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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

理系统，包括酸碱清洗机构、酸碱液循环机构、干

燥机构和粉碎装置；酸碱清洗机构包括pH调节池

和设置在pH调节池内的往复搅拌装置；还包括设

置在往复搅拌装置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pH调

节池侧壁上固定设置有为酸碱液喷淋装置提供

动力的动力机构；酸碱液循环机构的进液口与pH

调节池的出液口连通，酸碱液循环机构的出液口

与设置在pH调节池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的进

液管道连通；pH调节池的出料口与干燥机构的进

料口相连，干燥机构的出料口与粉碎装置的进料

口相连。本发明可回收清洗后的酸碱液进行二次

利用，酸碱洗的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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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酸碱清洗机构、酸碱液循环机

构、干燥机构和粉碎装置；所述酸碱清洗机构包括pH调节池和设置在所述pH调节池内的往

复搅拌装置；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往复搅拌装置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所述pH调节池侧壁

上固定设置有为酸碱液喷淋装置提供动力的动力机构；

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的进液口与所述pH调节池的出液口连通，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的

出液口与设置在所述pH调节池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的进液管道连通；所述pH调节池的出

料口与所述干燥机构的进料口相连，所述干燥机构的出料口与所述粉碎装置的进料口相

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pH调节

池左右两侧池壁顶端对称设置有第一支撑框架和第二支撑框架，所述一支撑框架和第二支

撑框架中部开设有左右贯穿的滑槽；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框架上的滑

槽滑动连接；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右端贯穿所述第二支撑框架上的滑槽并与所述动力机构

的输出端连接；

所述pH调节池前后两侧池壁上端对称开设有前后贯穿的第一条形槽和第二条形槽，所

述第二条形槽的底部槽壁上开设有条形卡槽；所述往复搅拌装置前后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一

条形槽和第二条形槽滑动连接；

所述pH调节池左侧池壁的外侧固定设置第一电机安装板；所述pH调节池右侧池壁的外

侧固定设置第二电机安装板；所述pH调节池右侧池壁的外侧上固定设置有第一固定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往复搅

拌装置包括第一转动电机、丝杠、丝母、连杆和第一滑块；所述第一转动电机安装在第一电

机安装板上，且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输出轴贯穿所述第一条形槽的左侧槽壁并延伸至槽

内；所述丝杠端部与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所述丝母套设在所述丝杠上并

与所述丝杠在其长度方向上滑动配合；

所述连杆一端与丝母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滑块连接；所述第一滑块限位在所述二条形槽

内，所述第一滑块底部设置有凸块，所述第一滑块底部的凸块与所述第二条形槽的底部槽

壁上的卡槽滑动配合。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底

部等间距安装有多个搅拌棒。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酸碱液

喷淋装置包括集液箱、喷液头和喷淋管道；所述集液箱底部等间距固定设置有多个喷液头；

所述喷淋管道固定在所述集液箱顶端；

所述集液箱左端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与所述第一支撑框架上的滑槽滑动连

接；所述集液箱右端设置有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块与所述第二支撑框架上的滑槽滑动配

合；所述第三滑块端部固定设置有第二固定轴，所述第二固定轴贯穿所述第二支撑框架上

的滑槽并与所述动力机构的输出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动力机构包

括安装在所述第二电机安装板上的第二转动电机、传动圆盘和传动杆；所述电机输出轴端

部与所述传动圆盘右侧同轴固定，所述传动圆盘左侧固定设置有转动柱；所述传动圆盘通

过转动柱与所述传动杆活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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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传动杆上端与所述第二固定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杆下端与所述第一固定轴转动

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动杆

中部开设有限位槽，所述限位槽内侧与所述转动柱滑动配合；所述传动杆上端开设有圆柱

槽，所述圆柱槽与所述第二固定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杆下端开设有圆柱孔，所述圆柱孔与

所述第一固定轴转动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酸碱液

循环机构包括酸液池；所述酸液池的进液管道与所述pH调节池的出液口连通，所述酸液池

的进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一循环泵，所述酸液池的出液管道与所述喷淋管道的进液口连通，

所述酸液池的出进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二循环泵。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酸碱液

循环机构还包括碱液池，所述酸液池的出液管道碱液池的出液管道与所述喷淋管道的进液

口连通；所述碱液池的出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三循环泵。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燥

机构包括干燥室，所述干燥室的进料管道与所述pH调节池的出料口相连，所述干燥室的出

料口与所述粉碎装置进料口连通；

所述干燥室的排气口处设置有除湿风机；所述干燥机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干燥室内的

轴流风机，所述轴流风机设置有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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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脱硝催化剂回收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

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脱硝催化剂中通常含有V2O5、WO3、MoO3等有毒金属化合物，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这

些固体废弃物，一方面会对土壤和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钨、钼等属于稀有金属资

源，脱硝催化剂中的氧化钨、氧化钼含量达5％以上，甚至高于普通的钨矿和钼矿，将脱硝催

化剂填埋也造成了有价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回收利用脱硝催化剂有利于环境的保护。

SCR废催化剂分离回收有价金属化合物的法主要包括浸出与后续分离两个步骤。在浸出工

序阶段有碱化焙烧法、碱煮浸出法、酸浸还原法等；在后续分离阶段有沉淀法、离子交换法、

萃取法等。

[0003] 目前SCR废催化剂的分离回收方法主要是这两大工序中各种方法的不同组合。中

国专利CN104591460B公开了一种脱硝催化剂清洗再生废水废渣的处理装置及处理工艺，将

脱硝催化剂清洗再生废水输送到废水缓冲沉淀池中、调节pH值、静置沉淀。中国专利

CN106694467A公开了一种废旧脱硝催化剂的清洗装置、方法及其再生方法，将上述鼓泡清

洗后的催化剂置于超声波清洗仪中清洗，超声波清洗仪中注入酸液，再将酸洗后的催化剂

置于冲洗槽中，使用喷淋装置进行水洗。

[0004] 以上方法存在一些问题，酸碱清洗液不可回收再利用、先酸碱洗再喷淋洗导致清

洗效率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能实现酸碱液清洗脱硝催化剂的后再

回收利用，提高酸碱洗的效率的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

[0006]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实现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

[0007] 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包括酸碱清洗机构、酸碱液循环机构、干燥机

构和粉碎装置；所述酸碱清洗机构包括pH调节池和设置在所述pH调节池内的往复搅拌装

置；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往复搅拌装置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所述pH调节池侧壁上固定设

置有为酸碱液喷淋装置提供动力的动力机构；

[0008] 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的进液口与所述pH调节池的出液口连通，所述酸碱液循环机

构的出液口与设置在所述pH调节池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的进液管道连通；所述pH调节池

的出料口与所述干燥机构的进料口相连，所述干燥机构的出料口与所述粉碎装置的进料口

相连；

[0009] 本发明通过往复搅拌装置的设置，可在对废脱硝催化剂进行酸碱洗的过程中进行

搅拌，使得酸碱液能与脱硝催化剂充分接触，提高酸碱洗的效率；设置的酸碱液循环机构可

回收清洗后的酸碱液，经处理后进行二次利用，酸碱液再通过酸碱液喷淋装置对脱硝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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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进行喷淋，搅拌酸碱洗的同时还进行酸碱液喷淋洗，提高清洗效率。

[0010] 优选地，所述pH调节池左右两侧池壁顶端对称设置有第一支撑框架和第二支撑框

架，所述一支撑框架和第二支撑框架中部开设有左右贯穿的滑槽；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左

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框架上的滑槽滑动连接；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右端贯穿所述第二支撑框

架上的滑槽并与所述动力机构的输出端连接；

[0011] 所述pH调节池前后两侧池壁上端对称开设有前后贯穿的第一条形槽和第二条形

槽，所述第二条形槽的底部槽壁上开设有条形卡槽；所述往复搅拌装置前后两端分别与所

述第一条形槽和第二条形槽滑动连接；

[0012] 所述pH调节池左侧池壁的外侧固定设置第一电机安装板；所述pH调节池右侧池壁

的外侧固定设置第二电机安装板；所述pH调节池右侧池壁的外侧上固定设置有第一固定

轴。

[0013] 优选地，所述往复搅拌装置包括第一转动电机、丝杠、丝母、连杆和第一滑块；所述

第一转动电机安装在第一电机安装板上，且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输出轴贯穿所述第一条形

槽的左侧槽壁并延伸至槽内；所述丝杠端部与所述第一转动电机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所述

丝母套设在所述丝杠上并与所述丝杠在其长度方向上滑动配合；

[0014] 所述连杆一端与丝母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滑块连接；所述第一滑块限位在所述二条

形槽内，所述第一滑块底部设置有凸块，所述第一滑块底部的凸块与所述第二条形槽的底

部槽壁上的卡槽滑动配合；通过往复搅拌装置的设置，可对pH调节池中的酸碱进行左右往

复地搅拌。

[0015] 优选地，所述连杆底部等间距安装有多个搅拌棒；搅拌棒以均匀布置方式，使得脱

硝催化剂能与酸碱液均匀接触，提高酸碱洗的效率。

[0016] 优选地，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包括集液箱、喷液头和喷淋管道；所述集液箱底部等

间距固定设置有多个喷液头；所述喷淋管道固定在所述集液箱顶端；

[0017] 所述集液箱左端设置有第二滑块，所述第二滑块与所述第一支撑框架上的滑槽滑

动连接；所述集液箱右端设置有第三滑块，所述第三滑块与所述第二支撑框架上的滑槽滑

动配合；所述第三滑块端部固定设置有第二固定轴，所述第二固定轴贯穿所述第二支撑框

架上的滑槽并与所述动力机构的输出端连接。

[0018] 优选地，动力机构包括安装在所述第二电机安装板上的第二转动电机、传动圆盘

和传动杆；所述电机输出轴端部与所述传动圆盘右侧同轴固定，所述传动圆盘左侧固定设

置有转动柱；所述传动圆盘通过转动柱与所述传动杆活动连接；

[0019] 所述传动杆上端与所述第二固定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杆下端与所述第一固定轴

转动连接。

[0020] 优选地，所述传动杆中部开设有限位槽，所述限位槽内侧与所述转动柱滑动配合；

所述传动杆上端开设有圆柱槽，所述圆柱槽与所述第二固定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杆下端

开设有圆柱孔，所述圆柱孔与所述第一固定轴转动连接；通过动力机构的设置，利用动力机

构带动酸碱液喷淋装置在pH调节池上方实现前后往复喷淋清洗，提高酸碱洗的效率。

[0021] 优选地，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包括酸液池；所述酸液池的进液管道与所述pH调节

池的出液口连通，所述酸液池的进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一循环泵，所述酸液池的出液管道与

所述喷淋管道的进液口连通，所述酸液池的出进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二循环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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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优选地，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还包括碱液池，所述酸液池的出液管道碱液池的出

液管道与所述喷淋管道的进液口连通；所述碱液池的出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三循环泵；通过

酸液池和碱液池的设置，采用循环泵将pH调节池与酸洗池或者碱洗池连通，使得酸洗液或

者碱洗液实现循环使用，降低了成本。

[0023] 优选地，所述干燥机构包括干燥室，所述干燥室的进料管道与所述pH调节池的出

料口相连，所述干燥室的出料口与所述粉碎装置进料口连通；

[0024] 所述干燥室的排气口处设置有除湿风机；所述干燥机构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干燥室

内的轴流风机，所述轴流风机设置有多个；除湿风机可不间断排出干燥室内的水蒸气，加快

脱硝催化剂的干燥速度；轴流风机主要是用于加强经过干燥物品的空气流速，可有效缩短

干燥时间。

[0025]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6] 1、本发明通过往复搅拌装置的设置，可在对废脱硝催化剂进行酸碱洗的过程中进

行搅拌，使得酸碱液能与脱硝催化剂充分接触，提高酸碱洗的效率；设置的酸碱液循环机构

可回收清洗后的酸碱液，经处理后进行二次利用，酸碱液再通过酸碱液喷淋装置对脱硝催

化剂进行喷淋，搅拌酸碱洗的同时还进行酸碱液喷淋洗，提高清洗效率。

[0027] 2、通过往复搅拌装置的设置，可对pH调节池中的酸碱进行左右往复地搅拌；且搅

拌棒以均匀布置方式，使得脱硝催化剂能与酸碱液均匀接触，提高酸碱洗的效率。

[0028] 3、通过动力机构的设置，利用动力机构带动酸碱液喷淋装置在pH调节池上方实现

前后往复喷淋清洗，提高酸碱洗的效率。

[0029] 4、通过酸液池和碱液池的设置，采用循环泵将pH调节池与酸洗池或者碱洗池连

通，使得酸洗液或者碱洗液实现循环使用，降低了成本。

[0030] 5、本发明设置的除湿风机可不间断排出干燥室内的水蒸气，加快脱硝催化剂的干

燥速度，且轴流风机可加强经过干燥物品的空气流速，有效缩短干燥时间。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酸碱清洗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酸碱液循环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往复搅拌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酸碱液喷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动力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酸碱液循环机构与干燥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二、实施例三的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的结构示意

图；。

[0039] 附图标号说明：

[0040] 1、酸碱清洗机构；11、pH调节池；101、第一支撑框架；102、第二支撑框架；103、第一

条形槽；104、第二条形槽；105、条形卡槽；106、第一电机安装板；107、第二电机安装板；108、

第一固定轴；12、往复搅拌装置；121、第一转动电机；122、丝杠；123、丝母；124、连杆；125、第

一滑块；126、搅拌棒；13、酸碱液喷淋装置；131、集液箱；132、喷液头；133、喷淋管道；13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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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滑块；135、第三滑块；136、第二固定轴；14、动力机构；141、第二转动电机；142、传动圆盘；

143、转动柱；144、传动杆；145、限位槽；146、圆柱槽；147、圆柱孔；2、酸碱液循环机构；21、酸

液池；222、碱液池；23、第一循环泵；24、第二循环泵；25、第三循环泵；3、干燥机构；31、干燥

室；32、轴流风机；4、粉碎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

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

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2] 实施例一

[0043]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脱硝催化剂二次回收处理系统，包括酸碱清

洗机构1、酸碱液循环机构2、干燥机构3和粉碎装置4；所述酸碱清洗机构1包括pH调节池11

和设置在所述pH调节池11内的往复搅拌装置12；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往复搅拌装置12上方的

酸碱液喷淋装置13；所述pH调节池11侧壁上固定设置有为酸碱液喷淋装置13提供动力的动

力机构14；

[0044] 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2的进液口与所述pH调节池11的出液口连通，所述酸碱液循

环机构2的出液口与设置在所述pH调节池11上方的酸碱液喷淋装置13的进液管道连通；所

述pH调节池11的出料口与所述干燥机构3的进料口相连，所述干燥机构3的出料口与所述粉

碎装置4的进料口相连；

[0045] 本发明通过往复搅拌装置12的设置，可在对废脱硝催化剂进行酸碱洗的过程中进

行搅拌，使得酸碱液能与脱硝催化剂充分接触，提高酸碱洗的效率；设置的酸碱液循环机构

2可回收清洗后的酸碱液，经处理后进行二次利用，酸碱液再通过酸碱液喷淋装置13对脱硝

催化剂进行喷淋，搅拌酸碱洗的同时还进行酸碱液喷淋洗，提高清洗效率。

[0046] 如图3所示，所述pH调节池11左右两侧池壁顶端对称设置有第一支撑框架101和第

二支撑框架102，所述一支撑框架101和第二支撑框架102中部开设有左右贯穿的滑槽；所述

酸碱液喷淋装置13左端与所述第一支撑框架101上的滑槽滑动连接；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

13右端贯穿所述第二支撑框架102上的滑槽并与所述动力机构14的输出端连接；

[0047] 所述pH调节池11前后两侧池壁上端对称开设有前后贯穿的第一条形槽103和第二

条形槽104，所述第二条形槽104的底部槽壁上开设有条形卡槽105；所述往复搅拌装置12前

后两端分别与所述第一条形槽103和第二条形槽104滑动连接；

[0048] 所述pH调节池11左侧池壁的外侧固定设置第一电机安装板106；所述pH调节池11

右侧池壁的外侧固定设置第二电机安装板107；所述pH调节池11右侧池壁的外侧上固定设

置有第一固定轴108。

[0049] 如图3、图4所示，所述往复搅拌装置12包括第一转动电机121、丝杠122、丝母123、

连杆124和第一滑块125；所述第一转动电机121安装在第一电机安装板109上，且所述第一

转动电机121的输出轴贯穿所述第一条形槽103的左侧槽壁并延伸至槽内；所述丝杠122端

部与所述第一转动电机121的输出轴端部固定；所述丝母123套设在所述丝杠122上并与所

述丝杠122在其长度方向上滑动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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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所述连杆124一端与丝母123连接另一端与第一滑块125连接；所述第一滑块125限

位在所述二条形槽104内，所述第一滑块125底部设置有凸块，所述第一滑块125底部的凸块

与所述第二条形槽104的底部槽壁上的卡槽105滑动配合；所述连杆124底部等间距安装有

多个搅拌棒126；通过往复搅拌装置12的设置，可对pH调节池中的酸碱进行左右往复地搅

拌；且搅拌棒以均匀布置方式，使得脱硝催化剂能与酸碱液均匀接触，提高酸碱洗的效率。

[0051] 如图3、图5所示，所述酸碱液喷淋装置13包括集液箱131、喷液头132和喷淋管道

133；所述集液箱131底部等间距固定设置有多个喷液头132；所述喷淋管道133固定在所述

集液箱131顶端；

[0052] 所述集液箱131左端设置有第二滑块134，所述第二滑块134与所述第一支撑框架

101上的滑槽滑动连接；所述集液箱131右端设置有第三滑块135，所述第三滑块135与所述

第二支撑框架102上的滑槽滑动配合；所述第三滑块135端部固定设置有第二固定轴136，所

述第二固定轴136贯穿所述第二支撑框架102上的滑槽并与所述动力机构14的输出端连接。

[0053] 如图3、图6所示，所述动力机构14包括安装在所述第二电机安装板107上的第二转

动电机141、传动圆盘142和传动杆144；所述电机301输出轴端部与所述传动圆盘142右侧同

轴固定，所述传动圆盘142左侧固定设置有转动柱143；所述传动圆盘142通过转动柱143与

所述传动杆144活动连接；

[0054] 所述传动杆144上端与所述第二固定轴136滑动连接，所述传动杆144下端与所述

第一固定轴108转动连接；所述传动杆144中部开设有限位槽145，所述限位槽145内侧与所

述转动柱143滑动配合；所述传动杆144上端开设有圆柱槽146，所述圆柱槽146与所述第二

固定轴136滑动连接；所述传动杆下端开设有圆柱孔147，所述圆柱孔147与所述第一固定轴

108转动连接；通过动力机构的设置，利用动力机构带动酸碱液喷淋装置在pH调节池上方实

现前后往复喷淋清洗，提高酸碱洗的效率。

[0055] 如图7所示，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2包括酸液池21；所述酸液池21的出液管道与所

述喷淋管道133的进液口连通；所述酸液池21的进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一循环泵23；所述酸液

池21的出进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二循环泵24。

[0056] 如图7所示，所述干燥机构3包括干燥室31，所述干燥室31的进料管道与所述pH调

节池11的出料口相连，所述干燥室31的出料口与所述粉碎装置4进料口连通。

[0057]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是：本工艺装置在使用时，首先将酸洗液注入pH调节池11中，

再将脱硝催化剂放入pH调节池11进行酸洗，酸洗的过程中可打开第一转动电机121，第一转

动电机121的输出轴带动丝杠122开始转动，从而带动与其螺纹配合的丝母在丝杠122上移

动，带动连杆移动，连杆另一端的第一滑块125沿着第二条形槽104的底部槽壁上的卡槽105

滑动，进而开带动设置在连杆124底部的多个搅拌棒126移动，以此连杆124进行左右往复移

动的同时使得多个搅拌棒126同时进行左右往复的移动，从而可对pH调节池11中的酸洗液

进行搅动，加快酸洗液与脱硝催化剂的接触；同时可将第一循环泵23和第二循环泵24打开，

pH调节池11中的脱硝后的酸洗液回收到酸液池中，经过处理后，酸洗液再进入到酸碱液喷

淋装置13中，经过喷液头132对脱硝催化剂进行再次酸洗液喷淋，此时可打开第二电机安装

板107，第二电机安装板107带动传动圆盘142转动，传动圆盘142侧面的转动柱143通过与传

动杆144中部的限位槽145之间的滑动配合，使得转动柱143跟随传动圆盘142在转动的过程

挤压限位槽145，并使传动杆144下端的圆柱孔147围绕第一固定轴108转动，而传动杆14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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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圆柱槽146则在转动过程中挤压酸碱液喷淋装置13端部的第二固定轴136，使得酸碱液

喷淋装置13在pH调节池11上方做往复直线运动，酸洗液均匀喷洒；酸洗结束后可取出脱硝

催化剂置于干燥机构3中进行烘干，烘干后置于粉碎装置中进行粉碎，完成脱硝催化剂的二

次回收。

[0058] 实施例二

[0059]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不同的是，本实施例的所述酸碱液循环机构2还

包括碱液池22，所述碱液池22的出液管道均与所述喷淋管道133的进液口连通，所述碱液池

22的出液管道上安装有第三循环泵25；根据实际工作需求，可选择性地打开第一循环泵23

和第二循环泵24，或者打开第三循环泵25，在酸碱洗的过程中，可对脱硝催化剂进行酸洗或

者碱洗，或者先进行酸洗再进行碱洗，又或者先进行碱洗，再进行酸洗。

[0060] 本实施例的喷淋管道133还可以与外部去离子水管道进行连接，具体操作时，可在

对脱硝催化剂进行酸洗或者碱洗结束后，再将喷淋管道133的进液口与去离子水管道接通，

再对脱硝催化剂进行冲洗。

[0061] 实施例三

[0062] 如图8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实施例二不同的是，本实施例的干燥室31的排

气口处设置有除湿风机；除湿风机可不间断排出干燥室内的水蒸气，加快脱硝催化剂的干

燥速度。

[0063] 进一步地，所述干燥机构3还包括设置在所述干燥室31内的轴流风机32，所述轴流

风机32设置有多个；轴流风机主要是用于加强经过干燥物品的空气流速，可有效缩短干燥

时间。

[0064]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

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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