震动分选筛、缓冲料斗，所述缓冲料斗设置在所述三轴预烘干

机1上方，所述震动分选筛设置在所述原料仓内；

干燥煅烧系统，包括具有对热量进行二次利用的三轴预烘干机1和多箱式煅烧炉

2，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用于烘干所述工业副产石膏，所述多箱式煅烧炉2用于对烘干后的工

业副产石膏进行煅烧；

供热系统，用于为所述多箱式煅烧炉2及三轴预烘干机1提供热源，并将所述多箱

式煅烧炉2内的余热输送至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

改性系统，包括改性磨和多仓均化库，所述改性磨用于粉磨从多箱式煅烧炉2出来

的建筑石膏，所述多仓均化库用于提高建筑石膏的成分均匀性；

净化系统，用于回收干燥、煅烧过程中的粉尘及湿气，包括与所述干燥煅烧系统连

接的旋风分离器和带式除尘器；

节能输送系统，包括将原料系统输出的工业副产石膏输送至三轴预烘干机1的预

热进料输送机构，以及将多箱式煅烧炉2内的煅烧产品半水石膏输送至改性系统的冷却出

料输送机构；

余热利用系统，包括对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的余热进行利用的砌块养护窑。

[0016]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补充，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包括保温传热壳体3，即可保护内

部结构，减少热量流失，又可使物料与内层壁接触时进行充分的热交换，提高换热效率和干

燥效率；

所述保温传热壳体3内设有三根空心导热轴4，在所述空心导热轴4上沿轴线方向

交错安装有与所述空心导热轴4连通的多个空心桨叶5，所述保温传热壳体3、空心导热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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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热系统连接；相较于现有的两轴烘干机，本发明三轴的设计在保持同等进料量的情况

下，不仅对物料的搅拌程度更大、更均匀，而且多出的一组桨叶也使其与物料的接触面积相

对增加，可以提高换热效率。

[0017]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补充，所述多箱式煅烧炉2内设有煅烧腔6和气流腔7，所述煅

烧腔6为保温传热腔体，与三轴预烘干机的保温传热壳体作用一样；

所述煅烧腔6的顶部和底部交错设置有导热空心隔板601，所述导热空心隔板601

与所述煅烧腔6连通，煅烧腔6内通入高温蒸汽后，导热空心隔板601中也流通高温蒸汽，原

料与导热空心隔板601及煅烧腔6的内壁进行直接接触换热；

所述导热空心隔板601将所述煅烧腔6分隔成连通的四个煅烧室602，原料在底部

气流腔7的活化风作用下呈流化态状态，通过通贯和溢流的方式，在各个煅烧室602内呈S形

行走路线，在煅烧室602内完成工业副产石膏的煅烧，该设置使原料受热均匀，产品相结构

单一，质量稳定；

每个煅烧室602内均布设有夹片式换热器603，该夹片式换热器603有区别于现有

煅烧炉的换热管，是由若干个串联的导热片组成的，导热片上下分别设有进气管和排气管，

进气管连接供热系统，当原料被气流腔7的活化风作用下呈流化态与夹片式换热器603间接

换热接触时，同等体积下夹片式换热器603的接触面积较现有的换热管接触面积大，可以提

高物料的煅烧效率；

所述煅烧腔6及夹片式换热器603进口端与供热系统连接，出口端与所述三轴预烘

干机1连通；

本发明的多箱式煅烧炉2整体做到了提高燃料的利用率、节约能源，供热系统提供

高热蒸汽，分为两路，沿着图中①输入多箱式煅烧炉和三轴预烘干机中，原料在多箱式煅烧

炉中经过煅烧换热后，废气沿着图中②排出，先至旋风分离器、再经过带式除尘器，得到较

为洁净的高热蒸汽，再输入至三轴预烘干机中进行余热利用，避免了废气直接排出对环境

产生不利影响。

[0018]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补充，所述冷却出料输送机构的输送腔底部设有多个风口，

并通过风机将自然风输送至输送腔内进行降温。

[0019] 作为本发明实施例的补充，三轴预烘干机1中排出的废气沿着图中③依次经过旋

风分离器、带式除尘器进行固气分离，再分别输入预热进料输送机构及砌块养护窑中进行

余热利用；一方面引入预热进料输送机构，经温度调节后，对由原料系统输出的工业副产石

膏进行预热，其通过以下结构实现：所述预热进料输送机构的加热腔内设有与所述三轴预

烘干机1的排气管连通的第一蒸汽通道；另一方面引入了砌块养护窑，为窑体提供适宜的养

护温度，其通过以下结构实现：所述砌块养护窑的窑壁内设有与所述三轴预烘干机1的排气

管连通的第二蒸汽通道。

[0020] 除此之外，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

是本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

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

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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