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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
雾蒸发系统，
包括锅炉、
空预器、
电除尘器、脱硫
塔、
烟囱、
脱硫废水池，
用于预热脱硫废水的换热
器，用于输送脱硫废水的水泵，用于分流脱硫废
水的分流器，
用于雾化和喷射脱硫废水的两组喷
嘴 ，用于输送旁路烟气的风机，用于分离热烟气
飞灰的飞灰重力分离器，
用于吹扫烟巷底部飞灰
和加速脱硫废水蒸发的高温烟气均布板，
以及用
于加速脱硫废水流动的烟气喷口。
本发明设备占
地面积小，
运行成本低，
维护方便，
脱硫废水蒸发
完全 ，
能够对飞灰有吹扫作用从而防止烟巷积
灰，
脱硫废水喷入烟巷前经由换热器加热，
使其
具有一定温升，
从而促进脱硫废水蒸发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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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锅炉、空预器、
电除尘
器、脱硫塔、烟囱、脱硫废水池，用于预热脱硫废水的换热器，用于输送脱硫废水的水泵，用
于分流脱硫废水的分流器，用于雾化和喷射脱硫废水的两组喷嘴，用于输送旁路烟气的风
机，用于分离热烟气飞灰的飞灰重力分离器，用于吹扫烟巷底部飞灰和加速脱硫废水蒸发
的高温烟气均布板，
以及用于加速脱硫废水流动的烟气喷口；
锅炉的废气出口连接空预器，
空预器通过烟巷与电除尘器连接，
电除尘器与脱硫塔连接，
烟巷底部设有高温烟气均布板，
空预器前进口烟道处设置烟气旁路Ⅰ与飞灰重力分离器连接，
飞灰重力分离器与风机连接，
风机与高温烟气均布板连接，
分流器一端通过大粒径雾化喷嘴、小粒径雾化喷嘴和烟气喷
口与烟巷连接，
另一端与换热器连接，
换热器一端通过烟气旁路II连接在电除尘和脱硫塔
之间，
另一端与水泵连接，
水泵与脱硫废水池连接，
脱硫废水池与脱硫塔连接，
脱硫塔连接
烟囱。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大粒径雾化喷嘴、小粒径雾化喷嘴和烟气喷口均为多组阵列式布置，
布置于烟巷顶部和底
部；
其中，
大粒径雾化喷嘴将脱硫废水喷雾向烟气流动相反方向喷射，
喷射角度可调节；
烟
气喷口布置于大粒径雾化喷嘴之后、小粒径雾化喷嘴之前，
其将烟气旁路分流的热烟气喷
入烟巷中，
其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夹角为0～45 °
；
小粒径雾化喷嘴布置于烟气喷口后，
与烟
气流方向呈30～60 °
夹角，
雾化粒径为20～80μm；
在小粒径雾化喷嘴后烟巷底部布置高温烟
气均布板。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
温烟气均布板上开有多个小孔。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大粒径雾化喷嘴、小粒径雾化喷嘴与烟气喷口在烟巷里沿气流方向的布置位置如下：
大粒
径雾化喷嘴、
烟气喷口、
小粒径雾化喷嘴及高温烟气均布板依次布置，
其中大粒径雾化喷嘴
与烟气喷口间距为L1 ，
烟气喷口与小粒径雾化喷嘴间距为L2 ，
小粒径雾化喷嘴与高温烟气均
布板间距为L3 ，
L1与L2比为1:1～1:1 .5 ,L2与L3之比为2:1～1:1 .5；
其中大粒径雾化喷嘴组需
与小粒径雾化喷嘴组配合使用，
脱硫废水经大粒径雾化喷嘴组与小粒径雾化喷嘴组的流量
之比为6:4～3:7；
大粒径雾化喷嘴组需与烟气喷口组配合使用，
小粒径雾化喷嘴组需与高
温烟气均布板配合使用；
高温烟气经烟气喷口与高温烟气均布板的气体流量之比为6:4～
3:7。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烟巷是位于电除尘器之前的水平烟巷。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
温烟气均布板为交错排管式布置，
圆孔直径为5～15mm，
孔间距为20～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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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属于节能减排、环境工程
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中国火电厂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
用该方法脱硫时，
脱硫吸收塔内
浆液反复循环利用，
塔内可溶盐浆液不断浓缩，
为确保脱硫性能和维持系统内氯离子平衡，
需要不断补充、
更新浆液，
此过程中需要排放含有大量重金属离子的废水，
此部分排放的废
水即为“脱硫废水”。脱硫废水成分复杂，
主要含有高浓度悬浮物、
过饱和的亚硫酸盐以及多
种重金属杂质，
其中很多事国家环保标准中要求严格控制的第一类污染物。
因此，
需要对脱
硫废水进行严格处理，
从而实现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
[0003] 脱硫废水烟道蒸发技术是利用气液两相流喷嘴将脱硫废水雾化并喷入空预器与
电除尘器之间的烟巷中，
利用烟气余热(413-473K)将废水完全蒸发，
使废水中的污染物转
化为结晶物或盐类，
随飞灰一起被电除尘器捕集。使用该方法处理脱硫废水，
能够在有效处
理污染物的同时，
还能克服现行废水处理中设备投入大，
运行成本高的问题，
从而达到真正
的脱硫废水零排放。
[0004] 针对利用锅炉烟气余热处理脱硫废水，
冉景煜等人申请专利《火电厂湿法烟气脱
硫废水喷雾蒸发处理方法》，
在锅炉尾部烟道内烟气速度为5～11m/s ,温度为413～470K的
区域设置雾化喷嘴，
将压缩空气与脱硫废水同时通入雾化喷嘴，
从而使雾化后的液滴速度
为50～80m/s ,雾化粒径小于50μm；
王旭东等人申请专利《利用烟气余热处理脱硫废水的装
置》，
在电除尘器与脱硫塔之间设置蒸发浓缩池，
后将浓缩后的脱硫废水通过喷嘴喷入空预
器与电除尘器之前的烟道，
利用烟气余热脱硫；
刘海洋等人申请专利《一种烟道多级蒸发处
理脱硫废水的装置及方法》，
采用烟道为多段烟道 ,且水平段烟道与竖直段烟道交替布置 ,
每段烟道分别与布水支管道连接 ,且每段烟道内均设有雾化器，
从而达到高效处理脱硫废
水。
[0005] 然而当前利用锅炉烟气余热处理脱硫废水的技术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如果直
接将脱硫废水通入烟巷中，
烟尘含量大，
导致飞灰沉积；
二是雾化后的脱硫废水需要一定长
度的烟巷蒸发结晶，
而实际锅炉烟巷较短，
导致脱硫废水蒸发不完全腐蚀电除尘器；
三是采
用单个喷嘴雾化脱硫废水，
单位时间处理脱硫废水的量有限，
效率较低。因此，
希望通过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烟巷积灰、
脱硫废水蒸发不完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提供了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
蒸发系统，
解决了当前利用锅炉烟气余热处理脱硫废水时存在的废水蒸发不完全以及飞灰
沉积在烟巷等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
3

CN 106395952 B

说

明

书

2/4 页

发系统，
包括锅炉、
空预器、
电除尘器、
脱硫塔、
烟囱、
脱硫废水池，
用于预热脱硫废水的换热
器，
用于输送脱硫废水的水泵，
用于分流脱硫废水的分流器，
用于雾化和喷射脱硫废水的两
组喷嘴，
用于输送旁路烟气的风机，
用于分离热烟气飞灰的飞灰重力分离器，
用于吹扫烟巷
底部飞灰和加速脱硫废水蒸发的高温烟气均布板，
以及用于加速脱硫废水流动的烟气喷
口。锅炉的废气出口连接空预器，
空预器通过烟巷与电除尘器连接。
电除尘器与脱硫塔连
接。烟巷底部设有高温烟气均布板。
空预器前进口烟道处设置烟气旁路Ⅰ与飞灰重力分离器
连接，
飞灰重力分离器与风机连接，
风机与高温烟气均布板连接。分流器一端通过大粒径雾
化喷嘴、
小粒径雾化喷嘴和烟气喷口与烟巷连接，
另一端与换热器连接。换热器一端通过烟
气旁路II连接在电除尘和脱硫塔之间，
另一端与水泵连接。水泵与脱硫废水池连接，
脱硫废
水池与脱硫塔连接。脱硫塔连接烟囱。
[0008] 脱硫废水池中的废水由水泵输送到换热器，
经由电除尘器与脱硫塔之间的热烟气
加热，
使脱硫废水具有一定温升后由分流器分流成两股，
一股脱硫废水经大粒径雾化喷嘴
组在烟巷前段喷出，
另外一股经小粒径雾化喷嘴组在烟巷后段喷出。烟气旁路从空预器之
前的烟道引出，
在转角处设置飞灰重力分离器，
旁路烟气经由风机送风后分为两路，
一路烟
气通过位于两组雾化喷嘴组之间的烟气喷口进入烟巷，
并以一定角度沿烟气流方向喷射，
加速气流，
提高蒸发速率；
另外一路烟气进入位于小粒径雾化喷嘴组后面的高温烟气均布
板，
加速脱硫废水的蒸发，
防止积灰。
[0009] 进一步地，
所述的大粒径雾化喷嘴、小粒径雾化喷嘴和烟气喷口均为多组阵列式
布置，
布置于烟巷顶部和底部；
其中，
大粒径雾化喷嘴将脱硫废水喷雾向烟气流动相反方向
喷射，
使脱硫废水喷雾充分与热烟气混合，
雾化粒径为80～150μm，
喷射角度可调节；
烟气喷
口布置于大粒径雾化喷嘴之后、小粒径雾化喷嘴之前，
其将烟气旁路分流的热烟气喷入烟
巷中，
其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夹角为0～45 °
，
使其对大粒径雾化喷嘴喷出的脱硫废水喷雾
起加速作用，
以及防止雾化液滴和飞灰沉积，
并利用热烟气热量加快雾化液滴的蒸发；
小粒
径雾化喷嘴布置于烟气喷口后，
与烟气流方向呈30～60 °
夹角，
雾化粒径为20～80μm；
在小
粒径雾化喷嘴后烟巷底部布置高温烟气均布板。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高温烟气均布板上开有多个小孔，
旁路高温烟气从均布板小孔进
入烟巷，
加速喷雾液滴的蒸发、
防止飞灰沉积，
高温烟气均布板后连接电除尘器。
[0011] 进一步地，
所述的大粒径雾化喷嘴、小粒径雾化喷嘴与烟气喷口在烟巷里沿气流
方向的布置位置如下：
大粒径雾化喷嘴、
烟气喷口、
小粒径雾化喷嘴及高温烟气均布板依次
布置，
其中大粒径雾化喷嘴与烟气喷口间距为L1 ，
烟气喷口与小粒径雾化喷嘴间距为L2 ，
小
粒径雾化喷嘴与高温烟气均布板间距为L3 ，
L1 与L2比为1:1～1:1 .5 ,L2与L3之比为2:1～1:
1 .5；
其中大粒径雾化喷嘴组需与小粒径雾化喷嘴组配合使用，
脱硫废水经大粒径雾化喷嘴
组与小粒径雾化喷嘴组的流量之比约为6:4～3:7；
大粒径雾化喷嘴组需与烟气喷口组配合
使用，
小粒径雾化喷嘴组需与高温烟气均布板配合使用；
高温烟气经烟气喷口与高温烟气
均布板的气体流量之比约为6:4～3:7。
[0012] 进一步地，
所述的烟巷是位于电除尘器之前的水平烟巷，
所述大粒径雾化喷嘴、
小
粒径雾化喷嘴为雾化喷嘴，
雾化介质为从空预器前引出的高温烟气或高压空气或两种介质
的混合物。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高温烟气均布板为交错排管式布置，
圆孔直径为5～15mm，
孔间距
4

CN 106395952 B

说

明

书

3/4 页

为20～50mm。
[0014]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5] 一是本发明设备占地面积小，
运行成本低，
维护方便。二是采用脱硫废水与热烟气
多点喷雾蒸发，
能够对烟气余热能够较好利用，
使脱硫废水蒸发完全。三是在烟巷底部布置
烟气均布板，
能够对飞灰有吹扫作用从而防止烟巷积灰。四是脱硫废水喷入烟巷前经由换
热器加热，
使其具有一定温升，
从而促进脱硫废水蒸发结晶。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烟巷的截面图。
[0018] 图中：
1为锅炉，
2为空预器，
3为烟巷，
4为电除尘器，
5为脱硫塔，
6为烟囱 ，
7为脱硫
废水池，
8为水泵，
9为换热器，
10为分流器，
11为烟气旁路Ⅰ，
12为飞灰重力分离器，
13为风
机，
14为高温烟气均布板，
15为烟气喷口，
16为烟气旁路Ⅱ，
31为大粒径雾化喷嘴，
32为小粒
径雾化喷。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 ，
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晰、完
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如图1所示：
一种脱硫废水与热烟气多点喷雾蒸发系统，
包括锅炉1、
空预器2、
电除
尘器4、脱硫塔5、烟囱6、脱硫废水池7，用于预热脱硫废水的换热器9，用于输送脱硫废水的
水泵8，用于分流脱硫废水的分流器10，用于雾化和喷射脱硫废水的为大粒径雾化喷嘴31、
小粒径雾化喷32，
用于输送旁路烟气的风机13，
用于分离热烟气飞灰的飞灰重力分离器12，
用于吹扫烟巷底部飞灰和加速脱硫废水蒸发的高温烟气均布板14，
以及用于加速脱硫废水
流动的烟气喷口15。锅炉1的废气出口连接空预器2，
空预器2通过烟巷3与电除尘器4连接。
电除尘器4与脱硫塔5连接。烟巷3底部设有高温烟气均布板14。空预器2前进口烟道处设置
烟气旁路Ⅰ11与飞灰重力分离器12连接，
飞灰重力分离器12与风机13连接，
风机13与高温烟
气均布板14连接。分流器10一端通过大粒径雾化喷嘴31、小粒径雾化喷嘴32和烟气喷口15
与烟巷3连接，
另一端与换热器9连接。换热器9一端通过烟气旁路II16连接在电除尘4和脱
硫塔5之间，
另一端与水泵8连接。水泵8与脱硫废水池7连接，
脱硫废水池7与脱硫塔6连接。
脱硫塔5连接烟囱6。
[0021] 空预器2前进口烟道处设置烟气旁路Ⅰ11，
将少部分高温热烟气引出，
在转角处设
置飞灰重力分离器12，
利用飞灰的重力将旁路烟气除尘，
随后热烟气经由风机13送风后分
为两路，
一路进入高温烟气均布板14，
另一路通过喷口15进入空预器2与电除尘器4之间的
烟巷3。通过布置在烟巷底部的高温烟气均布板14将少量烟气吹入烟道，
一方面能使烟巷飞
灰不能沉积，
另一方面，
由于烟气具有413K-473K的温度，
能使靠近烟巷底部的脱硫废水蒸
发更加充分，
防止其进入电除尘器4。
[0022] 所述电除尘器4与脱硫塔5之间的烟道设置烟气旁路Ⅱ16，
通入换热器9加热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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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后返回烟道，
该方式能够利用烟气余热加热脱硫废水，
使脱硫废水温度有一定的温升，
对脱硫废水的蒸发具有促进作用；
所述脱硫废水池7与换热器9之间设置水泵8；
所述脱硫废
水经由换热器9加热后由分流器10分流，
并经由两组喷嘴31和32喷入烟巷3。
[0023] 如图2所示，
为烟巷3截面。该图显示了烟巷3中两组喷嘴(大粒径雾化喷嘴31和小
粒径雾化喷嘴32)、烟气喷口15和高温烟气均布板14组合多点喷射蒸发脱硫废水的布置方
式。所述两组喷嘴与烟气喷口15布置于烟巷3顶部和底部，
其中，
大粒径雾化喷嘴31将脱硫
废水喷雾向烟气流动相反方向喷射，
使脱硫废水喷雾充分与热烟气混合，
雾化粒径为80～
150μm，
喷射角度可调节；
将烟气喷口15布置于大粒径雾化喷嘴31之后，
其将烟气旁路I11分
流的烟气喷入烟巷3中，
其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夹角为0～45 °
，
使其对大粒径雾化喷嘴31喷
出的脱硫废水喷雾起加速作用；
小粒径雾化喷嘴32布置于烟气喷口15后，
与烟气流方向呈
30～60 °
倾角，
雾化粒径为20～80μm；
其后烟巷3底部布置高温烟气均布板14，
高温烟气均布
板为交错正排管式布置，
圆孔直径为5～15mm，
孔间距为20～50mm，
布风方式为均匀布风，
布
风板对下落的飞灰有吹扫作用，
另外其具有的余温可以加速靠近烟巷底部的脱硫废水的蒸
发。大粒径雾化喷嘴31与烟气喷口15间距为L1 ，
烟气喷口15与小粒径雾化喷嘴32间距为L2 ，
小粒径雾化喷嘴32与高温烟气均布板间距14为L3 ，
L1与L2比为1:1～1:1 .5 ,L2与L3之比为2:1
～1:1 .5；
其中大粒径雾化喷嘴31需与小粒径雾化喷嘴32配合使用，
脱硫废水经大粒径雾化
喷嘴31与小粒径雾化喷嘴32的流量之比约为6:4～3:7；
大粒径雾化喷嘴31需与烟气喷口15
配合使用，
小粒径雾化喷嘴32需与高温烟气均布板配合使用；
高温烟气经烟气喷口15与高
温烟气均布板14的气体流量之比约为6: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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