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4期 (上 )总第 491期生物科学

58

危废焚烧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
丁莹莹

（光远检测有限公司，河南 濮阳 457000）

摘 要 在化学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诸多危险废物，有机废水、废渣以及生化污泥等最具代表性，其凭借自身所

具备的毒害性、易燃易爆性、传染性以及腐蚀性，会严重损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于现阶段危险废物的

处理工作而言，危险废物回转窑焚烧法是实施阶段应用效果最好的处理方式 [1]。本文深入探究危险废物运作问题，

并提出相关的优化方案，以期能为相关行业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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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废焚烧分析

1.1 回转窑

半固体以及固体危险废物经进料机，进入到回转

窑中，此时的危险废物会滞留在 850摄氏度温度以上

的空间内 30分钟到 120分钟左右。在此之后，危险废

物就会经焚烧而变成温度较高的烟气以及灰渣，然后

相关物质就会经由回转窑尾端的高温烟道进行二次燃

烧，经过二次焚烧工作实现危险废物完全焚烧。二次

焚烧过后，借助水封刮板排渣机来处理残留的灰烬，

直至水温冷却后排入灰仓 [2]。

1.2 二燃室

在回转窑焚烧炉的高温环境之下，烟道气就会通

过回转窑的尾部流入到第二燃烧室之中，此时第二燃

烧室要将室温管控在 1100摄氏度到 1200摄氏度之间。

1.3 热能利用系统

随后，高温烟气就会由第二燃烧室流入余热锅炉

之中，将烟气温度冷却到 500摄氏度到 550摄氏度之间。

在此之间所产生的热量可以不断运用于工业生产，同

时，还能对烟气温度进行冷却，以便于后续应用。

2 烟气处理分析以及危废焚烧处理的工艺过程

2.1 烟气处理分析

2.1.1 烟气中颗粒物的净化

烟气颗粒物直径相对较小，从而就要借助高效袋

式除尘器对相关烟气进行净化过滤。可将颗粒物浓度

管控在 10mg/Nm3左右，从而实现烟气净化，同时还能

降低重金属物质的排放。

2.1.2 二噁英的净化处理

将活性炭注入设备安装到袋式过滤器的烟道上，

借助活性炭自身的吸附能力以及特殊的结构特性，从

而使得烟气中的二噁英得到有效处理 [3]。

2.2 危废焚烧处理的工艺过程

2.2.1 进料

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以及热值的差异，可以将危

险废物进行区分，从而进行差异性的仓库存储。随后，

相关工作人员就会借助叉车或是其他工具，将同种类

型的危险废物进行集中性的焚烧处理。

2.2.2 破碎

对于尺寸较大的固态危险废物而言，不能立即进

行焚烧处理工作，要先对其进行粉碎处理，当单体固

态危险废物尺寸变小时，再与其他类型废物充分搅拌

混合，才可进行焚烧炉焚烧工作 [4]。

2.2.3 废物焚烧

回转窑炉排型焚烧炉是现阶段市面上应用最为普

遍的焚烧工具，危险废物在此会进行分解、干燥、燃

烧以及燃尽等四个过程。在此之后，约有 95%的废料

转变为炉渣，随后炉渣会和二次燃烧的废料进入移动

式炉中进行二次燃烧。燃烧后所有物质均转变成炉渣

并排出系统。除此以外，回转窑以及燃烧所产生的高

温烟气会进入二燃室，由于相关烟气中含有大量挥发

性物质，并且多数存在毒害性。因此，要想使得相关

物质实现有效的氧化分解，就要将烟气温度调控在 850

摄氏度到 1200摄氏度以内，同时，还要将三氧注入到

二燃室之中，最终，确保烟气中的毒害物能够实现全

部的氧化分解。

2.2.4 余热利用

经过焚烧过后所产生的高温烟气可进行重复引用，

例如，高温烟气在流入余热锅炉中，烟气的热量会被

锅炉所吸收，从而产生蒸汽，此时的蒸汽就可用于发

电或是供热。除此以外，还可用于空气或水的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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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增强系统的整体热效率。

2.2.5 焚烧灰渣处理

危险废物在焚烧过后会由余热锅炉排出，然后经

过除尘器收集相关无机物以及有机物，除尘器收集的

物质会含有大量的金属以及非金属氧化物，同时，还

会存在少量的毒害物质，相关物质如果得不到有效处

理，就会对周边土壤以及地下水源产生严重污染。现

阶段，稳定圈化技术是国内运用最为普遍的处理技术，

这项技术通过接触稳定氧化作用来将危险废物之中的

污染成分或是化学成分进行包裹，从而降低相关物质

的毒害性以及可迁移性。

2.3 烟气净化

2.3.1 干法脱酸

通常情况下，会将石灰粉脱羧反应塔安置在袋式

除尘器前端的烟气管路之中。烟气通过急冷塔会流入

到后端的燃气管道内，此时，石灰粉和烟气之中含有

的酸性气体实现充分的混合反应，从而使得其中大多

数的酸性气体得到中和。反映过后的飞灰以及个别石

灰烟气会同步流入到布袋除尘器之中，然后飞灰以及

石灰粉就会吸附在布袋除尘器内部过滤带之上，并在

此之上继续对烟气中的酸性成分进行中和反应，如此

一来，就提高了脱酸工作的整体效率，同时也提升了

石灰粉的利用率。

2.3.2 活性碳吸附

将活性炭喷射反应器安置在袋式除尘器前端，在

烟气之中定时定量地添加活性炭粉末，活性炭的体表

面积较大，因此即便活性炭数量较少，但是和烟气混

合以及接触时间足够的话，也可以实现高效吸附净化

效果。通常情况下，烟气与活性炭会借助强烈的湍流

来完成，然而，要想二者间的接触时间达到一定限度，

就要借助后续的袋式除尘器来进行，也可以理解为，

活性炭喷射吸附过程需要依靠袋式除尘器来完成，因

此，活性炭要在袋式除尘器前端的烟气管道中加入。

此时，管道中的活性炭与烟气充分反应后，就会吸附

定量的污染物，即便没有达到饱和效果，然后还能和

烟气同步流入到后续的袋式除尘器之中，并滤带所过

滤，如此就可确保能够和烟气反应充分，最终，就可

实现针对烟气重金属的有效净化。

2.3.3 布袋除尘

对于危险废物焚烧系统除尘设施而言，相对于其

他除尘设施而言，袋式除尘器拥有更为突出的性能价

值，但是除尘器不但能够去除烟气之中的毒害物质，

同时也能对尾气排放进行很好的治理。

除尘器的主体是箱体，由进风均流管、灰斗喷吹

设施以及支架滤带等几部分共同构成。含有灰尘的烟

气会由除尘器进风均流管流入分室灰斗，随后，受到

导流装置的作用，实现大颗粒粉尘的分离，而其中尺

寸较小的粉尘会均匀附着在中部箱体以及滤袋的表面

之上，净化干净的气体则会流入上箱体，随后，经由

离线阀以及排风管排出。在长时间的过滤工作背景之

上，过滤带上将会堆积大量粉尘，当设备阻力超过一

定的限制范围时，清辉控制设施就会依据设定范围或

清灰时间来自动关闭一线离线阀，随后，依据相关程

序开启电控脉部进行停风喷吹处理，借助压缩空气来

增强滤袋内部压力，并将其中的粉尘存储到灰斗之中，

最后统一排出。

2.3.4 洗涤塔

烟气在经历干法脱酸过后，会进入湿法脱酸塔之

中，借助填充式洗涤塔以及氢氧化钠洗涤液来实现吸

收中和反应，以此来去除酸性气体，从而实现深度脱

酸效果。在众多脱酸处理设施之中，湿式洗涤塔的脱

酸效率最高时可达到 99%。对于洗涤塔内部的气液接

触而言，洗涤塔填料属于核心元件，因此，填料类型

以及填料层的高度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传质水平。

3 我国危险废物处置存在的问题

3.1 整体处理利用水平仍有待提高

近几年，工业领域的飞速进步，使得危险废物处

理设施都已在国内诸多城市得到普及运用，然而，现

阶段集中处理工作以及回收工作水平效率仍位于中低

阶段，相关危险废物就无法实现及时高效的处理，还

会导致危险废物处理工作不彻底不完全。现有技术能

力以及监管力度仍有待完善，从而致使污染物排放严

重超标 [5]。

3.2 处理利用能力区域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的危险废物处理过程中，最为严重的一点

就是区域内部处理能力差距过大，并且结构不合理。

我国工业种类繁琐多样，且占地面积较大，资源储备

丰富，极易产生诸多危险废物。

3.3 集中处理的效率低

现阶段，我国的危险废物监管体系仍有待完善，

且个别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管理或是监管力度不足，如

此，个别企业就会投机取巧，从而致使危险废物出现

流失、非法处置或是转售等情况。并且也缺乏有效完

善的危险废物管理体系，从而导致处理工作效率过低，

且诸多企业处理方式水平不足，致使处理效果不理想。

3.4 企业危险废物排放源头管理配合度低

危险废物管理工作属于一项流程性监管，对此，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4期 (上 )总第 491期生物科学

60

就要做到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排放各方面细节的严格把

关。现阶段，我国已有的危险废物监管制度仍有待完善，

危险废物监管方式也需要进一步优化。上述情况的主

要诱发原因如下：第一，受到技术条件的制约，大量

技术研究工作都将工作重点放在废物监管的前期过程

之中，从而忽略了后期阶段，致使后期技术水平不足，

最终导致废物管理工作效率过低。第二，废物排放源

头监管属于整体工作的最后部分，很难得到相关监管

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重视以及关注。

3.5 申报统计工作中的监管力度不足

需要高效完善的监管体系来进行危险废物的监管

工作。现阶段，诸多国有企业都严格依据国家标准进

行危险废物的申报以及存储，但在现实处理阶段，难

免会出现偏差或是缺陷，但是总体上看，基本符合硬

性要求。然而，个别私营企业对于危险废物的认知以

及处理工作有待完善，缺乏有效管控。对此，要做好

了解，明确危险废物的监管工作，不仅局限于技术层

面的基础保障，还要加强认知方面的宣传力度，增强

生产过程对危险废物的监管，从而确保危险废物的监

管工作落实到工业生产的整体过程之中。

3.6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水平低

就近几年而言，大量产废企业在相关知识的认知

以及专业技术的水平方面仍有待完善，需要深入发展。

尤其是对于个别企业的生产过程而言，整体生产流程

缺乏高效的管理体系，从而无法实现多方面的及时治

理，多数情况下，就会借助外部设施或是技术来进行

危险废物的处理工作。此外，在进行第三方技术的应

用阶段，还会难免出现其他污染物，从而就致使废物

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并且简化过后的处理方式，也

从根本上影响了废物处理的整体效果。除此以外，这

种处理方式还破坏了物质的循环使用情况。

4 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技术路线

4.1 提升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水平，促进监管

力度

在危险废物的处理过程之中，凭借行业自觉所达

到的处理效果远远不足，因此，国家有关部门也要加

强监管力度，构建监督以及惩处体系，从而实现对工

业生产企业的严格监管以及高效限制。第一，要确保

监管单位能够增强监管力度，正确行使权利，并积极

承担责任。第二，要增强立法工作，以便于后续工业

废气处理工作的落实。第三，在监管阶段，要积极严格

地依据相关环保原则，在确保周边环境条件得到保障的

前提条件下，才可进行工业危险废物的处理以及管理 [6]。

4.2 引进先进技术

要想加大危险废物污染的防治工作力度，就要积

极引进先进技术手段，以此来增强危险废物的整体性

应用情况，这项工作也是危险废物污染源管控的基础

方案。对此，就要积极促进相关技术体系以及标准体

制的构建，大量引入新型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产品，从

而增强危险废物的整体性应用情况以及利用水平，并

推动危险废物的循环利用状况，提高危险废物污染防

治工作的整体质量。

4.3 做好危险废物登记工作

要想工业生产过程之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得到有

效的监管，就要对有关危险废物做好及时的登记记录

工作。在具体实施阶段，一方面，要确保危险废物申

报以及登记工作的及时备案，同时，还要加强对于危

险废物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探究危险废

物所产生的根本诱发原因，从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防

治方案以及治理措施，最终得到所需的实际效果。与

此同时，还要做好针对上述信息数据的动态监管，以

此来确保有关工作人员能够及时地调动相关数据信息，

最终从根本上增强危险废物管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以及

效率。

5 结语

对于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而言，危险废物焚

烧工程拥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以及深远影响，此外，

还具备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双层含义。然而，在现

实运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以及安全隐患，对此，

就要进行持续性的优化以及完善，最终确保危险废物

得到更为高效、及时且妥协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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