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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铝合金熔炼炉的烟

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属于空气净化设备领域，

包括旋风除尘器、多管旋风装置、布袋除尘器、引

风机、脱硫装置、喷淋塔，其依次通过烟气管道连

接，熔炼炉中形成的粉尘和废气进入旋风除尘

器，经布袋除尘器除尘、脱硫装置脱硫、喷淋塔吸

收过滤后从烟气排放口最终排向室外。解决了现

有袋式除尘器效率低，对有害气体过滤效果差，

且容易导致粉尘爆炸的危险，降低了废水对水

泵、管道、设备的腐蚀作用和堵塞现象，提高了系

统运行可靠性，对改善大气环境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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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包括旋风除尘器、多管旋风装置、布袋

除尘器、引风机、脱硫装置、喷淋塔，其依次通过烟气管道连接，其特征在于：熔炼炉中形成

的粉尘和废气进入旋风除尘器，经布袋除尘器除尘、脱硫装置脱硫、喷淋塔吸收过滤后从烟

气排放口最终排向室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旋风除尘器内设置有集尘袋，旋风除尘器的上端侧壁设置有烟气进口端，旋风除尘器的上

端设置有连接烟气管道的烟道，熔炼炉中形成的粉尘和废气经烟气进口端进入旋风除尘

器，大粒径的粉尘在重力作用下落入旋风除尘器的集尘袋中，未能捕捉的粉尘及废气经烟

道进入烟气管道输送至多管旋风装置中。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多管旋风装置内设置有集尘袋，顶端设置有烟气管道连接端口，粉尘在旋风作用下被集尘

袋再次捕捉后经烟气管道进入布袋除尘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布袋除尘器内设置有多个集尘袋，以及设置在布袋除尘器内的脉冲电磁阀，受脉冲喷吹控

制仪输出信号的控制对集尘袋逐排喷吹清灰，布袋除尘器的顶部设置有与引风机连接的烟

气管道端口。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引风机通过烟气管道与布袋除尘器和脱硫装置连接，将布袋除尘器过滤后的废气废尘输送

至脱硫装置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脱硫装置内设置有碱雾喷淋器、反吹洗喷淋器，脱硫装置的底部设置有循环池，废气废尘经

碱雾喷淋器吸收过滤后经反吹洗喷淋器吸收过滤，最后经烟气管道输送至喷淋塔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喷淋塔通过烟气管道与脱硫装置连接，其内设置有水雾喷淋器，所述的水雾喷淋器通过水

管与外部的循环水箱连接，经水雾喷淋吸收过滤的废气最终通过设置于喷淋塔顶部的烟气

排放口排向室外。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底部设置有清水池和污水池，清水池用于水的补充，污水池的水排放到沉淀池沉淀后排放

到循环池，在循环泵的作用下经水管输送至水雾喷淋器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循环池连接有加药桶，用于向循环池中加入药剂使循环池中的水为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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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除尘系统，特别涉及一种通过喷淋雾化的方式对铝合金熔炼炉的

烟气进行除尘的系统，属于空气净化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铝合金熔炼炉一般为天然气加热炉，众所周知，天然气在燃烧以后，产生的

废气中含有烟尘和含硫、碳、氮等的氧化物。另外，铝合金熔化时，本身含有的油污和其他夹

杂物会燃烧，也会产生含硫、碳、氮等的氧化物。在铝合金熔化精炼过程中，为保证铝水质

量，减少烧损，会加入一定量的精炼剂和清渣剂，这些添加剂与铝水中杂质进行反应，会产

生大量废气和烟尘，这些废气和烟尘中含有各种金属氧化物和非金属氧化物，同时还含有

有害物质，排放时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0003] 目前的熔炼炉烟气处理方法多采用袋式除尘器，为干式滤尘装置。它适用于捕集

细小、干燥、非纤维性粉尘。滤袋采用纺织的滤布或非纺织的毡制成，利用纤维织物的过滤

作用对含尘气体进行过滤，当含尘气体进入袋式除尘器后，颗粒大、比重大的粉尘，由于重

力的作用沉降下来，落入灰斗，含有较细小粉尘的气体在通过滤料时，粉尘被阻留，使气体

得到净化。这种处理方法有以下缺点：1、除尘器的阻力达到一定数值后，要及时清灰，降低

使用效率；2、滤袋需经常更换，更换不方便且成本较高；3、操作不当会引起粉尘爆炸，安全

隐患较大。

[0004] 因此，在我国当前大力整治环境污染的背景下，通过开发一种针对铝合金熔炼时

产生的废气和烟尘进行处理后再排放的除尘系统，将对改善我国的大气环境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且能够降低安全风险。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

喷淋雾化除尘系统，包括旋风除尘器、多管旋风装置、布袋除尘器、引风机、脱硫装置、喷淋

塔，其依次通过烟气管道连接，熔炼炉中形成的粉尘和废气进入旋风除尘器，经布袋除尘器

除尘、脱硫装置脱硫、喷淋塔吸收过滤后从烟气排放口最终排向室外。

[0006] 具体地，所述的旋风除尘器内设置有集尘袋，旋风除尘器的上端侧壁设置有烟气

进口端，旋风除尘器的上端设置有连接烟气管道的烟道，熔炼炉中形成的粉尘和废气经烟

气进口端进入旋风除尘器，大粒径的粉尘在重力作用下落入旋风除尘器的集尘袋中，未能

捕捉的粉尘及废气经烟道进入烟气管道输送至多管旋风装置中。

[0007] 具体地，所述的多管旋风装置内设置有集尘袋，顶端设置有烟气管道连接端口，粉

尘在旋风作用下被集尘袋再次捕捉后经烟气管道进入布袋除尘器。

[0008] 具体地，所述的布袋除尘器内设置有多个集尘袋，以及设置在布袋除尘器内的脉

冲电磁阀，受脉冲喷吹控制仪输出信号的控制对集尘袋逐排喷吹清灰，布袋除尘器的顶部

设置有与引风机连接的烟气管道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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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具体地，所述的引风机通过烟气管道与布袋除尘器和脱硫装置连接，将布袋除尘

器过滤后的废气废尘输送至脱硫装置中。

[0010] 具体地，所述的脱硫装置内设置有碱雾喷淋器、反吹洗喷淋器，脱硫装置的底部设

置有循环池，废气废尘经碱雾喷淋器吸收过滤后经反吹洗喷淋器吸收过滤，最后经烟气管

道输送至喷淋塔中。

[0011] 具体地，所述的喷淋塔通过烟气管道与脱硫装置连接，其内设置有水雾喷淋器，所

述的水雾喷淋器通过水管与外部的循环水箱连接，经水雾喷淋吸收过滤的废气最终通过设

置于喷淋塔顶部的烟气排放口排向室外。

[0012] 具体地，所述的喷淋塔底部设置有清水池和污水池，清水池用于水的补充，污水池

的水排放到沉淀池沉淀后排放到循环池，在循环泵的作用下经水管输送至水雾喷淋器中。

[0013] 具体地，所述的循环池连接有加药桶，用于向循环池中加入药剂使循环池中的水

为中性。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提供了一种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

统，解决了现有袋式除尘器效率低，对有害气体过滤效果差，且容易导致粉尘爆炸的危险，

降低了废水对水泵、管道、设备的腐蚀作用和堵塞现象，提高了系统运行可靠性，对改善大

气环境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

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

据这些附图及相关文字描述获得其他的类似或等同的技术方案。在附图中：

[0016] 图1是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的工艺流程图。

[0018] 附图标记说明：

[0019] 01  旋风除尘器

[0020] 011 集尘袋；012  烟气进口端；013  烟道；014  烟气管道

[0021] 02  多管旋风装置

[0022] 021 集尘袋；022  烟气管道

[0023] 03  布袋除尘器

[0024] 031 集尘袋；032 脉冲电磁阀；033  烟气管道

[0025] 04  引风机

[0026] 041  烟气管道

[0027] 05  脱硫装置

[0028] 051  碱雾喷淋器；052 反吹洗喷淋器；053  循环池；054  烟气管道

[0029] 06 喷淋塔

[0030] 061 水雾喷淋器；062  烟气排放口；063  循环水箱；064 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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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现在

将参照示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附图在下文中更完全地描述。然而，本实用新型能以很多

不同形式具体化并且不应当解释为限制于这里所阐明的具体实施例。相反，这些实施例提

供给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32] 除非另外限定，这里所使用的术语（包含科技术语）应当解释为具有如本实用新型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共同理解到的相同意义。还将理解到，这里所使用的术语应当

解释为具有与它们在本说明书和相关技术的内容中的意义相一致的意义，并且不应当以理

想化或过度的形式解释，除非这里特意地如此限定。

[0033] 参照图1，公开了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的结构示意图，包括旋风

除尘器01、多管旋风装置02、布袋除尘器03、引风机04、脱硫装置05、喷淋塔06，其依次通过

烟气管道（014；022；033；041；054）连接，熔炼炉中形成的粉尘和废气进入旋风除尘器01，经

布袋除尘器03除尘、脱硫装置05脱硫、喷淋塔06吸收过滤后从烟气排放口062最终排向室

外。其中：所述的旋风除尘器01内设置有集尘袋011，旋风除尘器01的上端侧壁设置有烟气

进口端012，旋风除尘器01的上端设置有连接烟气管道的烟道013，熔炼炉（图中未示出）中

形成的粉尘和废气经烟气进口端012进入旋风除尘器01，大粒径的粉尘在重力作用下落入

旋风除尘器的集尘袋011中，未能捕捉的粉尘及废气经烟道013进入烟气管道014输送至多

管旋风装置02中；所述的多管旋风装置02内设置有集尘袋021，顶端设置有烟气管道连接端

口，粉尘在旋风作用下被集尘袋021再次捕捉后经烟气管道022进入布袋除尘器03；所述的

布袋除尘器03内设置有多个集尘袋031，以及设置在布袋除尘器03内的脉冲电磁阀032，受

脉冲喷吹控制仪输出信号的控制对集尘袋逐排喷吹清灰，布袋除尘器03的顶部设置有与引

风机04连接的烟气管道端口；所述的引风机04通过烟气管道（033；041）与布袋除尘器03和

脱硫装置05连接，将布袋除尘器03过滤后的废气废尘输送至脱硫装置05中；所述的脱硫装

置05内设置有碱雾喷淋器051、反吹洗喷淋器052，脱硫装置05的底部设置有循环池053，废

气废尘经碱雾喷淋器051吸收过滤后经反吹洗喷淋器052吸收过滤，最后经烟气管道054输

送至喷淋塔06中；所述的喷淋塔06通过烟气管道054与脱硫装置05连接，其内设置有水雾喷

淋器061，所述的水雾喷淋器061通过水管064与外部的循环水箱063连接，经水雾喷淋吸收

过滤的废气最终通过设置于喷淋塔顶部的烟气排放口062排向室外，从而完成铝合金熔炼

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工作。

[0034] 参照图2，公开了铝合金熔炼炉的烟气喷淋雾化除尘系统的工艺流程图，具体公开

了喷淋塔05的结构，其底部设置有清水池和污水池，清水池用于水的补充，污水池的水排放

到沉淀池沉淀后排放到循环池，在循环泵的作用下经水管输送至水雾喷淋器中；所述的循

环池连接有加药桶，用于向循环池中加入药剂使循环池中的水为中性，从而保护循环泵、水

管、设备不易腐蚀和堵塞，且利于清渣和设备运行可靠性，降低安全隐患。

[0035] 本系统具有如下优点：

[0036] 1、可以根据废水实际的PH值，选择不同的药剂进行中和；

[0037] 2、废气可达标排放，废水可循环使用，经药剂中和后无废水排放；

[0038] 3、采用多层喷淋雾化系统，对烟气中的尘粒能够充分捕润。

[0039] 虽然本实用新型在此已经参照本实用新型的具体方面、特点和示例性实施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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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用途并未因此受到限制，而是延伸并且涵盖众多其他的

变化、变型以及替代实施例，如基于这里的公开将给予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所

暗示的。相应地，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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