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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

吸尾气处理系统

(57)摘要

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

吸尾气处理系统，属于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技术

领域。热解吸设备的热解气出口端与热过滤器的

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热过滤器的热解气出口端

与急冷洗涤塔的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急冷洗涤

塔的气体出口连接文丘里洗涤器进口，文丘里洗

涤器的出口连接填料洗涤塔进口，填料洗涤塔及

制冷机组与冷凝盘管连接，冷凝盘管末端连接除

雾器，除雾器的出口与载硫活性炭吸附罐的入口

相连通，载硫活性炭吸附罐的出口与引风机的进

风口相连通，引风机的出风口与烟囱相连通，急

冷洗涤塔、填料洗涤塔和冷凝盘管的出水口均与

工艺水处理单元的进水口相连通，工艺水处理单

元的出水口均与急冷洗涤塔和填料洗涤塔内部

的喷淋装置相连通。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3页

CN 208642183 U

2019.03.26

CN
 2
08
64
21
83
 U



1.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热解

吸设备(1)、热过滤器(2)、急冷洗涤塔(3)、文丘里洗涤器(4)、填料洗涤塔(5)、冷凝盘管

(6)、除雾器(7)、制冷机组(8)、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引风机(10)、烟囱(11)和工艺水处理

单元(12)，所述热解吸设备(1)的热解气出口端与热过滤器(2)的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热

过滤器(2)的热解气出口端与急冷洗涤塔(3)的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急冷洗涤塔(3)的下

部和填料洗涤塔(5)的下部之间连接有文丘里洗涤器(4)，制冷机组(8)与冷凝盘管(6)连

接，冷凝盘管(6)末端连接除雾器(7)，除雾器(7)的出口与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的入口相

连通，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的出口与引风机(10)的进风口相连通，引风机(10)的出风口与

烟囱(11)相连通，急冷洗涤塔(3)、填料洗涤塔(5)和冷凝盘管(6)的出水口均与工艺水处理

单元(12)的进水口相连通，工艺水处理单元(12)的出水口均与急冷洗涤塔(3)和填料洗涤

塔(5)内部的喷淋装置相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热解吸尾气处理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热过滤器(2)为出料与除尘一体化装置，包含出料仓(14)、出料双层翻板阀(15)、耐高温

陶瓷膜除尘器(16)三部分，所述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的下端为出料仓(14)，出料双层

翻板阀(15)与出料仓(14)的下端相连接，所述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由热解转窑出料口

(13)、陶瓷过滤元件(17)、1号出气阀门(18)、2号出气阀门(19)、1号气缸(20)、2号气缸(21)

和热过滤器出气口(22)组成，陶瓷过滤元件(17)设置在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内部，热

解转窑出料口(13)设置在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内出料仓(14)的上部；所述耐高温陶瓷

膜除尘器(16)顶部设有1号气缸(20)和2号气缸(21)，1号气缸(20)用于控制1号出气阀门

(18)，2号气缸(21)用于控制2号出气阀门(19)，1号出气阀门为常开状态，2号出气阀门为常

闭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热解吸尾气处理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热过滤器(2)的外部及其气体输送管路均由保温材料包裹，减少热量散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热解吸尾气处理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急冷洗涤塔(3)为雾化喷淋塔结构，喷嘴在塔顶呈环状排列，用于冷却含汞尾气，吸收尾

气中汞及其化合物；所述文丘里洗涤器(4)可将气相中残余的颗粒物收集去除；所述填料洗

涤塔(5)内设有填充层，以增大含汞尾气与溶液接触面积，保证对含汞尾气的充分淋洗，并

使热解气温度降低；所述冷凝盘管(6)连接制冷机组(8)与除雾器(7)，冷凝盘管(6)在制冷

机组(8)的作用下将热解气温度进一步降低，并进一步冷凝尾气中的汞，除雾器(7)用于去

除剩余尾气中的液滴或水雾，所述工艺水处理单元(12)连接急冷洗涤塔(3)、填料洗涤塔

(5)及冷凝盘管(6)，其将三装置产生的工艺废水进行收集、处置，并将处理达标水回用于急

冷洗涤塔(3)和填料洗涤塔(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热解吸尾气处理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由罐体、载硫活性炭吸附罐进气口(23)、载硫活性炭(24)和载硫活

性炭吸附罐出气口(25)组成，罐体串联连接，罐体内设有载硫活性炭(24)，初始罐体的上端

设有载硫活性炭吸附罐进气口(23)，末端罐体的上端设有载硫活性炭吸附罐出气口(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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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属于

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热解吸技术因其处理时间短、修复效果好、二次污染小等特点，被认为是处理高浓

度含汞废物的最佳技术之一。热解吸技术是利用汞的易挥发特性，将含汞废物加热，使吸附

于土壤中的汞及其化合物以气态形式挥发出来，最后集中处理这些气态污染物的一种技

术。因此，使用热解吸技术处理含汞废物时，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及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含

汞尾气的处理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活性炭吸附法，此方法是利用活性碳内部孔隙结构发

达、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强的特性对汞进行吸附，也可以活性炭为基炭，加入与汞有强亲

和力的元素，为了提高吸附效率，如载银活性炭和载硫活性炭等。该方法的缺点是处理后的

尾气很难达标排放，并且活性炭更换十分频繁，热解吸尾气中的余热难以再次利用，造成能

源浪费。二是吸收法，常用高锰酸钾或次氯酸钠溶液，高锰酸钾可迅速将汞蒸汽转为氧化汞

沉淀，次氯酸钠可迅速将汞蒸汽转为汞离子并与氯离子生成氯汞络离子。该方法的净化效

率较高，但都存在自分解和汞的二次处理问题。三是空气冷凝+活性炭吸附法，冷凝器(空气

冷凝)作为一级净化设备，活性炭吸附器则作为二级净化设备，经过先冷凝后吸附的二级净

化后，尾气含汞浓度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进而提供一种用于含汞

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热解吸设备、热过滤

器、急冷洗涤塔、文丘里洗涤器、填料洗涤塔、冷凝盘管、除雾器、制冷机组、载硫活性炭吸附

罐、引风机、烟囱和工艺水处理单元，所述热解吸设备的热解气出口端与热过滤器的热解气

入口端相连通，热过滤器的热解气出口端与急冷洗涤塔的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急冷洗涤

塔的下部和填料洗涤塔的下部之间连接有文丘里洗涤器，制冷机组与冷凝盘管连接，冷凝

盘管末端连接除雾器，除雾器的出口与载硫活性炭吸附罐的入口相连通，载硫活性炭吸附

罐的出口与引风机的进风口相连通，引风机的出风口与烟囱相连通，急冷洗涤塔、填料洗涤

塔和冷凝盘管的出水口均与工艺水处理单元的进水口相连通，工艺水处理单元的出水口均

与急冷洗涤塔和填料洗涤塔内部的喷淋装置相连通。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优点：

[0007] (1)本实用新型联合使用高温除尘技术、尾气冷凝技术及活性炭吸附技术对含汞

高温尾气进行处理，使其得到充分净化，达到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0008] (2)本实用新型采用高温除尘技术，除尘效率为95～99.9％，可大大降低工艺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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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SS含量，降低了工艺水处理难度。

[0009] (3)本实用新型可快速安装与拆卸，方便转移运输，满足设备快速转移、连续使用

的需求。

[0010] (4)本实用新型中急冷洗涤塔及填料洗涤塔中产生的工艺废水经处理后可全部回

用于本单元，不进行外排，节约资源。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热解吸尾气处理的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热过滤器2的示意图。

[0013] 图3为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的示意图。

[0014] 图中的附图标记，1为热解吸设备，2为热过滤器，3为急冷洗涤塔，4为文丘里洗涤

器，5为填料洗涤塔，6为冷凝盘管，7为除雾器，8为制冷机组，9为载硫活性炭吸附罐，10为引

风机，11为烟囱，12为工艺水处理单元，13为热解转窑出料口，14为出料仓；15为出料双层翻

板阀，16为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7为陶瓷过滤元件，18为1号出气阀门，19为2号出气阀门，

20为1号气缸，21为2号气缸，22为热过滤器出气口，23为载硫活性炭吸附罐进气口，24为载

硫活性炭，25为载硫活性炭吸附罐出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实用新型技

术方案为前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

实施例。

[0016]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所涉及的一种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处理的间接热解吸

尾气处理系统包括热解吸设备1、热过滤器2、急冷洗涤塔3、文丘里洗涤器4、填料洗涤塔  5、

冷凝盘管6、除雾器7、制冷机组8、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引风机10、烟囱11和工艺水处理单元

12，所述热解吸设备1的热解气出口端与热过滤器2的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热过滤器2的热

解气出口端与急冷洗涤塔3的热解气入口端相连通，急冷洗涤塔3的下部和填料洗涤塔5的

下部之间连接有文丘里洗涤器4，制冷机组8与冷凝盘管6连接，冷凝盘管6末端连接除雾器

7，除雾器7的出口与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的入口相连通，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的出口与引风

机10的进风口相连通，引风机10的出风口与烟囱11相连通，急冷洗涤塔3、填料洗涤塔5和冷

凝盘管6的出口均与工艺水处理单元12的进水口相连通，工艺水处理单元12的出水口均与

急冷洗涤塔3和填料洗涤塔5内部的喷淋装置相连通。

[0017] 所述热解吸设备1用于含汞固废及土壤的热解，其产生的热解气经管路输送至热

过滤器2。所述热过滤器2为除尘与出料一体化装置，热过滤器2的下端为出料仓14，热过滤

器2的上端为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出料仓14的下端连接出料双层翻板阀15。热解后的物

料在重力作用下进入出料仓14中，含尘热解吸气体沿侧壁进入上端的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

16，含尘高温气体流入陶瓷过滤室内，沿径向渗入每个过滤元件——陶瓷滤芯内腔，并在管

内沿轴向汇入洁净气体收集室，最后洁净的高温气体由出气管路排出进入三级降温除汞单

元(即急冷洗涤塔3、文丘里洗涤器4、填料洗涤塔5、冷凝盘管6、除雾器7、制冷机组8和工艺

水处理单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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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所述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由热解转窑出料口13、陶瓷过滤元件17、1号出气阀门 

18、2号出气阀门19、1号气缸20、2号气缸21和热过滤器出气口22组成，陶瓷过滤元件  17设

置在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内部，热解转窑出料口13设置在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  内出

料仓14的上部；所述耐高温陶瓷膜除尘器16顶部设有1号气缸20和2号气缸21，1号气缸20用

于控制1号出气阀门18，2号气缸21用于控制2号出气阀门19，1号出气阀门为常开状态。进一

步的，所述热过滤器2的外部及其气体输送管路均由保温材料包裹。

[0019] 所述急冷洗涤塔3为雾化喷淋塔结构，喷嘴在塔顶呈环状排列，用于冷却含汞尾

气，吸收尾气中汞及其化合物；所述文丘里洗涤器4可将气相中残余的颗粒物收集去除；所

述填料洗涤塔5内设有填充层，以增大含汞尾气与溶液接触面积，保证对含汞尾气的充分淋

洗，并使热解气温度降至60℃以下；所述冷凝盘管6连接制冷机组8与除雾器  7，冷凝盘管6

在制冷机组8的作用下将热解气温度进一步降低，并进一步冷凝尾气中的汞，除雾器7用于

去除剩余尾气中的液滴或水雾。所述工艺水处理单元12连接急冷洗涤塔3、填料洗涤塔5及

冷凝盘管6，其将三装置产生的工艺废水进行收集、处置，并将处理达标水回用于急冷洗涤

塔3和填料洗涤塔5。

[0020] 所述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为多级串联装置，与除雾器7尾端相连，其内置载硫活性

炭，可充分去除尾气中残余汞，使尾气达标排放。

[0021] 所述载硫活性炭吸附罐9由罐体、载硫活性炭吸附罐进气口23、载硫活性炭24和载

硫活性炭吸附罐出气口25组成，罐体串联连接，罐体内设有载硫活性炭24，初始罐体的上端

设有载硫活性炭吸附罐进气口23，末端罐体的上端设有载硫活性炭吸附罐出气口25。载硫

活性炭吸附罐进气口23与热过滤器2的热过滤器出气口22相连接。

[0022] 所述引风机可使热解吸单元保持微负压，以保证热解吸出来的气体不外溢并尽可

能少的产生固体颗粒物。所述烟囱用于处理达标后尾气排放到空中。

[0023] 实施例1

[0024] 在某汞污染土壤修复项目中，采用图1所示的热解吸尾气处理系统对含汞尾气进

行处理，经检测，排放尾气中汞含量仅为0.00085mg/m3,远低于《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二

级排放标准(0.012mg/m3)。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这些具体实施方式都是基于本

实用新型整体构思下的不同实现方式，而且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

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

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

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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