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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

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包括发电子系统和净

化子系统，发电子系统包括换热器、蒸发器、预热

器、工质泵和发电机组；净化子系统包括烟气净

化塔，烟气净化塔连通有进烟管，进烟管的首部

与换热器的排烟口连通，烟气净化塔底部设有水

箱，水箱内设有净化液，水箱还连通有循环管，循

环管上设有循环泵，水箱上方设有喷淋部，喷淋

部包括第一喷淋管和第二喷淋管，烟气净化塔内

还横向设置有分流漏斗，分流漏斗的侧壁上设有

漏孔，烟气净化塔的顶部设有除杂层和排烟口。

能够先吸收烟气的热量进行发电，再将烟气分化

成小缕状的烟气，净化烟气中的粉尘和有害气

体，合理利用资源，节能减排，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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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发电子系统和

净化子系统，所述发电子系统包括与焙烧炉烟气总管(1)的排烟口连通的换热器(11)，所述

换热器(11)的高温供水口连通蒸发器(12)的热源进水口，所述蒸发器(12)的热源出水口连

通预热器(16)的热源进水口，所述预热器(16)的热源出水口连通换热器(11)的低温回水

口，所述预热器(16)的工质进口连通工质泵(15)的工质出口，所述预热器(16)的工质出口

与蒸发器(12)的工质进口相连，所述蒸发器(12)的工质出口连通到发电机组(13)的工质进

口，所述发电机组(13)的工质出口连接到冷凝器(14)的工质进口，所述冷凝器(14)的工质

出口连接到工质泵(15)的工质出口；

所述净化子系统包括烟气净化塔(5)，所述烟气净化塔(5)连通有进烟管(51)，所述进

烟管(51)的首部与换热器(11)的排烟口连通，所述烟气净化塔(5)底部设有上开口状的水

箱(2)，所述水箱(2)内装有净化液，所述水箱(2)还连通有循环管(33)，所述循环管(33)上

设有循环泵(32)，所述水箱(2)上方设有与循环管(33)连通的喷淋部，所述喷淋部包括第一

喷淋管(35)和第二喷淋管(34)，所述第一喷淋管(35)盘旋设置在烟气净化塔(5)内侧壁上，

所述第二喷淋管(34)延伸到烟气净化塔(5)的中部，所述第一喷淋管(35)与第二喷淋管

(34)上均设有若干喷头，所述第二喷淋管(34)位于第一喷淋管(35)的上方，且所述第二喷

淋管(34)上的喷头为洒水喷头(36)；所述第一喷淋管(35)上的喷头为雾化喷头，所述烟气

净化塔(5)内还横向设置有分流漏斗(6)，所述分流漏斗(6)位于水箱(2)与喷淋部之间，所

述分流漏斗(6)的侧壁上设有漏孔(62)，所述喷淋部上方设有除杂层(4)，所述烟气净化塔

(5)的顶部设有排烟口(5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第一喷淋管(35)上设有雾化器(3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分流漏斗(6)的侧壁为瓦楞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循环管(33)的始端设有过滤网(3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进烟管(51)的尾端(511)延伸到分流漏斗(6)下端口的正下方，且所述进烟管(51)

的尾端(511)为斜切面，其中，进烟管(51)的上侧长于下侧。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除杂层(4)为活性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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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工业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

回收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铝，其使用范围和消费量均仅次于钢铁，是第二大金属。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铝及其合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而人们又把金属铝称为21世纪金属。进十年来，我国铝工

业发展迅猛，但面对氧化铝的焙烧设备燃料重油气味大、能耗高、污染环境等现象，如何有

效地对氧化铝生产工序中产生的烟气进行合理利用，以达到节能减排的作用，成为了行业

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特别创新地提出了一种氧

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以合理利用低温烟气进行节能，并减少对环境

的污染。

[0004] 为了实现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

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包括发电子系统和净化子系统，所述发电子系统包括与焙烧炉烟气

总管的排烟口连通的换热器，所述换热器的高温供水口连通蒸发器的热源进水口，所述蒸

发器的热源出水口连通预热器的热源进水口，所述预热器的热源出水口连通换热器的低温

回水口，所述预热器的工质进口连通工质泵的工质出口，所述预热器的工质出口与蒸发器

的工质进口相连，所述蒸发器的工质出口连通到发电机组的工质进口，所述发电机组的工

质出口连接到冷凝器的工质进口，所述冷凝器的工质出口连接到工质泵的工质出口；

[0005] 所述净化子系统包括烟气净化塔，所述烟气净化塔连通有进烟管，所述进烟管的

首部与换热器的排烟口连通，所述烟气净化塔底部设有上开口状的水箱，所述水箱内设有

净化液，所述水箱还连通有循环管，所述循环管上设有循环泵，所述水箱上方设有与循环管

连通的喷淋部，所述喷淋部包括第一喷淋管和第二喷淋管，所述第一喷淋管盘旋设置在烟

气净化塔内侧壁上，所述第二喷淋管延伸到烟气净化塔的中部，所述第一喷淋管与第二喷

淋管上均设有若干喷头，所述第二喷淋管位于第一喷淋管的上方，且所述第二喷淋管上的

喷头为洒水喷头；所述第一喷淋管上的喷头为雾化喷头，所述烟气净化塔内还横向设置有

分流漏斗，所述分流漏斗位于水箱与喷淋部之间，所述分流漏斗的侧壁上设有漏孔，所述喷

淋部上方设有除杂层，所述烟气净化塔的顶部设有排烟口。

[0006] 换热器用于回收焙烧炉烟气总管中烟气的热能，产生热水，作为热源驱动发电机

组发电。工质泵用于为工质提供流动的压力，工质在工质泵的压力驱动下，先后经过预热器

和蒸发器，被热水加热形成气态工质，进入发电机组并推动发电机组做功发电，经发电机组

排出后继续进入冷凝器，经冷凝器冷凝成液态工质，回到工质泵继续循环，以此完成对烟气

热能的发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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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烟管用于向烟气净化塔中引入烟气。水箱用于盛放和收集净化液，循环泵用于

将净化液泵至喷林系统中，再通过喷头将净化液喷出，净化液在重力作用下掉落在分流漏

斗上，经漏斗收集掉回水箱中，以此实现对净化液的循环。分流漏斗上的漏孔用于将烟气分

化成一缕一缕的烟气，以此实现对烟气的分流。在净化液从分流漏斗的侧壁上流动的过程

中还会与从漏孔中通过的烟气接触，初步洗掉烟气中的杂质和水溶性有害气体，然后烟气

上升，喷头喷出的净化液用于充分与烟气结合，充分吸收烟气中的杂质和有害气体。除杂层

用于吸收烟气中残留的水分、杂质和有害气体。

[0008] 上述方案中：所述第一喷淋管上设有雾化器。能够喷出雾状的净化液，体积小，便

于与烟气融合，能够充分吸收烟气中的杂质和有害气体。

[0009] 上述方案中：所述分流漏斗的侧壁为瓦楞状。能通过瓦楞状的低处形成汇集槽，便

于净化液流动。

[0010] 上述方案中：所述循环管的始端设有过滤网。通过过滤网过滤水箱中的灰尘等杂

质，避免由于杂质造成喷淋部的堵塞。

[0011] 上述方案中：所述进烟管的尾端延伸到分流漏斗下端口的正下方，且所述进烟管

的尾端为斜切面，其中，进烟管的上侧长于下侧。可以通过分流漏斗中的水流将烟气冲散，

进一步达到分化烟气的效果。

[0012] 上述方案中：所述除杂层为活性炭层。活性炭的吸附效果好，材料易得，成本低。

[0013]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能够首先通过发

电子系统吸收烟气的热量进行发电，避免提高环境温度，合理利用烟气的热能，还能减少热

气对后续设备的损坏，再通过净化子系统处理烟气中的有害气体、粉尘的杂质，降低生产成

本，减少粉尘排放，保护社会环境，节能减排；通过分流漏斗将烟气分化成小缕状的烟气，便

于净化液与烟气接触，避免由于烟气过于集中导致净化不充分。

附图说明

[0014]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或附加的方面和优点从结合下面附图对实施例的描述中将

变得明显和容易理解，其中：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烟气净化塔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分流漏斗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详细描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

至终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

考附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

限制。

[0019] 如图1-图3所示，一种氧化铝焙烧炉的低温烟气余热回收净化系统，包括发电子系

统和净化子系统，所述发电子系统包括与焙烧炉烟气总管1的排烟口连通的换热器11，所述

换热器11的高温供水口连通蒸发器12的热源进水口，所述蒸发器12的热源出水口连通预热

器16的热源进水口，所述预热器16的热源出水口连通换热器11的低温回水口，所述预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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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的工质进口连通工质泵15的工质出口，所述预热器16的工质出口与蒸发器12的工质进口

相连，所述蒸发器12的工质出口连通到发电机组13的工质进口，所述发电机组13的工质出

口连接到冷凝器14的工质进口，所述冷凝器14的工质出口连接到工质泵15的工质出口；

[0020] 所述净化子系统包括烟气净化塔5，所述烟气净化塔5连通有进烟管51，所述进烟

管51的首部与换热器11的排烟口连通，所述烟气净化塔5底部设有上开口状的水箱2，所述

水箱2内设有净化液，所述水箱2还连通有循环管33，所述循环管33的始端设有过滤网31，通

过过滤网31过滤水箱2中的粉尘等杂质，避免由于杂质造成喷淋部的堵塞。所述循环管33上

设有循环泵32，所述水箱2上方设有与循环管33连通的喷淋部，所述喷淋部包括第一喷淋管

35和第二喷淋管34，所述第一喷淋管35盘旋设置在烟气净化塔5内侧壁上，所述第二喷淋管

34延伸到烟气净化塔5的中部，所述第一喷淋管35与第二喷淋管34上均设有若干喷头，所述

第二喷淋管34位于第一喷淋管35的上方，且所述第二喷淋管34上的喷头为洒水喷头36；所

述第一喷淋管35上设有雾化器37，所述第一喷淋管35上的喷头为雾化喷头，能够喷出雾状

的净化液，体积小，便于与烟气融合，能够充分吸收烟气中的粉尘等杂质和有害气体。所述

喷淋部上方设有除杂层4，所述除杂层4为活性炭层，除杂层4用于吸附烟气中的水分和残余

的杂质、有害气体等，所述烟气净化塔5的顶部设有排烟口52。

[0021] 所述烟气净化塔5内还横向设置有分流漏斗6，所述分流漏斗6位于水箱2与喷淋部

之间，所述分流漏斗6较大口径的一侧位于上侧，所述分流漏斗6的侧壁上设有漏孔62，所述

分流漏斗6的侧壁为瓦楞状，能通过瓦楞状的低处形成汇集槽61，便于净化液汇集、流动。所

述进烟管51的尾端511延伸到分流漏斗6下端口的正下方，能够通过分流漏斗的下端口掉出

的净化液与烟气接触，进一步净化烟气，同时还能冲散烟气，且所述进烟管51的尾端511为

斜切面，其中，进烟管51的上侧长于下侧，上侧边能够阻挡烟气直接上升，而从图2中的右侧

或是前后两侧排出，能够进一步提高分散排出烟气的效果。

[0022] 150℃的低温烟气经焙烧炉烟气总管1排出进入换热器11回收热量，以加热换热器

11中的内网水至80℃～120℃，内网水再依次通过蒸发器12和预热器16，工质在工质泵15的

驱动下依次进入预热器16和蒸发器12，工质进入预热器16后与内网水换热进行预热，再进

入蒸发器12中形成蒸汽并排入到发电机组13中，推动发电机组13做功发电。经发电机组13

排出后进入冷凝器14冷凝形成液态工质并回到工质泵15，继续循环，以此完成对烟气热量

的回收发电作用。

[0023] 烟气经换热器1111吸热后温度降低至100℃左右，从进烟管51进入烟气净化塔进

行净化。烟气进入烟气净化塔中后，先通过分流漏斗的漏孔进行分流，形成一缕一缕的分散

烟气，与从第一喷淋管35中雾化喷出的雾状净化液充分接触，让雾状净化液吸附烟气中的

粉尘和有害气体。再通过第二喷淋管34上的洒水喷雾形成的水滴状净化液对烟气进行二次

吸净化，以避免部分粉尘过大而雾状净化液无法吸附的情况，提高净化效果。同时，还能通

过水滴状净化液与雾状净化液汇集，以带走烟气中夹杂的雾状净化液，减少净化液带出。

[0024] 净化液靠重力掉落在瓦楞状的分流漏斗上时，会通过分流漏斗上的汇集槽进行汇

集，并从分流漏斗的下端口掉出，继而掉入水箱2中，再通过循环泵32将净化液泵至第一喷

淋管35和第二喷淋管34处，完成净化液的循环。净化液从下端口掉出时能够冲散烟气，避免

烟气过于集中而导致净化液与烟气接触不充分的情况。净化液从瓦楞状的分流漏斗的突起

棱掉流向汇集槽处时会经过漏孔，从而能够与从漏孔经过的烟气相互接触，进一步增加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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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液与烟气的接触，以提高净化效果。

[0025]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宗旨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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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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