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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

置，包括相邻固定安装的酸液箱和碱液箱，所述

酸液箱和碱液箱的顶面同时安装有酸塔，所述酸

塔的顶面通过液体阻隔布气口安装有碱塔，所述

酸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酸塔填料

区、第二酸塔填料区、第一折流板、第一丝网除雾

层，所述酸塔底部一侧壁安装有进风口；所述碱

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碱塔填料区、

第二碱塔填料区、第二折流板和第二丝网除雾

层，所述碱塔底部通过碱液回流管与碱液箱连

通，所述碱塔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中和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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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相邻固定安装的酸液箱(101)和碱液

箱(102)，所述酸液箱(101)和碱液箱(102)的顶面同时安装有酸塔，所述酸塔的顶面通过液

体阻隔布气口(12)安装有碱塔，

所述酸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酸塔填料区(50101)、第二酸塔填料区

(50102)、第一折流板(601)、第一丝网除雾层(701)，所述酸塔底部一侧壁安装有进风口

(4)；

所述第一丝网除雾层(701)的上方、第一折流板(601)的下方以及第一酸塔填料区

(50101)和第二酸塔填料区(50102)之间分别安装有第一喷淋管，

位于酸液箱(101)一旁连接有酸液喷淋泵(201)，所述酸液喷淋泵(201)上还分支有三

根管路，三根管路分别与喷淋管接通；

所述碱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碱塔填料区(50201)、第二碱塔填料区

(50202)、第二折流板(602)和第二丝网除雾层(702)，所述碱塔底部通过碱液回流管(10)与

碱液箱(102)连通；

所述第二丝网除雾层(702)上方、第二折流板(602)的下方以及第一碱塔填料区

(50201)和第二碱塔填料区(50202)之间分别安装有第二喷淋管，

位于碱液箱(102)的一旁连接有碱液喷淋泵(202)，所述碱液喷淋泵(202)上还分支有

三根管，三根管分别与第二喷淋管接通；

所述碱塔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塔和碱塔均呈

圆柱体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塔的侧壁还安

装有第一酸塔人孔视镜(90101)和第二酸塔人孔视镜(9010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碱塔的侧壁还安装有

第一碱塔人孔视镜(90201)和第二碱塔人孔视镜(9020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液箱(101)的

顶面设置有酸液清污口(1101)。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碱液箱(102)的

顶面设置有碱液清污口(1102)。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酸液喷淋泵(201)上

分支的三根管路分别为第一酸液喷淋管(30101)、第二酸液喷淋管(30102)和第一除雾层清

洗管道(30103)。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其特征在于：碱液喷淋泵(202)上

分支的三个管分别为第一碱液喷淋管(30201)、第二碱液喷淋管(30202)和第二除雾层清洗

管道(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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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喷淋塔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化工产业日益壮大，与其相伴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急需解

决。

[0003] 目前，废气无组织外排环保督查一直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0004] 现有技术中，通常采用废气处理装置，其装备结构复杂，占地面积大，成本高，酸碱

中和效果和效率差。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申请人针对上述现有生产技术中的缺点，提供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从

而大大提高废气收集中和处置，合格外排的目的而提出的一种酸碱中和喷淋塔。

[0006] 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包括相邻固定安装的酸液箱和碱液箱，所述酸液箱

和碱液箱的顶面同时安装有酸塔，所述酸塔的顶面通过液体阻隔布气口安装有碱塔，

[0008] 所述酸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酸塔填料区、第二酸塔填料区、第一折

流板、第一丝网除雾层，所述酸塔底部一侧壁安装有进风口；

[0009] 所述第一丝网除雾层的上方、第一折流板的下方以及第一酸塔填料区和第二酸塔

填料区之间分别安装有第一喷淋管，

[0010] 位于酸液箱一旁连接有酸液喷淋泵，所述酸液喷淋泵上还分支有三根管路，三根

管路分别与喷淋管接通；

[0011] 所述碱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碱塔填料区、第二碱塔填料区、第二折

流板和第二丝网除雾层，所述碱塔底部通过碱液回流管与碱液箱连通；

[0012] 所述第二丝网除雾层上方、第二折流板的下方以及第一碱塔填料区和第二碱塔填

料区之间分别安装有第二喷淋管，

[0013] 位于碱液箱的一旁连接有碱液喷淋泵，所述碱液喷淋泵上还分支有三根管，三根

管分别与第二喷淋管接通；

[0014] 所述碱塔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6] 所述酸塔和碱塔均呈圆柱体结构。

[0017] 所述酸塔的侧壁还安装有第一酸塔人孔视镜和第二酸塔人孔视镜。

[0018] 碱塔的侧壁还安装有第一碱塔人孔视镜和第二碱塔人孔视镜。

[0019] 所述酸液箱的顶面设置有酸液清污口。

[0020] 所述碱液箱的顶面设置有碱液清污口。

[0021] 酸液喷淋泵上分支的三根管路分别为第一酸液喷淋管、第二酸液喷淋管和第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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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层清洗管道。

[0022] 碱液喷淋泵上分支的三个管分别为第一碱液喷淋管、第二碱液喷淋管和第二除雾

层清洗管道。

[002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4] 本实用新型结构紧凑、合理，操作方便，通过

[0025]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如下优点：

[0026]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酸碱中和喷淋塔外形美观、结构紧凑、耐腐蚀、抗老化、强度高、

净化效率好、阻力小、能耗低、安装维护管理方便，是目前比较理想的净化设备，净化后的酸

雾废气大大低于国家排放标准。

[0027] 本实用新型适用于在常温下对盐酸雾、硫酸雾、氯化氢、硫化氢。氰化氢、碱蒸汽等

酸性气体的净化处理。酸雾废气由引风机进入酸碱喷淋塔，经过二次喷淋中和除雾后排出

室外。

[0028] 本实用新型可广泛应用于化工、电子、冶金、电镀、纺织(化纤)、食品、机械制造等

行业过程中排放的酸、碱废气的净化处理，如调味食品、制酸、酸洗、电镀、电解、蓄电池等设

备技术领域。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其中：101、酸液箱；102、碱液箱；

[0031] 201、酸液喷淋泵；202、碱液喷淋泵；

[0032] 30101、第一酸液喷淋管；30102、第二酸液喷淋管；30103、第一除雾层清洗管道；

[0033] 30201、第一碱液喷淋管；30202、第二碱液喷淋管；30203、第二除雾层清洗管道；

[0034] 4、进风口；

[0035] 50101、第一酸塔填料区；50102、第二酸塔填料区；

[0036] 50201、第一碱塔填料区；50202、第二碱塔填料区；

[0037] 601、第一折流板；602、第二折流板；

[0038] 701、第一丝网除雾层；702、第二丝网除雾层；

[0039] 8、出风口；

[0040] 90101、第一酸塔人孔视镜；90102、第二酸塔人孔视镜；

[0041] 90201、第一碱塔人孔视镜；90202、第二碱塔人孔视镜；

[0042] 10、碱液回流管；

[0043] 1101、酸液清污口；1102、碱液清污口；

[0044] 12、液体阻隔布气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46]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酸碱中和的喷淋塔装置，包括相邻固定安装的酸液箱101

和碱液箱102，酸液箱101和碱液箱102的顶面同时安装有酸塔，酸塔的顶面通过液体阻隔布

气口12安装有碱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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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酸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酸塔填料区50101、第二酸塔填料区  50102、

第一折流板601、第一丝网除雾层701，酸塔底部一侧壁安装有进风口  4；

[0048] 第一丝网除雾层701的上方、第一折流板601的下方以及第一酸塔填料区  50101和

第二酸塔填料区50102之间分别安装有第一喷淋管，

[0049] 位于酸液箱101一旁连接有酸液喷淋泵201，酸液喷淋泵201上还分支有三根管路，

三根管路分别与喷淋管接通；

[0050] 碱塔内从下往上依次平行安装有第一碱塔填料区50201、第二碱塔填料区  50202、

第二折流板602和第二丝网除雾层702，碱塔底部通过碱液回流管10  与碱液箱102连通；

[0051] 第二丝网除雾层702上方、第二折流板602的下方以及第一碱塔填料区  50201和第

二碱塔填料区50202之间分别安装有第二喷淋管，

[0052] 位于碱液箱102的一旁连接有碱液喷淋泵202，碱液喷淋泵202上还分支有三根管，

三根管分别与第二喷淋管接通；

[0053] 碱塔的顶部设置有出风口8。

[0054] 酸塔和碱塔均呈圆柱体结构。

[0055] 酸塔的侧壁还安装有第一酸塔人孔视镜90101和第二酸塔人孔视镜90102。

[0056] 碱塔的侧壁还安装有第一碱塔人孔视镜90201和第二碱塔人孔视镜90202。

[0057] 酸液箱101的顶面设置有酸液清污口1101。

[0058] 碱液箱102的顶面设置有碱液清污口1102。

[0059] 酸液喷淋泵201上分支的三根管路分别为第一酸液喷淋管30101、第二酸液喷淋管

30102和第一除雾层清洗管道30103。

[0060] 碱液喷淋泵202上分支的三个管分别为第一碱液喷淋管30201、第二碱液喷淋管

30202和第二除雾层清洗管道30203。

[0061] 本实用新型所述液体阻隔布气口12的功能为：酸塔一级酸喷淋中和后的废气进入

碱塔二级碱喷淋的路径，同时可以阻隔上层碱喷淋液串液进入酸喷淋塔与酸喷淋液进行中

和反应。

[0062]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结构和功能如下：

[0063] 本实用新型采用圆柱体单塔体结构，分段连接而成，通过多层除雾、多层喷淋、多

层填料组成。

[0064] 酸雾废气由风管进风口4引入净化塔(即酸塔和碱塔)中，依次经过填料层(第一酸

塔填料区50101、第二酸塔填料区50102、第一碱塔填料区50201、第二碱塔填料区50202)，废

气与酸液箱101的酸喷淋液、碱液箱102的碱喷淋有进行气液两相充分接触吸收中和反应，

酸雾废气经过净化后，再经除雾层(第一折流板601、第二折流板602、第一丝网除雾层701、

第二丝网除雾层702)  脱水除雾后由风机出风口8排入大气。吸收液在塔底经喷淋泵(酸液

喷淋泵201、碱液喷淋泵202)增压后喷淋而下，最后酸喷淋液回流至塔底部酸液箱101、碱喷

淋液回流至碱液箱102循环使用。净化后的酸雾废气达到排放标准的排放要求，低于国家排

放标准。

[0065] 喷淋层是由喷淋管和喷嘴组成，根据喷淋塔直径大小，设置喷淋管和喷嘴的密度

不同。使用高效喷嘴，喷雾均匀且流量大不易堵塞。

[0066] 人孔视镜(第一酸塔人孔视镜90101、第二酸塔人孔视镜90102、第一碱塔人孔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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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01、第二碱塔人孔视镜90202)又称检测口，通常成型的视窗有 和 两种

规格。其主要作用是观测喷淋塔运行情况以及更换填料  (多面球填料)、检修喷嘴。

[0067] 酸液箱101、碱液箱102可通过加装自动补水装置、自动加药调节Ph计来保证酸液

箱101和碱液箱102的Ph值，磁翻板液位计来保证水箱液位不漫液。

[0068] 可通过除雾层清洗管道(第一除雾层清洗管道30103、第二除雾层清洗管道30203)

进行喷嘴及填料区(第一酸塔填料区50101、第二酸塔填料区50102、第一碱塔填料区50201、

第二碱塔填料区50202)的清洗工作，清洗后的酸碱废液通过清污口(酸液清污口1101、碱液

清污口1102)进行更换。实际使用过程中：

[0069] 引风机(图中未画出)将废气通过进风口4进入塔内，酸液喷淋泵201将酸液通过第

一酸液喷淋管道30101、第二酸液喷淋管道30102进入酸喷淋层进行喷淋作业，中和后的废

气进入折流板除雾层、丝网除雾层提高除雾效果，喷淋液从液体分布器喷淋到第一酸塔填

料区50101、第二酸塔填料区50102并沿填料表面留下回到酸液箱101中。

[0070] 一次喷淋中和后的废气进入碱喷淋塔内碱液喷淋泵202将碱液通过第一碱液喷淋

管道30201、第二碱液喷淋管道30202进入碱喷淋层进行喷淋作业，中和后的废气进入折流

板除雾层、丝网除雾层提高除雾效果，喷淋液从液体分布器喷淋到第一碱塔填料区50201、

第二碱塔填料区50202并沿填料表面留下回到碱塔底部，通过碱液回流管10回到碱液箱

102。

[0071] 经过二次喷淋中和后净化的废气符合排放标准，通过出风口8排出。

[0072] 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将酸液箱101和碱液箱102内的液体抽走，更换清洗溶液，酸

液喷淋泵201和碱液喷淋泵202工作，分别通过第一除雾层清洗管道30103和第二除雾层清

洗管道30203进行清洗。

[0073] 工作可靠，中和效果好。

[0074] 以上描述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不是对实用新型的限定，本实用新型所限定的

范围参见权利要求，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可以作任何形式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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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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