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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
硫系统，
其包含脱硫塔（1）以及原烟囱（4），
还包
含排烟烟囱（2）、
空气预热器（3）、
旁通烟道（5）、
主烟道（6）、
烟气引风机（7）和保温风机（8）。
所述
空气预热器烟气入口（31）和空气入口（33）分别
连接烟气引风机（7）和保温风机（8）；
所述烟气引
风机（7）连接烟气通道（51），
空气预热器空气出
口（34）与空气通道（52）连接，
并通过主烟道（6）
进一步与原烟囱（4）连接。本发明可解决烟气脱
硫系统故障可能引发的烟气无法外排安全隐患，
并利用烟气自身热量对原烟囱保温，
对于自然排
烟加热炉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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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包含脱硫塔(1)以及排烟烟囱(2) ，
其特征在于：
还包含空气预热器(3)、原烟囱 (4)、旁通烟道(5)、主烟道(6)、烟气引风机(7)和保温风机
(8) ；
所述空气预热器烟气入口(31)和空气入口(33) ，
分别连接烟气引风机(7)和保温风机
(8) ；
所述旁通烟道(5)包含烟气通道(51)、
空气通道(52) ，
其中烟气引风机(7)连接烟气通
道(51) ，
空气预热器空气出口(34)与空气通道(52)连接，
并通过主烟道(6)进一步与原烟囱
(4)连接。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其特征在于：
主烟道(6)
设置有主烟道闸板(61)，
烟气通道(51)设置有烟道闸板(511) ，
空气通道(52)设置有空气通
道闸板(521)。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其特征在于：
空气预热器
烟气出口(32)与脱硫塔烟气入口(11)连接，
脱硫塔烟气出口(12)与排烟烟囱(2)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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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烟气脱硫技术领域，
特别是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迄今为止，
工业烟气排放标准的不断完善逐步促进着烟气脱硫技术的推广与发
展。对于自然排烟的加热炉需要烟囱保持一定温度以维持足够抽力保障生产安全，
但由于
烟气脱硫反应温度较低，
导致烟气排放温度低，
需要对烟囱保温或加热，
如采用烟气再热器
对脱硫净化烟气升温等。然而，
净化烟气水分含量高潜热大，
给其升温难度大且对再热器设
备要求高，
导致投资及运行成本均较大。因此，
利用净化烟气保温烟囱 ，
保持烟囱自生通风
力的方案不为最佳方案。此外，
综合考虑到脱硫系统一旦出现风机损坏、
塔体堵塞或烟囱温
度降低，
烟气将无法排出，
产生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
提供一种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可合理解决上述问题。
[0004] 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一种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包含脱硫塔以及原烟
囱；
增加热风保温烟囱部分，
包含排烟烟囱、
空气预热器、
旁通烟道、主烟道、烟气引风机和
保温风机，
其中旁通烟道包含烟气通道以及空气通道，
其通道上分别设置有烟道闸板、
空气
通道闸板；
所述空气预热器烟气入口连接烟气引风机，
烟气引风机连接烟气通道，
将待脱硫
烟气降温后引入脱硫塔进行脱硫净化；
所述空气预热器空气入口连接保温风机，
空气预热
器空气出口与空气通道连接，
进一步通过主烟道与原烟囱连通，
经空气预热器升温的热风
持续加热保温原烟囱。此外，
该系统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与脱硫塔烟气入口连接，
脱硫塔烟
气出口与排烟烟囱连接，
形成脱硫净化烟气排放通路。
[0005] 在正常情况下，
烟道闸板和空气通道闸板打开，
脱硫烟气在引风机产生的系统正
压作用推动下，
经排烟烟囱排出，
同时热风持续给原烟囱保温；
当脱硫系统停运或出故障
时，
立即关闭烟道闸板和空气通道闸板，
打开主烟道闸板，
烟气进入原烟囱抬升直接排出。
[0006] 所述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可解决烟气脱硫系统故障导致的烟气无法外
排的安全问题。
同时，
其利用空气与高温烟气热交换产生热风加热原烟囱，
对换热器要求低
且所需热量可由高温烟气降温提供，
无需外源加热，
运行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07] 图1是所述的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8]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本发明，
特举一例详细说明，
但本发明所要求权利不仅于此：
[0009]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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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的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其包含脱硫塔（1）以及原烟囱（4），
增
加排烟烟囱（2）、
空气预热器（3）、
旁通烟道（5）、
主烟道（6）、
烟气引风机（7）和保温风机（8）；
其中旁通烟道（5）包含烟气通道（51）、
空气通道（52），
其上分别设置有烟道闸板（511）、
空气
通道闸板（521）；
主烟道（6）上设置有主烟道闸板（61）；
空气预热器烟气入口（31）连接烟气
引风机（7），
烟气引风机（7）连接烟气通道（51），
空气预热器空气入口（33）连接保温风机
（8），
空气预热器空气出口（34）与空气通道（52）连接，
进一步通过主烟道（6）与原烟囱（4）连
通，
经空气预热器（3）升温的热风持续加热保温该烟囱；
与此同时，
该系统空气预热器烟气
出口（32）与脱硫塔烟气入口（11）连接，
脱硫塔烟气出口（12）与排烟烟囱（2）连接，
综上构成
图1所示利用热风保温烟囱的脱硫系统。
[0011] 该系统可适用于火力发电、
烧结、
焦化、
炼钢等工业烟气脱硫领域。
[0012] 当脱硫系统正常运行时，
烟道闸板（511）和空气通道闸板（521）开启，
主烟道闸板
（61）关闭 ，
工业生产高温烟气在烟气引风机（7）作用下经烟气通道（51）进入空气预热器
（3），
与保温风机（8）引入低温空气进行热交换，
空气升温为热风后通过空气通道（52）及主
烟道（6）进入原烟囱（4）为其保温，
与此同时降温烟气进入脱硫塔（1）进行脱硫净化，
脱硫净
化烟气在烟气引风机（7）产生的系统正压作用推动下，
经排烟烟囱（2）排出；
但当脱硫系统
停运或因烟气引风机（7）故障无法引入烟气脱硫时，
主烟道闸板（61）开启，
烟道闸板（511）
和空气通道闸板（521）关闭，
由于热风保温烟囱使烟气可顺利经原烟囱（4）排出。
[0013] 上述方案可及时处理烟气脱硫系统烟气流通障碍或维修停运问题，
去除系统安全
隐患，
提高烟气脱硫系统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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