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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发电机组领域的一种柴油

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每组柴油发

电机组配合设置有散热排放装置和尾气排放装

置，所述柴油发电机组的旁边还配合设置有余热

收集系统及尾气处理系统；所述散热排放装置与

余热收集系统连接，所述尾气排放装置与尾气处

理系统连接，所述余热收集系统安装在尾气处理

系统的下一道工序并与尾气处理系统相通；该实

用新型提供一种系统，该系统配合大批量的柴油

发电机组进行使用，能够同时处理尾气污染和进

行余热回收，降低能量的损耗，避免环境污染，降

低综合成本，节约能源，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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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包括若干组柴油发电机组，若干组柴

油发电机组按照型号进行分类布置；每组柴油发电机组均配合设置有静音箱体，其特征在

于，每组柴油发电机组配合设置有散热排放装置和尾气排放装置，所述柴油发电机组的旁

边还配合设置有余热收集系统及尾气处理系统；所述散热排放装置与余热收集系统连接，

所述尾气排放装置与尾气处理系统连接，所述余热收集系统安装在尾气处理系统的下一道

工序并与尾气处理系统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散热排放装置设置有若干组，每组柴油发电机组均独立设置有一套散热排放装置，所述

余热收集系统配合若干组独立设置的散热排放装置均设置有独立接收管道并汇集到总余

热收集管道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尾气排放装置也设置有若干组，每组柴油发电机组均独立设置有一套尾气排放装置，所

述尾气处理系统配合若干组独立设置的尾气排放装置均设置有独立接收管道并汇集到总

尾气处理管道中。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余热收集系统包括余热收集进口管道，余热收集出口管道，设置在余热收集进口管道和

余热收集出口管道之间的余热收集机构，配合设置在余热收集机构下面的循环水箱；所述

余热收集机构与循环水箱相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余热收集机构采用卧式结构设计，所述余热收集机构包括收集罐体，设置在收集罐体内

的若干组热交换器；所述收集罐体呈圆形设置，所述热交换器设置有三组并依次间隔放置

在收集罐体内；所述余热收集进口管道处热交换器的宽度到余热收集出口管道处热交换器

的宽度逐渐变宽；所述热交换器均安装在循环水箱中进行热交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收集罐体中的余热收集进口管道与相邻的热交换器之间配合设置有扰流机构，所述扰流

机构包括前侧镂空板和后侧镂空板，所述前侧镂空板和后侧镂空板之间设置有扰流板，扰

流板设置有若干组并错开设置，前侧镂空板和后侧镂空板之间的扰流板呈人字形设置。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尾气处理系统包括喷淋塔和吸附塔，配合喷淋塔设置的尾气进气管路，设置在吸附塔末

端的尾气出气管路，设置在喷淋塔和吸附塔之间的中间尾气连接管路；所述尾气进气管路

处配合设置有尾气进口风机，所述尾气出气管路处配合设置有尾气出口风机；所述喷淋塔

的旁边还配合设置有尾气处理水箱，尾气处理水箱配合设置有催化剂添加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喷淋塔纵向设置，喷淋塔设置为上进下出结构，所述喷淋塔的内部自上到下设置有若干

层喷淋机构，所述喷淋机构包括朝上设置的雾化喷嘴及设置在雾化喷嘴下面的镂空板，每

一层喷淋机构均设置有独立的喷淋管路。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吸附塔包括纵向设置的塔身本体，所述塔身本体采用下进上出结构，所述塔身本体内部

设置有若干层吸附层，所述吸附层包括下侧介质吸附层、上侧介质吸附层及中间静电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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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静电吸附层的长度均大于下侧介质吸附层、上侧介质吸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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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发电机组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在柴油发电机组的日常的使用过程中，主要排放物为PM颗粒状物质和NOx，而CO和

HC排放较低。控制柴油机尾气排放主要是控制颗粒物质PM和NO生成，降低PM和NOx的直接排

放；柴油机与同等功率的汽油机相比，微粒和NOx是排放中两种最主要的污染物；目前，世界

各国都在致力于减少柴油机颗粒排放的技术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一般的

柴油发电机组没有安装尾气处理装置，或者安装起到的作用不大；在柴油发电机组大批量

的使用过程中，需要对尾气进行处理，这种过程中就需要尾气处理装置，同时柴油发电机组

在工作过程中也需要散热，散出的余热需要收集起来；

[0003] 而余热是指受历史、技术、理念等因素的局限性，在已投运的工业企业耗能装置

中，原始设计未被合理利用的显热和潜热；它包括高温废气余热、冷却介质余热、废汽废水

余热、高温产品和炉渣余热、化学反应余热、可燃废气废液和废料余热等；根据调查，各行业

的余热总资源约占其燃料消耗总量的17%~67%，可回收利用的余热资源约为余热总资源的

60%  ；在大批量的发电机组工作过程中需要对热量进行回收再利用，这样可以节约较多的

能源。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该系统

配合大批量的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使用，能够同时处理尾气污染和进行余热回收，降低能量

的损耗，避免环境污染，降低综合成本，节约能源，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

[0005] 本实用新型应用时，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包括若干组柴

油发电机组，若干组柴油发电机组按照型号进行分类布置；每组柴油发电机组均配合设置

有静音箱体，每组柴油发电机组配合设置有散热排放装置和尾气排放装置，所述柴油发电

机组的旁边还配合设置有余热收集系统及尾气处理系统；所述散热排放装置与余热收集系

统连接，所述尾气排放装置与尾气处理系统连接，所述余热收集系统安装在尾气处理系统

的下一道工序并与尾气处理系统相通。

[0006] 本实用新型工作时，启动若干柴油发电机组，启动余热收集系统及尾气处理系统，

启动散热排放装置和尾气排放装置；确保尾气通过尾气排放装置进入到尾气处理系统中，

热风通过散热排放装置进入到余热收集系统中；热风通过余热收集进口管道进入到收集罐

体中的扰流机构，通过扰流机构上呈人字形设置的扰流板进而降低热风流动的速度并起到

扰流的作用；再从缝隙依次与热交换器进行交叉接触；若干热交换器依次间隔设置，热风中

的热量与每层热交换器进行扰流之后的充分接触，进而提高热交换的效率，同时通过热交

换器与循环水箱中的水进行热交换，进而加热循环水箱中的水，最后再运输到其他需要用

的地方；经过余热收回收之后的热风变成常温风，常温风从余热收集出口管道引出，由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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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具有一定的流速，再通过尾气进口风机的鼓吹进而加快流速最终与尾气混合进入到喷淋

塔中，同时常温风将尾气的有害物质进行稀释，提高喷淋塔的工作效率；常温风和尾气一起

进入到喷淋塔的内部，通过若干层喷淋机构进行喷淋，由于进气方向和雾化喷淋方向相对，

此时可以增加接触面积，提高接触处理的效率，催化剂添加装置同时也进行实时添加，将更

多的有害物质降解；经过喷淋的尾气通过中间尾气连接管路进入到吸附塔的塔身本体中进

行干燥及吸附，然后依次经过下侧介质吸附层、中间静电吸附层及上侧介质吸附层；在对尾

气进行干燥的同时再进行静电吸附，充分的去除有害物质；最终排出的尾气通过尾气出口

风机的加速从吸附塔末端的尾气出气管路加速排出，避免污染环境。

[0007]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每组柴油发电机组能够进行散热排放工作；所述散

热排放装置设置有若干组，每组柴油发电机组均独立设置有一套散热排放装置，所述余热

收集系统配合若干组独立设置的散热排放装置均设置有独立接收管道并汇集到总余热收

集管道中。

[0008]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每组柴油发电机组能够正常进行余热收集工作；所

述尾气排放装置也设置有若干组，每组柴油发电机组均独立设置有一套尾气排放装置，所

述尾气处理系统配合若干组独立设置的尾气排放装置均设置有独立接收管道并汇集到总

尾气处理管道中。

[0009]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余热收集系统能够稳定的进行余热收集工作，同时

快速的将产生的热量传递出去；所述余热收集系统包括余热收集进口管道，余热收集出口

管道，设置在余热收集进口管道和余热收集出口管道之间的余热收集机构，配合设置在余

热收集机构下面的循环水箱；所述余热收集机构与循环水箱相通。

[0010]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收集罐体内的热交换器工作效率高，而且工作稳定；

所述余热收集机构采用卧式结构设计，所述余热收集机构包括收集罐体，设置在收集罐体

内的若干组热交换器；所述收集罐体呈圆形设置，所述热交换器设置有三组并依次间隔放

置在收集罐体内；所述余热收集进口管道处热交换器的宽度到余热收集出口管道处热交换

器的宽度逐渐变宽；所述热交换器均安装在循环水箱中进行热交换。

[0011]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热量不会快速的穿过热交换器，同时延长热量在收

集罐体内的停留时间；所述收集罐体中的余热收集进口管道与相邻的热交换器之间配合设

置有扰流机构，所述扰流机构包括前侧镂空板和后侧镂空板，所述前侧镂空板和后侧镂空

板之间设置有扰流板，扰流板设置有若干组并错开设置，前侧镂空板和后侧镂空板之间的

扰流板呈人字形设置。

[0012]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尾气处理系统的处理效率高，而且处理可靠稳定，避

免尾气中的PM颗粒状物质和NOx排出去；所述尾气处理系统包括喷淋塔和吸附塔，配合喷淋

塔设置的尾气进气管路，设置在吸附塔末端的尾气出气管路，设置在喷淋塔和吸附塔之间

的中间尾气连接管路；所述尾气进气管路处配合设置有尾气进口风机，所述尾气出气管路

处配合设置有尾气出口风机；所述喷淋塔的旁边还配合设置有尾气处理水箱，尾气处理水

箱配合设置有催化剂添加装置。

[0013]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喷淋塔的工作效率高，而且工作可靠；所述喷淋塔纵

向设置，喷淋塔设置为上进下出结构，所述喷淋塔的内部自上到下设置有若干层喷淋机构，

所述喷淋机构包括朝上设置的雾化喷嘴及设置在雾化喷嘴下面的镂空板，每一层喷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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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设置有独立的喷淋管路。

[0014] 进一步的实施例中，为了保证吸附塔的吸附效率高，同时对尾气吸附的效果可靠；

所述吸附塔包括纵向设置的塔身本体，所述塔身本体采用下进上出结构，所述塔身本体内

部设置有若干层吸附层，所述吸附层包括下侧介质吸附层、上侧介质吸附层及中间静电吸

附层，静电吸附层的长度均大于下侧介质吸附层、上侧介质吸附层。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该系统配合大批量的柴油发电机组进行使用，能够同

时处理尾气污染和进行余热回收，降低能量的损耗，避免环境污染，降低综合成本，节约能

源，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流程图。

[0018] 图2为图1中A处放大图。

[0019] 图3为图1中B处放大图。

[0020] 图4为图1中C处放大图。

[0021] 图5为图2中D处放大图。

[0022] 其中，1柴油发电机组、2尾气排放装置、3散热排放装置、4余热收集系统、5尾气处

理系统、6总余热收集管道、7余热收集进口管道、8收集罐体、9热交换器、10循环水箱、11余

热收集出口管道、12扰流板、13后侧镂空板、14尾气进气管路、15尾气出气管路、16中间尾气

连接管路、17尾气进口风机、18尾气处理水箱、19催化剂添加装置、20喷淋塔、21喷淋机构、

22镂空板、23上侧介质吸附层、24中间静电吸附层、25下侧介质吸附层、26吸附塔、27前侧镂

空板、28尾气出口风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如图1-5所示，本实用新型应用时，一种柴油发电机组余热收集和尾气处理装置，

包括若干组柴油发电机组1，若干组柴油发电机组1按照型号进行分类布置；每组柴油发电

机组1均配合设置有静音箱体，每组柴油发电机组1配合设置有散热排放装置3和尾气排放

装置2，所述柴油发电机组1的旁边还配合设置有余热收集系统4及尾气处理系统5；所述散

热排放装置3与余热收集系统4连接，所述尾气排放装置2与尾气处理系统5连接，所述余热

收集系统4安装在尾气处理系统5的下一道工序并与尾气处理系统5相通；所述散热排放装

置3设置有若干组，每组柴油发电机组1均独立设置有一套散热排放装置3，所述余热收集系

统4配合若干组独立设置的散热排放装置3均设置有独立接收管道并汇集到总余热收集管

道6中；所述尾气排放装置2也设置有若干组，每组柴油发电机组1均独立设置有一套尾气排

放装置2，所述尾气处理系统5配合若干组独立设置的尾气排放装置2均设置有独立接收管

道并汇集到总尾气处理管道中；所述余热收集系统4包括余热收集进口管道7，余热收集出

口管道11，设置在余热收集进口管道7和余热收集出口管道11之间的余热收集机构，配合设

置在余热收集机构下面的循环水箱10；所述余热收集机构与循环水箱10相通；所述余热收

集机构采用卧式结构设计，所述余热收集机构包括收集罐体8，设置在收集罐体8内的若干

组热交换器9；所述收集罐体8呈圆形设置，所述热交换器9设置有三组并依次间隔放置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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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罐体8内；所述余热收集进口管道7处热交换器9的宽度到余热收集出口管道11处热交换

器9的宽度逐渐变宽；所述热交换器9均安装在循环水箱10中进行热交换；所述收集罐体8中

的余热收集进口管道7与相邻的热交换器9之间配合设置有扰流机构，所述扰流机构包括前

侧镂空板27和后侧镂空板13，所述前侧镂空板27和后侧镂空板13之间设置有扰流板12，扰

流板12设置有若干组并错开设置，前侧镂空板27和后侧镂空板13之间的扰流板12呈人字形

设置；所述尾气处理系统5包括喷淋塔20和吸附塔26，配合喷淋塔20设置的尾气进气管路

14，设置在吸附塔26末端的尾气出气管路15，设置在喷淋塔20和吸附塔26之间的中间尾气

连接管路16；所述尾气进气管路14处配合设置有尾气进口风机17，所述尾气出气管路15处

配合设置有尾气出口风机28；所述喷淋塔20的旁边还配合设置有尾气处理水箱18，尾气处

理水箱18配合设置有催化剂添加装置19；所述喷淋塔20纵向设置，喷淋塔20设置为上进下

出结构，所述喷淋塔20的内部自上到下设置有若干层喷淋机构21，所述喷淋机构21包括朝

上设置的雾化喷嘴及设置在雾化喷嘴下面的镂空板22，每一层喷淋机构21均设置有独立的

喷淋管路；所述吸附塔26包括纵向设置的塔身本体，所述塔身本体采用下进上出结构，所述

塔身本体内部设置有若干层吸附层，所述吸附层包括下侧介质吸附层25、上侧介质吸附层

23及中间静电吸附层24，静电吸附层的长度均大于下侧介质吸附层25、上侧介质吸附层23。

[0024] 本实用新型工作时，启动若干柴油发电机组1，启动余热收集系统4及尾气处理系

统5，启动散热排放装置3和尾气排放装置2；确保尾气通过尾气排放装置2进入到尾气处理

系统5中，热风通过散热排放装置3进入到余热收集系统4中；热风通过余热收集进口管道7

进入到收集罐体8中的扰流机构，通过扰流机构上呈人字形设置的扰流板12进而降低热风

流动的速度并起到扰流的作用；再从缝隙依次与热交换器9进行交叉接触；若干热交换器9

依次间隔设置，热风中的热量与每层热交换器9进行扰流之后的充分接触，进而提高热交换

的效率，同时通过热交换器9与循环水箱10中的水进行热交换，进而加热循环水箱10中的

水，最后再运输到其他需要用的地方；经过余热收回收之后的热风变成常温风，常温风从余

热收集出口管道11引出，由于本身具有一定的流速，再通过尾气进口风机17的鼓吹进而加

快流速最终与尾气混合进入到喷淋塔20中，同时常温风将尾气的有害物质进行稀释，提高

喷淋塔20的工作效率；常温风和尾气一起进入到喷淋塔20的内部，通过若干层喷淋机构21

进行喷淋，由于进气方向和雾化喷淋方向相对，此时可以增加接触面积，提高接触处理的效

率，催化剂添加装置19同时也进行实时添加，将更多的有害物质降解；经过喷淋的尾气通过

中间尾气连接管路16进入到吸附塔26的塔身本体中进行干燥及吸附，然后依次经过下侧介

质吸附层25、中间静电吸附层24及上侧介质吸附层23；在对尾气进行干燥的同时再进行静

电吸附，充分的去除有害物质；最终排出的尾气通过尾气出口风机28的加速从吸附塔26末

端的尾气出气管路15加速排出，避免污染环境。

[002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凡属于本实用新型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当指

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

润饰，这些改进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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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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