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580231.1

(22)申请日 2020.08.03

(73)专利权人 光大绿色环保管理（深圳）有限公

司

地址 518000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

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

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温俊明　蒋雪玲　刘朝阳　唐武　

金顺龙　郑世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市磐华律师事务所 

11336

代理人 高伟

(51)Int.Cl.

F23G 5/16(2006.01)

F23G 5/32(2006.01)

F23G 5/44(2006.01)

F23G 5/46(2006.01)

F23J 15/02(2006.01)

F23J 15/04(2006.01)

F23J 15/0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

系统，包括：回转窑，用于对危险废弃物进行焚

烧；二燃室，用于对回转窑中的未燃尽物质进行

二次燃烧，并产生高温烟气；余热锅炉，用于对所

述高温烟气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干法脱酸塔，

用于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的烟气进行干法脱酸；

除尘器，用于对干法脱酸后的烟气进行除尘；预

冷塔，所述预冷塔中设置有喷洒装置，用于喷洒

液体以脱除烟气中的氯化氢气体；连接所述预冷

塔的一级湿法脱酸塔和二级湿法脱酸塔，用于对

烟气进行湿法脱酸。本实用新型可以减量化、无

害化地处理高硫、高卤素危险废弃物，在保证高

标准排放的同时，实现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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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回转窑，用于对危险废弃物进行焚烧；

二燃室，连接所述回转窑，用于对回转窑中的未燃尽物质进行二次燃烧，并产生高温烟

气；

余热锅炉，连接所述二燃室，用于对所述高温烟气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

干法脱酸塔，设置在所述余热锅炉之后，用于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的烟气进行干法脱

酸；

除尘器，连接所述干法脱酸塔，用于对干法脱酸后的烟气进行除尘；

预冷塔，连接所述除尘器，所述预冷塔中设置有喷洒装置，用于喷洒液体以脱除烟气中

的氯化氢气体；

连接所述预冷塔的一级湿法脱酸塔和二级湿法脱酸塔，用于对烟气进行湿法脱酸。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余热锅炉内部的

高温受热面经过激光焊处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法脱酸塔利用

小苏打作为脱酸剂对所述烟气进行干法脱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余热锅炉和所述

干法脱酸塔之间设置有急冷塔，所述急冷塔用于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的烟气进行降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冷塔的所述喷

洒装置连接工业水管道，用于喷洒工业水以脱除烟气中的氯化氢气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器包括布袋

除尘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二

级湿法脱酸塔之后的烟气加热器和烟囱，所述烟气加热器用于将进入所述烟囱的烟气加热

至酸露点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余热锅炉内部经

过所述激光焊处理的所述高温受热面包括水冷壁管屏。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危险废弃物中硫

和氯的总含量大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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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废弃物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危险废弃物

焚烧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危险废弃物(简称危废)的产生量急剧增加。鉴于其潜在的

环境风险和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危险废弃物已成为当前正在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焚

烧可以有效破坏危废中的有毒有害有机废物，减少危废的体积和质量，有利于危废的最终

安全处置，是实现危险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技术。

[0003] 目前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主要使用回转窑焚烧工艺，危险废弃物在回转窑中焚烧

以后，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常设置余热锅炉对烟气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之后设置干

法脱酸塔对烟气进行脱酸，并设置布袋除尘器进行除尘。目前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

难以长期稳定运行，并且对高硫、高卤素危废焚烧产生的烟气的脱酸效率有限，难以满足排

放要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在实用新型内容部分中引入了一系列简化形式的概念，这将在具体实施方式部分

中进一步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用新型内容部分并不意味着要试图限定出所要求保护

的技术方案的关键特征和必要技术特征，更不意味着试图确定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的保

护范围。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

所述系统包括：

[0006] 回转窑，用于对危险废弃物进行焚烧；

[0007] 二燃室，连接所述回转窑，用于对回转窑中的未燃尽物质进行二次燃烧，并产生高

温烟气；

[0008] 余热锅炉，连接所述二燃室，用于对所述高温烟气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

[0009] 干法脱酸塔，设置在所述余热锅炉之后，用于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的烟气进行干

法脱酸；

[0010] 除尘器，连接所述干法脱酸塔，用于对干法脱酸后的烟气进行除尘；

[0011] 预冷塔，连接所述除尘器，所述预冷塔中设置有喷洒装置，用于喷洒液体以脱除烟

气中的氯化氢气体；

[0012] 连接所述预冷塔的一级湿法脱酸塔和二级湿法脱酸塔，用于对烟气进行湿法脱

酸。

[0013] 示例性地，所述余热锅炉内部的高温受热面经过激光焊处理。

[0014] 示例性地，所述干法脱酸塔利用小苏打作为脱酸剂对所述烟气进行干法脱酸。

[0015] 示例性地，所述余热锅炉和所述干法脱酸塔之间设置有急冷塔，所述急冷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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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的烟气进行降温。

[0016] 示例性地，所述预冷塔的所述喷洒装置连接工业水管道，用于喷洒工业水以脱除

烟气中的氯化氢气体。

[0017] 示例性地，所述除尘器包括布袋除尘器。

[0018] 示例性地，所述系统还包括设置在所述二级湿法脱酸塔之后的烟气加热器和烟

囱，所述烟气加热器用于将进入所述烟囱的烟气加热至酸露点以上。

[0019] 示例性地，所述余热锅炉内部经过所述激光焊处理的高温受热面包括水冷壁管

屏。

[0020] 示例性地，所述危险废弃物中硫和氯的总含量大于10％。

[002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可以减量化、无害化地处理高

硫、高卤素危险废弃物，在保证高标准排放的同时，实现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附图说明

[0022] 本实用新型的下列附图在此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用于理解本实用新型。附图

中示出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及其描述，用来解释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及原理。在附图中，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一个实施例中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

[0025] 101：回转窑；

[0026] 102：二燃室；

[0027] 103：余热锅炉；

[0028] 104：急冷塔；

[0029] 105：干法脱酸塔；

[0030] 106：除尘器；

[0031] 107：引风机；

[0032] 108：预冷塔；

[0033] 109：一级湿法脱酸塔；

[0034] 110：二级湿法脱酸塔；

[0035] 111：烟气加热器；

[0036] 112：烟囱。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在下文的描述中，给出了大量具体的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实用新型更为彻底的理

解。然而，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而易见的是，本实用新型可以无需一个或多个这些细

节而得以实施。在其他的例子中，为了避免与本实用新型发生混淆，对于本领域公知的一些

技术特征未进行描述。

[0038] 为了彻底理解本实用新型，将在下列的描述中提出详细的步骤，以便阐释本实用

新型提出的余热锅炉进出口烟道自动清灰装置。显然，本实用新型的施行并不限定于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所熟习的特殊细节。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详细描述如下，然而除了这些

详细描述外，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具有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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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括”时，其指明存在所述

特征、整体、步骤、操作、元件和/或组件，但不排除存在或附加一个或多个其他特征、整体、

步骤、操作、元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40] 针对目前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工艺中存在的余热锅炉易腐蚀，脱酸效率差的问

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该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在预冷塔

内喷洒液体脱除氯化氢气体，减少烟气中大量气溶胶的形成；使用两级湿法脱酸塔，增加湿

法脱酸塔实际循环倍率，满足烟气达标排放要求。

[0041] 为了彻底理解本实用新型，将在下列的描述中提出详细的结构，以便阐释本实用

新型提出的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详细描述如下，然而除了这些详细描述外，

本实用新型还可以具有其他实施方式。

[004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做进一步的说明。

[0043] 首先参照图1，图1示出了本实用新型一个实施例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的示

意图。

[0044]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包括：回转窑101，用于

对危险废弃物进行焚烧；二燃室102，连接所述回转窑101，用于对回转窑101中的未燃尽物

质进行二次燃烧，并产生高温烟气；余热锅炉103，连接所述二燃室102，用于对所述高温烟

气的余热进行回收利用；急冷塔104，所述急冷塔104用于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103的烟气进

行降温；干法脱酸塔105，设置在所述急冷塔104之后，用于对经过所述余热锅炉103的烟气

进行干法脱酸；除尘器106，连接所述干法脱酸塔105，用于对干法脱酸后的烟气进行除尘；

预冷塔107，连接所述除尘器106，所述预冷塔107中设置有喷洒装置，用于喷洒液体以脱除

烟气中的氯化氢气体；连接所述预冷塔107的一级湿法脱酸塔108和二级湿法脱酸塔109，用

于对烟气进行湿法脱酸。

[0045]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主要适用于高硫、高卤素的危险废

弃物的焚烧处理，示例性地，所述高硫、高卤素的危险废弃物中硫+氯的含量大于10％。高

硫、高卤素的危险废弃物在焚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酸性气体，在高温环境下极易对部分

设备产生腐蚀，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针对以上问题对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进行了改进，

使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在保证高标准排放的同时，实现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0046] 具体地，回转窑101包括逆流式回转窑或顺流式回转窑。高硫、高卤素的危险废弃

物在回转窑101内点燃并在负压状态下燃烧，沿着回转窑101的倾斜方向缓慢移动，经历约1

小时的充分燃烧，残渣进入水封捞渣机排出，从回转窑101逸出的未燃尽物质在二燃室102

中进一步燃尽，通过1100℃的高温燃烧消除99.99％的二噁英等有害气体。

[0047] 二燃室102内的高温烟气进入余热锅炉103，余热锅炉103用于利用烟气的余热加

热循环水产生蒸汽，进而通过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从而充分利用烟气中的热量。本实用

新型实施例的余热锅炉103内部的高温受热面采用激光焊工艺进行了处理，从而减少强酸

造成的高温腐蚀，保证余热锅炉103长期稳定运行。具体地，可以对余热锅炉103内烟气温度

大于700℃以上的水冷壁管屏使用激光焊堆焊，减少氯化氢高温腐蚀炉壁造成的不稳定运

行。

[0048] 从余热锅炉103导出的高温烟气进入与余热锅炉103通过烟道连接的急冷塔104，

通过急冷塔104将烟气温度在1秒内从550℃降低至200℃，避免二噁英合成温度区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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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入活性炭吸附烟气中的残余二噁英。示例性地，所述烟道分别连接余热锅炉103和急冷塔

104的顶部，使烟气自上而下进入急冷塔104。

[0049] 在急冷塔104内冷却的烟气通过连接急冷塔104和干法脱酸塔105的烟道进入干法

脱酸塔105进行干法脱酸，示例性地，所述烟道连接干法脱酸塔105的底部，使烟气自下而上

进入干法脱酸塔。

[0050] 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干法脱酸塔105以小苏打为吸收剂，去除烟气中的HCl、

SO2等酸性气体，将干法脱酸效率从消石灰干法脱酸的30％提高至80％，降低进入后续除尘

器106的烟气酸露点，减少除尘器106的低温腐蚀。进一步地，干法脱酸塔105中还设置有活

性炭，以吸附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和颗粒物及二噁英等。

[0051] 在干法脱酸塔105中进行干法脱酸后的烟气进入除尘器106进行除尘。示例性地，

所述除尘器106包括布袋式除尘器。布袋除尘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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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尘被阻留在滤袋表层，而洁净的空气透过滤袋进过清洁室排至烟道。本实用新型实施例

中由于干法脱酸塔105采用小苏打作为脱酸剂，提高了脱酸效率，因而减少了烟气中的酸性

气体对布袋除尘器的布袋的腐蚀，无需布袋除尘器在露酸点以上运行，延长了布袋除尘器

的使用寿命。

[0052] 在一些实施例中，除尘器106之后设置有引风机107，用于将除尘器106中的除尘后

的烟气引入预冷塔108，使烟气自下而上进入预冷塔108。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预冷塔108

中设置有喷洒装置，用于喷洒液体以脱除烟气中的90％的氯化氢气体，从而避免了后续在

湿法脱酸塔中与碱洗溶液反应形成大量的气溶胶而导致堵塞通道以及增加颗粒物排放，保

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

[0053] 在一些实施例中，预冷塔108中的所述喷洒装置连接工业水管道，用于喷洒工业水

以脱除烟气中的氯化氢气体。

[0054] 在预冷塔108脱除氯化氢气体以后的烟气通过连接预冷塔108和一级湿法脱酸塔

109的烟道进入一级湿法脱酸塔109进行湿法脱酸。其中，所述烟道一端连接预冷塔108的顶

部，另外一端连接一级湿法脱酸塔109的下部。示例性地，一级湿法脱酸塔外部设置有碱液

循环泵，循环碱液通过碱液循环泵在一级湿法脱酸塔109内部经过喷雾喷嘴喷出，烟气自下

而上的通过一级湿法脱酸塔109，经过雾化的碱液，并与碱液进行中和，达到吸收烟气中酸

性气体的目的。

[0055] 针对高硫、高卤素危险废弃物脱酸困难、脱酸效果难以满足排放要求的问题，本实

用新型实施例采用至少两级湿法脱酸塔，以提高脱酸效果，增加湿法脱酸塔实际循环倍率。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采用两级湿法脱酸塔，在一级湿法脱酸塔

109后连接二级湿法脱酸塔110进一步湿法脱酸。其中，通过烟道连接一级湿法脱酸塔109顶

部和二级湿法脱酸塔110下部，使烟气自下而上进入二级湿法脱酸塔110再次与碱液反应。

二级湿法脱酸塔110的碱液类型和碱液浓度可以与一级湿法脱酸塔109相同或不同，本发明

实施例对此不做限制。

[0056] 在一些实施例中，二级湿法脱酸塔110之后还设置有烟气加热器111和烟囱112，烟

气加热器111对烟气进行加热脱白，将烟气加热至120℃以上，保证进入烟囱112的烟气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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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点以上。最后，满足排放要求的洁净烟气通过烟囱112排出。

[0057] 基于以上描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危险废弃物焚烧处理系统至少具有如

下优点：

[0058] 1、对余热锅炉高温受热面使用激光焊工艺，减少强酸造成的高温腐蚀；

[0059] 2、干法脱酸塔采用小苏打作为脱酸剂排除烟气中80％以上的强酸，避免强酸对除

尘器的高温腐蚀；

[0060] 3、预冷塔采用工业水脱除氯化氢气体，减少烟气中大量气溶胶的形成；

[0061] 4、使用两级湿法脱酸塔进行湿法脱酸塔，增加湿法脱酸塔实际循环倍率，满足达

标排放要求。

[0062]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域的技术

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目的，不是旨在限

制本实用新型。本文中出现的诸如“设置”等术语既可以表示一个部件直接附接至另一个部

件，也可以表示一个部件通过中间件附接至另一个部件。本文中在一个实施例中描述的特

征可以单独地或与其它特征结合地应用于另一个实施例，除非该特征在该另一个实施例中

不适用或是另有说明。

[0063] 本实用新型已经通过上述实施例进行了说明，但应当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只是

用于举例和说明的目的，而非意在将本实用新型限制于所描述的实施例范围内。此外本领

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根据本实用新型的教导还

可以做出更多种的变型和修改，这些变型和修改均落在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范围以

内。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由附属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范围所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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