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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排污扩容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锅炉排污扩容器，包括脱

硫反应容器、压风进烟管道和排烟管道，以及向

脱硫反应容器内加碱的装置，在脱硫反应容器内

套装有塔式分离器，该塔式分离器包括多组依次

套装的锥形罩，首个锥形罩顶部封闭，其余各锥

形罩的顶部设置有顶孔，相邻锥形罩的上层罩内

固定有导向插杆，各导向插杆插装于下层锥形罩

的顶孔内，各锥形罩的内壁套装有垫层，在垫层

内壁上均匀分布有通气槽。本发明具有对不同排

出物分别处理达到沉淀分类和高效处理的功能，

且有助于防止二次污染，节约用碱量且节约用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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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锅炉排污扩容器，包括脱硫反应容器、压风进烟管道和排烟管道，以及向脱硫反

应容器内加碱的装置，来自锅炉燃烧的烟尘通过压风进烟管道进入脱硫反应容器底部，通

过脱硫反应容器后从其顶部的排烟管道排出，其特征在于，在脱硫反应容器内套装有塔式

分离器，该塔式分离器包括多组依次套装的锥形罩，首个锥形罩顶部封闭，其余各锥形罩的

顶部设置有顶孔，相邻锥形罩的上层罩内固定有导向插杆，各导向插杆插装于下层锥形罩

的顶孔内，各锥形罩的内壁套装有垫层，在垫层内壁上均匀分布有通气槽；位于塔式分离器

底部设置有密封的主沉淀池，塔式分离器的斜面向下通过反应沉淀通道连通有密封的辅沉

淀池，辅沉淀池与滤清池一体但在两者之间设置有隔层，隔层上端高度低于辅沉淀池壁高

度；在滤清池内安装有水泵，水泵的抽水管连通于所述脱硫反应容器内腔中，抽水管的出水

口与脱硫反应容器内腔相切且沿水平面向下倾斜，使抽水管的出水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腔

反应液旋转。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锅炉排污扩容器，其特征在于，位于脱硫反应容器内腔沿切向

布置的抽水管上安装有高压喷头，与抽水管连通的水泵的控制端安装有定时器，定时启动

水泵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液体沿容器内壁循环。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锅炉排污扩容器，其特征在于，在反应沉淀通道入口的一侧固

定有竖筛网，竖筛网位于循环水流的下侧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锅炉排污扩容器，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塔式分离器的下方设置

有含均布孔的板作为分气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锅炉排污扩容器，其特征在于，所采用的加碱装置包括外支

架、输料筒、储料斗、拨料辊和电机，输料筒和储料斗固定于外支架内侧，且储料斗位于输料

筒上侧，两者连通，在输料筒上端横向安装有转轴，并在转轴上固定有拨料辊，拨料辊的圆

周侧面均匀分布有料槽，输料筒底部套装有导料斗，在外支架上固定有齿轮箱和电机，转轴

与齿轮箱输出端连接，电机与齿轮箱输入端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锅炉排污扩容器，其特征在于，所采用的加碱装置包括加液管

道及阀门，在脱硫反应容器顶部设置有加液口并密封安装该加液管道，加液管道经过阀门

与储液容器连通，储液容器内存储有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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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炉排污扩容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污染治理设备，具体涉及一种烟尘和脱硫一体化且隔离的锅炉排

污扩容器，属于锅炉排污净化设备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环保要求日益提高，工业“三废”的处置要求越来越严格。其

中，工业锅炉烟气排放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内容，但遇到了较大困难，主要原因是传动用

于工业锅炉烟气排放的设备均不能很好的满足新环保标准要求，存在烟气处理不彻底或者

会造成二次污染问题。例如，工业锅炉排烟的脱硫除尘器一般为湿式脱硫除尘器，湿式脱硫

除尘器需要有独立的排污容器用于吸收烟气中不溶于水的非常和含硫等有害物质，湿式除

尘的优点是易维护，且可通过配制不同的除尘剂，达到除尘和脱硫效果，缺点是除尘液需处

理，可能导致二次污染。现有锅炉湿式除尘净化设备普遍是将烟尘中含有的尘埃颗粒、碱液

和含硫气流混合在同一反应容器内，但没有有效隔离，尘埃颗粒很容易黏附在反应层，造成

反应液变稠，影响反应持续进行，需要定期清洗容器才能改善除尘脱硫效果，增加工作量和

维护成本。持续使用后在脱硫除尘器中，气体与脱硫浆液接触不够好，因而达不到理想的脱

硫除尘效果。另一方面，现有常见的燃煤锅炉烟气脱硫除尘装置，为提高除尘效率人们通常

将其串联使用，往往使其占地面积或者制造成本大大提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目前锅炉排污处理过程存在粉尘沉淀与反应液混合循环难以分离问题，且存

在反应液浪费和易产生二次污染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在反应容器内部将粉尘沉淀与反

应液沉淀有效隔离，并能够反应液反应效率的锅炉排污扩容器。

[0004] 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技术方案是采用一种锅炉排污扩容器，包括脱硫反应容器、压

风进烟管道和排烟管道，以及向脱硫反应容器内加碱的装置，来自锅炉燃烧的烟尘通过压

风进烟管道进入脱硫反应容器底部，通过脱硫反应容器后从其顶部的排烟管道排出，其特

征在于，在脱硫反应容器内套装有塔式分离器，该塔式分离器包括多组依次套装的锥形罩，

首个锥形罩顶部封闭，其余各锥形罩的顶部设置有顶孔，相邻锥形罩的上层罩内固定有导

向插杆，各导向插杆插装于下层锥形罩的顶孔内，各锥形罩的内壁套装有垫层，在垫层内壁

上均匀分布有通气槽；位于塔式分离器底部设置有密封的主沉淀池，塔式分离器的斜面向

下通过反应沉淀通道连通有密封的辅沉淀池，辅沉淀池与滤清池一体但在两者之间设置有

隔层，隔层上端高度低于辅沉淀池壁高度；在滤清池内安装有水泵，水泵的抽水管连通于所

述脱硫反应容器内腔中，抽水管的出水口与脱硫反应容器内腔相切且沿水平面向下倾斜，

使抽水管的出水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腔反应液旋转。

[0005] 进一步地，位于脱硫反应容器内腔沿切向布置的抽水管上安装有高压喷头，与抽

水管连通的水泵的控制端安装有定时器，定时启动水泵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液体沿容器内

壁循环。同时，在反应沉淀通道入口的一侧固定有竖筛网，竖筛网位于循环水流的下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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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地，在所述塔式分离器的下方设置有含均布孔的板作为分气篦。

[0007] 其中，所采用的加碱装置，可以包括外支架、输料筒、储料斗、拨料辊和电机，输料

筒和储料斗固定于外支架内侧，且储料斗位于输料筒上侧，两者连通，在输料筒上端横向安

装有转轴，并在转轴上固定有拨料辊，拨料辊的圆周侧面均匀分布有料槽，输料筒底部套装

有导料斗，在外支架上固定有齿轮箱和电机，转轴与齿轮箱输出端连接，电机与齿轮箱输入

端连接。

[0008] 另外，所采用的加碱装置还可以是液体加减装置，包括加液管道及阀门，在脱硫反

应容器顶部设置有加液口并密封安装该加液管道，经过阀门与储液容器连通，储液容器内

存储有碱液。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本发明利用塔式分离器能够使烟尘沉淀与上层反应沉淀隔

离，烟尘沉淀和下层少量反应沉淀直接进入主沉淀池内，积累后定期排出处理。上层主要反

应物沉淀进入辅沉淀池内，定期回收或反向治取利用。具有对不同排出物分别处理的功能，

可达到沉淀分类和高效处理目的，且有助于防止二次污染，节约用碱量且节约用水。不仅适

合电站燃煤循环硫化床锅炉除尘脱硫，也可应用燃煤链条锅炉的湿法脱硫除尘和烟气净

化，脱除二氧化硫效率高，尾气净化彻底，应用在炉窑行业脱除氟化氢和窑炉尾气酸性废气

净化设备等，并对球团、烧结机尾气脱硫。

[0010] 2.本发明中的利用塔式分离器，各锥形罩能够根据排气量多少自动升降调节，自

然状态下依靠自重向下与下层锥形罩贴合在一起，但相邻锥形罩之间存在均匀分布的通气

槽，能够使上升气流均匀分散于各锥形罩周边，使气流重复与反应液进行中和反应，提高反

应效率。本发明中的塔式分离器整体为圆锥形结构，能促使反应沉淀沿锥面向下滑动并利

于积累，防止沉淀物堵塞通气槽。利用抽水管出水口切线且向下冲击进入脱硫反应容器内

腔，能够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腔反应液旋转，旋转的反应液带动塔式分离器底层沉淀转动，

经过竖筛网被阻隔进入反应沉淀通道中。可以通过安装液位传感器来检测反应液高度以控

制补水管及时补水，通过安装检测沉淀物淤积程度来控制水泵的抽水时机，通过检测脱硫

反应容器中反应液的PH值来控制加碱装置及时补碱，或者根据碱液中碱性组分平均消耗量

自动匀速加碱。还可以通过传感器检测主沉淀池和辅沉淀池中沉淀物淤积程度。为实现自

动控制提供可能。

[0011] 3.本发明结构简单合理，占地面积小，直接在现有反应容器内实现沉淀物分离达

到扩容效果，制造成本较低，维护工作量很小，操作量很少，使用效果好，适合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本发明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是图1中容器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是图2中锥形罩的组装图。

[0015] 图4是图2中加碱装置的剖面结构示意图。

[0016] 图5是图4的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是图2中A-A剖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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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如图1所示的锅炉排污扩容器，包括脱硫反应容器1、压风进烟管道2和排

烟管道3，主沉淀池8、辅沉淀池9、滤清池10、水泵11和抽水管12及补水管14，还包括塔式分

离器4和向脱硫反应容器1内加碱的装置。通过脱硫反应容器1后从其顶部的排烟管道3排

出。

[0019] 如图2所示，脱硫反应容器1上部为圆柱形，其型号根据排烟量设计合适的直径和

高度，下部为锥形段作为曝气池5，底部连通于主沉淀池8。来自锅炉燃烧的烟尘通过鼓风机

和压风进烟管道2进入脱硫反应容器1底部的锥形段内曝气后，烟气向上排放。在本实施例

中，在曝气池5的上方设置有含均布孔的板作为分气篦7，其目的是将曝气池5内集中的大气

泡打碎分散，以利于烟尘与液体结合，促使烟尘悬浮或直接沉淀。分气篦7同时具有初步过

滤功能，促使烟尘悬浮液首次被阻滞上移。

[0020] 参见图2和图3，在脱硫反应容器1内套装有塔式分离器4作为阻止烟尘悬浮物的阻

止部件。该塔式分离器4包括多组依次套装的锥形罩41，首个锥形罩顶部封闭，其余各锥形

罩的顶部设置有顶孔42，相邻锥形罩的上层罩内固定有导向插杆43，各导向插杆43插装于

下层锥形罩的顶孔42内，各锥形罩的内壁套装有垫层44，在垫层44内壁上均匀分布有通气

槽45。反应液的液面应当高于塔式分离器4，可通过连通器17或液位传感器来监控反应液高

度，通过补水管14补水和通过加碱来调节水位和反应液PH值。本实施例中各锥形罩能够根

据排气量多少自动升降调节，自然状态下依靠自重向下与下层锥形罩贴合在一起，但相邻

锥形罩之间存在均匀分布的通气槽45，能够使上升气流均匀分散于各锥形罩周边，使气流

重复与反应液进行中和反应，提高反应效率。而且，塔式分离器4整体为圆锥形结构，能促使

反应沉淀沿锥面向下滑动并利于积累，防止沉淀物堵塞通气槽45。

[0021] 参见图1和图2所示，位于塔式分离器4底部设置有密封的主沉淀池8，主沉淀池8底

部设置排污口一及盖18。塔式分离器4的斜面向下通过反应沉淀通道13连通有密封的辅沉

淀池9，辅沉淀池9底部设置排污口二及盖19。辅沉淀池9与滤清池10一体但在两者之间设置

有隔层20，隔层20上端高度低于辅沉淀池9壁高度，从而，反应沉淀几乎都沉积于辅沉淀池9

内。在滤清池10内安装有水泵11，水泵11的抽水管12连通于所述脱硫反应容器1内腔中，实

现循环。

[0022] 本实施例设计出水管需要满足的条件是：抽水管12的出水口与脱硫反应容器1内

腔相切且沿水平面向下倾斜，使抽水管12的出水驱动脱硫反应容器1内腔反应液旋转。从而

利用抽水管12出水口的驱动力来驱动塔式分离器4上层反应池6的反应液旋转，进而带动塔

式分离器4底层沉淀转动。参见图2和图6所示，在反应沉淀通道13入口的水流下侧位固定有

内支架21，内支架21上固定有竖筛网22。塔式分离器4底层的沉积物能够经过竖筛网22被阻

隔进入反应沉淀通道13中。

[0023] 本实施例加碱的方式可以采用补碱液的方式，例如将石灰水或者氢氧化钠通过备

用口16或专用加碱液口进行补充。或者直接加入熟石灰水或粉。在采用氢氧化钠与熟石灰

粉结合的方案时，首先加入氢氧化钠使反应液形成PH值为10～12的溶液，塔式分离器4各锥

形罩周边的均匀排出的烟气细流与氢氧化钠溶液充分反映，反应液吸收烟气生成NaSO3和

Na2SO4污水溶液。再向脱硫反映容器内定时定量投放熟石灰粉，根据烟气中含硫量计算熟石

灰粉的投放量和投放速度，使其与NaSO3和Na2SO4充分反应生成Ca（SO3）2和CaSO4沉淀悬浮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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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Ca（SO3）2和CaSO4沉淀悬浮颗粒进入辅沉淀池9后逐渐沉积形成沉积层，定期清理辅沉淀

池9。浸入曝气池5的部分氢氧化钠溶液直接与曝气池5内烟气反映，但很少接触熟石灰粉，

所以位于主沉淀池8内主要是粉尘杂质沉淀，反映沉淀较少，可随杂质沉淀一起定期清理，

沉淀处理难度降低，粉尘杂质沉淀不会进入塔式分离器4上层，不影响反映循环，可直接在

现有反应容器内实现沉淀物分离达到扩容效果，其结构简单合理，占地面积小，增设的塔式

分离器4制造成本较低，维护工作量很小，操作量很少，使用效果好。

[0024] 实施例2：在实施例1基础上，采用一种持续均匀的加碱装置15，以达到稳定反应液

中碱液浓度基本稳定的目的。参见4和图5所示，该加碱装置15包括外支架151、输料筒152、

储料斗153、拨料辊155和电机159等。其中，输料筒152和储料斗153固定于外支架151内侧，

且储料斗153位于输料筒152上侧，两者连通，在输料筒152上端横向安装有转轴154，并在转

轴154上固定有拨料辊155，拨料辊155的圆周侧面均匀分布有料槽156，输料筒152底部套装

有导料斗157，在外支架151上固定有齿轮箱158和电机159，转轴154与齿轮箱158输出端连

接，电机159与齿轮箱158输入端连接，位于储料斗153内的熟石灰粉通过拨料辊155的各料

槽被匀速等分后进入输料筒152内，经过导料斗157进入脱硫反应容器1内。

[0025] 实施例3：在实施例1或2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安装液位传感器来检测反应液高度以

控制补水管14及时补水，通过安装检测沉淀物淤积程度来控制水泵11的抽水时机，通过检

测脱硫反应容器1中反应液的PH值来控制加碱装置15及时补碱，或者根据碱液中碱性组分

平均消耗量自动匀速加碱。还可以通过传感器检测主沉淀池8和辅沉淀池9中沉淀物淤积程

度，实现自动控制循环和沉淀定量提醒。

[0026] 实施例4：在实施例1或2基础上，在脱硫反应容器顶部设置备用口及盖16，备用口

边缘有法兰，需要使用液体碱时，在该法兰上安装加碱装置。该加碱装置包括加液管道及阀

门，在脱硫反应容器顶部设置有加液口并密封安装该加液管道，经过阀门与储液容器连通，

储液容器内存储有碱液。

[0027] 实施例5：在实施例1或2基础上，在位于脱硫反应容器1内腔沿切向布置的抽水管

上安装有高压喷头，利用高压喷头能够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水流动。流动不必须持续进行，

所以在水泵的控制端安装有定时器，即定时启动水泵驱动脱硫反应容器内液体沿容器内壁

循环。实现定时内循环的目的是防止沉淀物长期积累在塔式分离器4与脱硫反应容器1之间

的根部区域，以及促进循环能够使沉淀物进入沉淀通道。为提高沉淀物进入沉淀通道的效

果，仍然需要在反应沉淀通道入口的一侧固定有竖筛网22，竖筛网位于循环水流的下侧位。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990306 B

6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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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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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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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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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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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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