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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

转化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定向氧化转化装置、

高温氧化室、补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

热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氢吸收塔一/

二级、氯气氧化塔、碱洗塔、排烟风机、活性炭过

滤器、排气筒。本发明通过定向氧化转化装置、高

温氧化室、补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热

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氢吸收塔一/二

级、氯气氧化塔、碱洗塔等逐步对有机硅高沸混

合液进行定向转化、处理，分离的二氧化硅、盐酸

等产品均为合格工业产品，能够工业化利用，最

后排放除去的烟气也是达标合格的排放烟气；技

术和设备均先进可靠、经济合理，能够有效降低

运行成本，实现物料循环利用和能量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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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设置的定向氧化转化装置、

高温氧化室、补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热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氢吸收

塔一/二级、氯气氧化塔、碱洗塔、排烟风机、活性炭过滤器、排气筒；

所述定向氧化转化装置采用卧式旋转结构，定向氧化转化装置上设有专用四联体喷

枪，物料罐通过上料系统连接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储存于物料罐内；天然

气通过管路输送到燃烧器，由燃烧器自动点火系统点燃，使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内温度缓慢

升高，当其温度到达500-600℃时，经过加热后的助燃空气由补氧风换热器送入定向氧化转

化装置，高沸混合液经过上料系统的氮气加压，通过管路输送至专用喷枪喷入定向氧化转

化装置，进行定向转化，定向氧化转化装置烟气温度在升高至800℃进行热分解氧化，灰渣

由底部出灰机排出，经冷渣机后出灰，烟气输送至高温氧化室进一步加温分解；

所述高温氧化室是立式圆柱形，内部设有扰动结构，内壁衬为耐酸耐火材料，当其温度

达到800℃时,加热后的助燃空气由补氧风换热器送入高温氧化室；由定向氧化转化装置输

送过来的烟气在高温氧化室内被加热到1150℃进行高温氧化分解，烟气停留时间大于等于

2秒，焚毁去除率达到99.99%后离开高温氧化室，进入高温太棉捕捉器；

所述高温太棉捕捉器用于除去烟气中的SiO2粉尘，烟气进入高温太棉捕捉器，对烟气中

的SiO2粉尘进行捕捉，SiO2粉尘经过吹扫，经底部星型出灰阀进入冷渣机进行冷却出灰，除

去粉尘后的烟气进入余热回收装置回收热量；

所述余热回收装置用于回收除去粉尘后的烟气的热量，软化水进入预热回收装置内，

将烟气温度降低到510℃，软化水通过蒸汽管网排出，降低温度后的烟气先进去急冷盐酸吸

收塔在2秒以内将烟气温度降温到35℃，对烟气中的HCl进行初步吸收，初步吸收HCl后的烟

气依次进入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

所述氯化氢吸收塔二级的另一输出端还连接有氯化氢吸收塔一级，氯化氢吸收塔二级

将吸收的HCl传输至氯化氢吸收塔一级；

回收盐酸后的烟气通过第一除雾器后依次经过氯气氧化塔及高效除雾器除去烟气中

夹带的盐酸后再进入碱喷淋吸收塔，用碱吸收除去剩余的HCl和极少量的Cl2，再依次经过

第二除雾器和排烟风机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后，最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补氧风换

热器包括补氧风机和空气换热器，补氧风机连接有天然气，空气换热器连接定向氧化转化

装置和高温氧化室。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天然气还连接

至燃烧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专用四联

体喷枪包括物料喷嘴和若干压缩惰性气体喷嘴，压缩惰性气体喷嘴能够定时氮气脉冲，利

用惰性气体充分包裹有机硅废液及废渣浆，使其与空气隔离，并且对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充

分雾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SiO2粉尘出口

温度为900℃，由冷渣机降温至80℃自动包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急冷盐酸

吸收塔和氯化氢吸收塔一级，急冷盐酸吸收塔对HCl进行降温，并将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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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的HCl输送至急冷盐酸吸收塔，回收盐酸。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除雾

器也连接至石墨冷却器，将烟气中的HCl通过石墨冷却器冷却、输送至急冷盐酸吸收它，进

行盐酸回收。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氯气氧化

塔连接有污水处理装置，对氯气氧化塔除去的氯气进行处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碱洗塔的

输送端还连接有氯气氧化塔，碱洗塔吸收烟气中剩余的极少量Cl2，并输送至氯气氧化塔进

行二次氧化。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向氧

化转化装置出口进余热回收装置进口的位置设置有除氮氧化物工艺装置，在850-1050℃温

度范围内，在无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向炉膛内喷入尿素，与NOx发生反应，将NOx还原为N2从

而降低NOx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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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物处理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

统。

背景技术

[0002] 有机硅材料具有优异的耐高低温和电绝缘性能，广泛应用于农业、工业、军事等领

域。甲基氯硅烷单体是生产各类有机硅材料的基础原料，其合成技术与有机硅工业的发展

密切相关。1941年美国GE公司发明了直接法合成甲基氯硅烷的技术，并在1947年实现工业

化生产；

在直接法合成有机硅单体的过程中，除目标产物二甲基二氯硅烷外,还有一些副产物，

包括甲基三氯硅烷、三甲基氯硅烷、甲基二氯硅烷/高沸物和低沸物等。高沸物是以Si—Si，

Si—C—Si为主的30多种硅烷混合物。常温常压下高沸物是一种黑色、带有刺激性气味并具

有强烈腐蚀性的混合液体,密度约为1.13g/cm3，沸程80～215℃。目前，国内粗单体中高沸

物的质量分数约为7%～8%，国外一般为3%～5%。近年来，随着国内有机硅工业的迅速发展，

甲基氯硅烷单体的产量越来越大，随之产生大量的高沸物。由于高沸物难以用简单的方法

制成有价值的有机氯硅烷，高沸物的商业价值一直较低，大量积压，既造成严重的环保问题

和安全隐患，又浪费资源。因此,高沸物的处理及开发利用对有机硅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

积极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通过定向氧化转化

装置、高温氧化室、补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热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

氢吸收塔一/二级、氯气氧化塔、碱洗塔等逐步对有机硅高沸混合液进行定向转化、处理，分

离的二氧化硅、盐酸等产品均为合格工业产品，能够工业化利用，最后排放除去的烟气也是

达标合格的排放烟气；技术和设备均先进可靠、经济合理，能够有效降低运行成本，实现物

料循环利用和能量的回收。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定向氧化转化装置、高温氧化室、补

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热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氯

气氧化塔、碱洗塔、排烟风机、活性炭过滤器、排气筒；

所述定向氧化转化装置采用卧式旋转结构，定向氧化转化装置上设有专用四联体喷

枪，物料罐通过上料系统连接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储存于物料罐内；天然

气通过管路输送到燃烧器，由燃烧器自动点火系统点燃，使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内温度缓慢

升高，当其温度到达500-600℃时，经过加热后的助燃空气由补氧风换热器送入定向氧化转

化装置，高沸混合液经过上料系统的氮气加压，通过管路输送至专用喷枪喷入定向氧化转

化装置，进行定向转化，定向氧化转化装置烟气温度在升高至800℃进行热分解氧化，灰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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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底部出灰机排出，经冷渣机后出灰，烟气输送至高温氧化室进一步加温分解；

所述高温氧化室是立式圆柱形，内部设有扰动结构，内壁衬为耐酸耐火材料，当其温度

达到800℃时,加热后的助燃空气由补氧风换热器送入高温氧化室；由定向氧化转化装置输

送过来的烟气在高温氧化室内被加热到1150℃进行高温氧化分解，烟气停留时间大于等于

2秒，焚毁去除率达到99.99%后离开高温氧化室，进入高温太棉捕捉器；

所述高温太棉捕捉器用于除去烟气中的SiO2粉尘，烟气进入高温太棉捕捉器，对烟气

中的SiO2粉尘进行捕捉，SiO2粉尘经过吹扫，经底部星型出灰阀进入冷渣机进行冷却出灰，

除去粉尘后的烟气进入余热回收装置回收热量；

所述余热回收装置用于回收除去粉尘后的烟气的热量，软化水进入预热回收装置内，

将烟气温度降低到510℃，软化水通过蒸汽管网排出，降低温度后的烟气先进去急冷盐酸吸

收塔在2秒以内将烟气温度降温到35℃，对烟气中的HCl进行初步吸收，初步吸收HCl后的烟

气依次进入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

所述氯化氢吸收塔二级的另一输出端还连接有氯化氢吸收塔一级，氯化氢吸收塔二级

将吸收的HCl传输至氯化氢吸收塔一级；

回收盐酸后的烟气通过第一除雾器后依次经过氯气氧化塔及高效除雾器除去烟气中

夹带的盐酸后再进入碱喷淋吸收塔，用碱吸收除去剩余的HCl和极少量的Cl2，再依次经过

第二除雾器和排烟风机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后，最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补氧风换热器包括补氧风机和空气换热器，补氧风机连接有天然

气，空气换热器连接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和高温氧化室。

[0006] 进一步地，天然气还连接至燃烧器。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专用四联体喷枪包括物料喷嘴和若干压缩惰性气体喷嘴，压缩惰

性气体喷嘴能够定时氮气脉冲，利用惰性气体充分包裹有机硅废液及废渣浆，使其与空气

隔离，并且对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充分雾化。

[0008] 进一步地，SiO2粉尘出口温度为900℃，由冷渣机降温至80℃自动包装。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石墨冷却器连接有急冷盐酸吸收塔和氯化氢吸收塔一级，石墨冷

却器对HCl进行降温，并将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吸收的HCl输送至急冷盐酸吸收塔，回收盐

酸。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除雾器也连接至石墨冷却器，将烟气中的HCl通过石墨冷却器

冷却、输送至急冷盐酸吸收它，进行盐酸回收。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氯气氧化塔连接有污水处理装置，对氯气氧化塔除去的氯气进行

处理。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碱洗塔的输送端还连接有氯气氧化塔，碱洗塔吸收烟气中剩余的

极少量Cl2，并输送至氯气氧化塔进行二次氧化。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出口进余热回收装置进口的位置设置有除氮氧

化物工艺装置，在850-1050℃温度范围内，在无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向炉膛内喷入尿素，

与NOx发生反应，将NOx还原为N2从而降低NOx排放浓度。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采用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对高沸物进行氧化转化，所述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技

术可靠，自动化水平高，装置内设有导流系统，氧化转化稳定性佳；有效保证补氧空气的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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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度、氧化转化温度及烟气滞留时间，并通过自动温度检测实现温控氧化转化，保证整个系

统经济性，具体如下优点：1）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按三T原则设计，装置温维持在500℃-800℃

可将高沸混合物内有机物部份氧化分解；2）装置内容积大，停留时间2秒，装置负荷大，足够

应付各种热值废弃物，适用范围广且稳定；3）设计负压氧化转化，不逆火，避免有害气体外

泄，操作安全可靠；4）装置转动装置为变频调速电机，齿轮传动,整体工作状态平稳；装置内

衬第一层采用重质刚玉莫来石耐火砖，第二层采用轻质莫来石隔热砖，分为隔热层和蓄热

层，以保证炉外壁温层不得低于220℃但不超过250℃，保温后外表面温度不大于60℃；装置

放置设计成一定的斜度（装置尾部与地面呈3-5°倾角），以保证装置内物料传动的均匀推

进，但又能保证装置具有较小的转动矢量；装置头、尾采用高温浇注料浇注，并用不锈钢钢

钉做内部固定锚钉并设有膨胀外套，保证炉膛浇注的强度以适应装置工作状态的交变热应

力；5）装置壁采用碳钢材料，通过抛丸处理，保证材料表面的除锈效果良好，采用高温防腐

油漆涂装；6）装置由于使用高性能浇注料所以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500℃；7）装置出灰采用

自然重力出口，经碳钢封闭罩落入下方水池，再由带式出灰机送出；

（2）本发明定向氧化转化装置上设有专用四联体喷枪，专用四联体喷枪包括物料喷嘴

和若干压缩惰性气体喷嘴，压缩惰性气体喷嘴能够定时氮气脉冲，利用惰性气体充分包裹

有机硅废液及废渣浆，使其与空气隔离，并且在对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充分雾化过程中，不会

水解，能够高效稳定工作；

（3）本发明在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出口进余热回收装置进口的位置设置了除氮氧化物工

艺装置，在850-1050℃温度范围内，在无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向炉膛内喷入尿素，与NOx发

生反应，将NOx还原为N2从而降低NOx排放浓度，可除去高沸物中的氮氧化物；

（4）本发明的高温氧化室是按照3T原则设计，为了增加定向氧化转化气体的扰动，将炉

体设计成束放管的结构，气体在炉体内的流速，时而加快、时而降低，达到气体扰动的目的，

提高定向氧化转化效率；采用圆筒型耐火材料整体浇注成形结构，进口燃烧装置，助燃火

焰、烟气切向进入燃烧室，使炉内温度控制在1150℃，焚毁去除率≥99.99%；炉本体设有防

爆口及紧急排放系统，以确保系统具备防爆功能；

（5）本发明的高温太棉捕捉器采用的太棉具有极好的耐高温特性，远远超过其他过滤

材料的温度，可以适应于高达1600℃的工作环境，与传统除尘器相比，使用高温太棉除尘器

能够获得最佳的尘埃过滤及再生效果，经过高温太棉除尘器过滤后，粉尘的排放浓度将降

到1mg/m3以下，对于1微米以上的颗粒，过滤效率能达到99.99%以上；同时，太棉产品具有极

好的耐化学腐蚀性能；

（6）本发明通过定向氧化转化装置、高温氧化室、补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热

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氯气氧化塔、碱洗塔等逐步对有机硅高

沸混合液进行定向转化、处理，分离的二氧化硅、盐酸等产品均为合格工业产品，能够工业

化利用，最后排放除去的烟气也是达标合格的排放烟气；技术和设备均先进可靠、经济合

理，能够有效降低运行成本，实现物料循环利用和能量的回收。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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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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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18] 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定向转化系统，如图1所示，包括依次设置的定向氧化转化装

置、高温氧化室、补氧风换热器、高温太棉捕捉器、余热回收装置、急冷盐酸吸收塔、氯化氢

吸收塔一/二级、氯气氧化塔、碱洗塔、排烟风机、活性炭过滤器、排气筒；

其中，补氧风换热器包括补氧风机和空气换热器，补氧风机连接有天然气，空气换热器

连接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和高温氧化室；其中，天然气还连接至燃烧器；

所述定向氧化转化装置采用卧式旋转结构，定向氧化转化装置上设有专用四联体喷

枪，物料罐通过上料系统连接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储存于物料罐内；天然

气通过管路输送到燃烧器，由燃烧器自动点火系统点燃，使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内温度缓慢

升高，当其温度到达500-600℃时，经过加热后的助燃空气由补氧风换热器送入定向氧化转

化装置，高沸混合液经过上料系统的氮气加压，通过管路输送至专用喷枪喷入定向氧化转

化装置，进行定向转化，定向氧化转化装置烟气温度在升高至800℃进行热分解氧化，灰渣

由底部出灰机排出，经冷渣机后出灰，烟气输送至高温氧化室进一步加温分解；

其中，专用四联体喷枪包括物料喷嘴和若干压缩惰性气体喷嘴，压缩惰性气体喷嘴能

够定时氮气脉冲，利用惰性气体充分包裹有机硅废液及废渣浆，使其与空气隔离，并且在对

有机硅高沸混合液充分雾化过程中，不会水解，能够高效稳定工作；

所述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技术可靠，自动化水平高，装置内设有导流系统，氧化转化稳定

性佳；有效保证补氧空气的湍流度、氧化转化温度及烟气滞留时间，并通过自动温度检测实

现温控氧化转化，保证整个系统经济性，具体如下优点：

1）定向氧化转化装置按三T原则设计，装置温维持在500℃-800℃可将高沸混合物内有

机物部份氧化分解；

2）装置内容积大，停留时间2秒，装置负荷大，足够应付各种热值废弃物，适用范围广且

稳定；

3）设计负压氧化转化，不逆火，避免有害气体外泄，操作安全可靠；

4）装置转动装置为变频调速电机，齿轮传动,整体工作状态平稳；

装置内衬第一层采用重质刚玉莫来石耐火砖，第二层采用轻质莫来石隔热砖，分为隔

热层和蓄热层，以保证炉外壁温层不得低于220℃但不超过250℃，保温后外表面温度不大

于60℃；装置放置设计成一定的斜度（装置尾部与地面呈1.5°倾角），以保证装置内物料传

动的均匀推进，但又能保证装置具有较小的转动矢量；装置头、尾采用高温浇注料浇注，并

用不锈钢钢钉做内部固定锚钉并设有膨胀外套，保证炉膛浇注的强度以适应装置工作状态

的交变热应力；

5）装置壁采用碳钢材料，通过抛丸处理，保证材料表面的除锈效果良好，采用高温防腐

油漆涂装。

[0019] 6）装置由于使用高性能浇注料所以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500℃；

7）装置出灰采用自然重力出口，经碳钢封闭罩落入下方水池，再由带式出灰机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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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高温氧化室是立式圆柱形，内部设有扰动结构，内壁衬为耐酸耐火材料，当其温度

达到800℃时,加热后的助燃空气由补氧风换热器送入高温氧化室；由定向氧化转化装置输

送过来的烟气在高温氧化室内被加热到1150℃进行高温氧化分解，烟气停留时间大于等于

2秒，焚毁去除率达到99.99%后离开高温氧化室，进入高温太棉捕捉器；

高温氧化室是按照3T原则设计，为了增加定向氧化转化气体的扰动，将炉体设计成束

放管的结构，气体在炉体内的流速，时而加快、时而降低，达到气体扰动的目的，提高定向氧

化转化效率；采用圆筒型耐火材料整体浇注成形结构，进口燃烧装置，助燃火焰、烟气切向

进入燃烧室，使炉内温度控制在1150℃，焚毁去除率≥99.99%；炉本体设有防爆口及紧急排

放系统，以确保系统具备防爆功能；

所述高温太棉捕捉器用于除去烟气中的SiO2粉尘，烟气进入高温太棉捕捉器，对烟气

中的SiO2粉尘进行捕捉，SiO2粉尘经过吹扫，经底部星型出灰阀进入冷渣机进行冷却出灰，

粉尘的除去率达到99.99%，除去粉尘后的烟气进入余热回收装置回收热量；SiO2粉尘出口

温度为900℃，由冷渣机降温至80℃自动包装；

太棉具有极好的耐高温特性，远远超过其他过滤材料的温度，可以适应于高达1600℃

的工作环境，与传统除尘器相比，使用高温太棉除尘器能够获得最佳的尘埃过滤及再生效

果，经过高温太棉除尘器过滤后，粉尘的排放浓度将降到1mg/m3以下，对于1微米以上的颗

粒，过滤效率能达到99.99%以上；同时，太棉产品具有极好的耐化学腐蚀性能；

所述余热回收装置用于回收除去粉尘后的烟气的热量，软化水进入预热回收装置内，

将烟气温度降低到510℃，软化水通过蒸汽管网排出，降低温度后的烟气先进去急冷盐酸吸

收塔在2秒以内将烟气温度降温到35℃，对烟气中的HCl进行初步吸收，初步吸收HCl后的烟

气依次进入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

所述氯化氢吸收塔二级的另一输出端还连接有氯化氢吸收塔一级，氯化氢吸收塔二级

将吸收的HCl气体传输至氯化氢吸收塔一级；

所述氯化氢吸收塔一/二级是通过循环泵输送到塔上部段喷淋装置，喷淋装置采用不

锈钢螺旋喷头，防堵塞和腐蚀，确保烟气与水气充分接触，吸收的HCl输送至急冷盐酸吸收

塔，回收盐酸；

回收盐酸后的烟气通过第一除雾器后依次经过氯气氧化塔及高效除雾器除去烟气中

夹带的盐酸后再进入碱喷淋吸收塔，用碱吸收除去剩余的HCl和极少量的Cl2，再依次经过

第二除雾器和排烟风机通过活性炭吸附装置后，最后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

氯气氧化塔连接有污水处理装置，对氯气氧化塔除去的氯气进行处理；

碱洗塔的输送端还连接有氯气氧化塔，碱洗塔吸收烟气中剩余的极少量Cl2，并输送至

氯气氧化塔进行二次氧化；

第二除雾器还通过7%碱液连接碱洗塔，对烟气可进行重复碱洗，直至满足要求；

在对盐酸进行回收时，在急冷盐酸吸收塔中补入的水吸收氯化氢后，盐酸浓度约5%左

右，再进入降膜吸收器进一步吸收烟气中的氯化氢气体，在降膜吸收器中，盐酸浓度20%以

上时，排出装置，经过专用酸过滤器，过滤后洁净的盐酸送到盐酸储槽储存；

在定向氧化转化装置出口进余热锅炉进口的位置设置了除氮氧化物工艺装置，在850-

1050℃温度范围内，在无催化剂的作用下，直接向炉膛内喷入尿素，与NOx发生反应，将NOx还

原为N2从而降低NOx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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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太棉除尘器的工作原理：

高温太棉除尘器被固定在过滤箱上部的滤芯固定板上，固定板起到对含尘区和洁净区

的隔离作用。含尘高温气体进入含尘区，并在引风机的作用下由外表面向内表面通过高温

太棉除尘器。尘粒被阻挡在过滤器的外表面，清洁的气体进入过滤器内部，随即排放到过滤

器上部的洁净区；

随着尘饼越积越厚，过滤器的内外压差越来越大；当压降达到设计压降时，过滤器启动

反吹系统，利用压缩空气反向喷射，将尘饼清除掉。瞬时反向气流及其带来的气压会清除掉

吸附在滤芯外表面的尘饼，尘饼脱离后即落入集尘器；清除尘饼之后，过滤系统可以开始新

一轮的除尘循环，具有如下优点：

a.耐高温达1600摄氏度、不燃烧

b.过滤效率高，过滤后排放气体浓度低至1mg/m3，远低于国家最严格的50mg/m3

c.过滤精度高，可以过滤直径大于1微米的尘粒

d.可以使用8年之久而不用更换

e.耐强酸强碱等化学腐蚀

f.压力损失极低，运行费用低

g.产品材质不含任何有害物质成分

冷渣机的作用：冷渣机是干式冷却及输送高温残渣的专用高效节能冷渣设备，它的主

要任务就是将设备排出的高达950℃以上温度的残渣通过循环水冷却，将温度降到60℃后

包装处理；

余热回收装置：

余热回收装置采用立式水冷余热锅炉，整体运行平稳，结构合理，操作简便，设有可靠

的安全保障体系；采用蒸汽高压安全阀自动排放、压力控制器自动报警、并开启多余蒸汽排

放装置的汽压双安全保护系统；双色液位计与两个双室平衡容器加名牌压差式远传液位

计，双重液位显示；低水位补水，低水位报警并启动备用水泵系统，绝无安全隐患；定向氧化

转化炉出来的烟气进入余热锅炉达到回收热能和降温的目的，产生1.0MpaG、183℃的饱和

蒸汽；余热锅炉结构设计合理，蒸汽产量大，烟气阻力小，自动控制，运行可靠、方便；炉管采

用20G-GB5310-95《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设有自动定期除灰；

所述石墨冷却器为采用专用设计结构制造的石墨设备，设备分内外两部分组成，外部

是Q235的外壳，内壳是专用设计结构制造的石墨，中间部份设置循环水冷却；高温烟气经过

余热锅炉温度降至510℃，经烟道从上方进入急冷塔，急冷塔上设置的双流体雾化喷头，在

压缩空气的作用下，在喷头的内部，压缩空气与水经过若干次的打击，水被雾化成0.1mm左

右的水滴，被雾化后的水滴与高温烟气充分换热，带走热量，使得烟气温度在瞬间（0.8s）被

降至200℃以下，由于烟气在200～500℃之间停留时间为0.8s，因此防止了二噁英的再合

成；急冷塔的喷淋系统采用意大利PNR公司的低压双流体喷雾系统，低压双流体喷雾系统的

核心是喷嘴；正常工作时，需要同时供给喷嘴一定压力的压缩空气和水，在喷嘴的内部，压

缩空气与水经过若干次的打击，产生非常小的颗粒，当被雾化后的颗粒与高温烟气混合后，

带走热量，双流体喷头还具有优异的抗堵性能，使用维护量小，喷头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

优点；同时由于喷头正常工作时，喷头入口处的气压和水压都比较低（通常情况下，气压为

0.3-0.5MPaG，水压不超过0.6MPaG），管路系统耐压等级为1.6MPaG，因此，大大降低了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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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率，所以系统运行成本低，节能显著；急冷塔出口烟气温度与喷淋水量形成控制回路，

根据温度的变化实现水量的自动调节，水量通过调节比例调节阀来实；在焚烧废气、废渣

浆、废液的时候加大循环和喷淋水量使设备内烟气温度低于50℃，由后面氯化氢吸收塔洗

涤下来的酸性水进行不断的循环喷淋吸收，回收22%左右的盐酸；

喷淋碱洗塔是采用循环泵，通过加药（按比率7%：120L/h的氢氧化钠溶液）输入管路送

入喷淋系统进行循环，通过循环泵输送吸收塔底部的溶液送入塔上部段喷淋层，碱洗塔的

喷淋层均设置二层，喷淋碱洗塔材质玻璃钢，喷淋层的管道为UPVC材质，塔内表面覆有耐磨

层，喷嘴为耐腐蚀的锥螺旋型喷嘴，经喷嘴均布喷淋后下降，与塔中上升尾气逆流接触，尾

气温度降低，同时尾气中的水含量增加，溶液中的水含量减少，溶液浓度增加，吸收塔溶液

循环目的是收除去剩余的HCl气体和极少量的Cl2，尾气吸收后的达标排放进入排气筒；

排气筒的烟囱的设计根据《危险废物定向氧化转化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2001）严

格执行；烟囱内壁衬防腐涂料，确保烟囱的使用寿命。烟囱的设计符合整套设备使用工况；

按《固体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的要求，设置

永久采样孔，并安装用于采样和测量的设施，烟囱顶部设置避雷针，与地面避雷装置相连，

接地电阻小于4Ω。

[0020] 以上公开的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只是用于帮助阐述本发明。优选实施例并没有详尽

叙述所有的细节，也不限制该发明仅为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显然，根据本说明书的内容，

可作很多的修改和变化。本说明书选取并具体描述这些实施例，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本发明

的原理和实际应用，从而使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能很好地理解和利用本发明。本发明仅

受权利要求书及其全部范围和等效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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