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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

统，包括垃圾焚烧炉（1）、干法脱酸塔（3）、除尘器

（4）、湿法脱酸塔（7）、换热设备和排烟气装置；烟

气净化系统包括活性炭吸附塔（8）；换热设备包

括余热锅炉受热面（2）、余热锅炉省煤器（5）和烟

气换热器（6）；烟气换热器的降温通道包括第一

入口和第一出口，烟气换热器的升温通道包括第

二入口和第二出口；排烟气装置包括引风机（9）

和烟囱（10）；垃圾焚烧炉经余热锅炉受热面连接

干法脱酸塔，干法脱酸塔连接除尘器，除尘器经

余热锅炉省煤器连接第一入口，第一出口连接湿

法脱酸塔的烟气入口，湿法脱酸塔的烟气出口连

接第二入口，第二出口连接活性炭吸附塔，活性

炭吸附塔经引风机连接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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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包括垃圾焚烧炉（1）、干法脱酸塔（3）、除尘器（4）、湿法

脱酸塔（7）、换热设备和排烟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气净化系统包括活性炭吸附塔（8）；所述换热设备包括余热锅炉受热面（2）、余

热锅炉省煤器（5）和烟气换热器（6）；所述烟气换热器（6）包括降温通道和升温通道，所述降

温通道包括第一入口和第一出口，所述升温通道包括第二入口和第二出口；所述排烟气装

置包括引风机（9）和烟囱（10）；

所述垃圾焚烧炉（1）的烟气出口经余热锅炉受热面（2）连接干法脱酸塔（3）的烟气入

口，干法脱酸塔（3）的烟气出口连接除尘器（4）的烟气入口，干法脱酸塔（3）和除尘器（4）之

间的管道接入氨水供应装置（41），除尘器（4）的烟气出口经余热锅炉省煤器（5）连接第一入

口，第一出口连接湿法脱酸塔（7）的烟气入口，湿法脱酸塔（7）的烟气出口连接第二入口，第

二出口连接活性炭吸附塔（8）的烟气入口，活性炭吸附塔（8）的烟气出口经引风机（9）连接

烟囱（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法脱酸塔（3）的

底部设置烟气入口和干粉入口，干粉入口连接干粉供应装置（31），用于向干法脱酸塔（3）内

喷入脱酸吸收剂，干法脱酸塔（3）的顶部设置烟气出口。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酸吸收剂为碳酸

氢钠粉末或熟石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器（4）的底部

设置烟气入口，除尘器（4）的顶部设置烟气出口，除尘器（4）内设置若干仓室，每个仓室内设

置触媒陶瓷纤维滤管，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表面设置触媒催化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媒催化剂为V‑

Ti、V‑W‑Ti、Ce‑W‑Ti、Cu‑Fe‑Ce‑Ti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器（4）和余热

锅炉省煤器（5）在底部均设置有飞灰出口，飞灰出口经输灰系统连接飞灰储仓（42）。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湿法脱酸塔（7）外

部连接有碱液补充系统（7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吸附塔（8）

为固定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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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焚烧烟气净化技术，特别涉及一种能满足超低排放要求的垃

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是常用的处理垃圾方法，由于垃圾用焚烧法处理后，减量化效果显著，节

省用地，还可消灭各种病原体，将有毒有害物质转化为无害物，因此垃圾焚烧已成为城市生

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但由于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包含氮氧化物、酸性物

质、颗粒物、二噁英、重金属等污染物，现有的垃圾焚烧炉需配置烟气净化系统，以避免对环

境造成的二次污染。

[0003] 目前，国内主流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吸附+

布袋除尘器”工艺。其中，SN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为一种常用的烟气脱硝工艺，SNCR脱硝

技术是在850~1100℃的温度窗口内喷入氨水、尿素溶液等氨基还原剂，还原剂将烟气中的

氮氧化物（NOx）还原为无害的氮气和水，但SNCR的脱硝效率比较低，通常在30%~60%之间。半

干法工艺主要是以石灰浆经雾化后分布于烟气及烟气颗粒物的表面进行脱酸反应，干法工

艺则是直接将石灰粉喷入烟气中，半干法和干法工艺大都采用石灰粉进行脱酸反应，而半

干法工艺中所需的旋转雾化器则存在转速高容易造成雾化盘和喷嘴磨损等问题，并且随着

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控制标准的日益严格，半干法工艺的反应效率低以及设备容易出现故

障等问题更为突出。活性炭吸附和布袋除尘器组合工艺常用于二噁英和重金属脱除技术，

通过在进入布袋除尘器的烟气管道内喷入活性炭，用活性炭吸附二噁英和Hg等重金属污染

物，随后活性炭和烟气颗粒物进入袋式除尘器中被隔离在滤袋表面上，最终达到去除烟气

中颗粒物、二噁英、重金属的目的，但活性炭和烟气易发生混合不均匀，增加了污染物超标

排放的风险。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能有效脱除烟气中的酸

性物质、氮氧化物、粉尘颗粒物、二噁英和重金属，并且针对酸性物质采取二级脱酸，针对二

噁英和重金属采取二级脱除，能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0005]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6] 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包括垃圾焚烧炉、干法脱酸塔、除尘器、湿法脱酸塔、

换热设备和排烟气装置；

[0007] 所述烟气净化系统包括活性炭吸附塔；所述换热设备包括余热锅炉受热面、余热

锅炉省煤器和烟气换热器；所述烟气换热器包括降温通道和升温通道，所述降温通道包括

第一入口和第一出口，所述升温通道包括第二入口和第二出口；所述排烟气装置包括引风

机和烟囱；

[0008] 所述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经余热锅炉受热面连接干法脱酸塔的烟气入口，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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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酸塔的烟气出口连接除尘器的烟气入口，干法脱酸塔和除尘器之间的管道接入氨水供应

装置，除尘器的烟气出口经余热锅炉省煤器连接第一入口，第一出口连接湿法脱酸塔的烟

气入口，湿法脱酸塔的烟气出口连接第二入口，第二出口连接活性炭吸附塔的烟气入口，活

性炭吸附塔的烟气出口经引风机连接烟囱。

[0009] 所述干法脱酸塔的底部设置烟气入口和干粉入口，干粉入口连接干粉供应装置，

用于向干法脱酸塔内喷入脱酸吸收剂，干法脱酸塔的顶部设置烟气出口。

[0010] 所述脱酸吸收剂为碳酸氢钠粉末或熟石灰。

[0011] 所述除尘器的底部设置烟气入口，除尘器的顶部设置烟气出口，除尘器内设置若

干仓室，每个仓室内设置触媒陶瓷纤维滤管，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表面设置触媒催化剂。

[0012] 所述触媒催化剂为V‑Ti、V‑W‑Ti、Ce‑W‑Ti、Cu‑Fe‑Ce‑Ti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0013] 所述除尘器和余热锅炉省煤器在底部均设置有飞灰出口，飞灰出口经输灰系统连

接飞灰储仓。

[0014] 所述湿法脱酸塔外部连接有碱液补充系统。

[0015] 所述活性炭吸附塔为固定床式。

[0016] 本实用新型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首先，在干法脱酸塔的基础上又在除尘器后

增加了湿法脱酸塔，用于进一步对烟气进行高效脱酸，由此实现的二级脱酸工艺能满足酸

性气体超低排放的要求，且具备超高的脱酸效率。而且，不采用传统的半干法脱酸工艺，能

避免旋转雾化器因转速高造成的雾化盘和喷嘴磨损等问题，明显降低设备故障率。

[0017] 其次，烟气的脱硝处理是在280~350℃喷入还原剂氨水，并在除尘器中的触媒陶瓷

纤维滤管设置触媒催化剂用于脱硝，不仅能分解烟气中的NOx和二噁英，还能截留烟气中由

酸性物质和干法脱酸塔中的脱酸吸收剂反应生成的固态粉尘颗粒物，由此实现烟气的脱

酸、除尘、脱硝一体化，而且由触媒陶瓷纤维滤管截留下来的粉尘颗粒物对二噁英和重金属

也有一定的去除作用。而且，脱硝处理不采用SCR（选择性催化还原）反应器，无需单独的升

温措施，减少能源浪费，有益于烟气余热的能源梯级充分利用。

[0018] 再者，采用活性炭吸附塔进一步吸附烟气中的二噁英和重金属，利用了活性炭吸

附塔中活性炭具有极大比表面积的特点，保证烟气中二噁英和重金属指标全时段满足超低

排放要求。而且，不采用传统的活性炭吸附和布袋除尘器组合工艺，能避免活性炭和烟气混

合不均的问题，降低了超标排放风险。

[0019] 最后，换热设备中的余热锅炉受热面和余热锅炉省煤器分前后两段布置，余热锅

炉省煤器置于除尘器之后以实现余热利用，而且进入余热锅炉省煤器的烟气已经高效的脱

酸、脱硝和除尘处理，因而可避免余热锅炉省煤器堵塞和飞灰腐蚀等问题。而且，烟气余热

通过余热锅炉受热面和余热锅炉省煤器从而实现充分热交换，逐步实现能源的梯级清洁利

用。

[0020]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满足酸性气体、二噁英和重金属

超低排放要求，烟气中二噁英和重金属含量全时段达标，脱酸彻底且效率高，设备故障率

低，有助于能源梯级清洁利用。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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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中，1垃圾焚烧炉，2余热锅炉受热面，3干法脱酸塔，31干粉供应装置，4除尘器，

41氨水供应装置，42飞灰储仓，5余热锅炉省煤器，6烟气换热器，7湿法脱酸塔，71碱液补充

系统，8活性炭吸附塔，9引风机，10烟囱。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4] 参见图1，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包括垃圾焚烧炉1、干法脱酸塔3、除尘器4、

湿法脱酸塔7、活性炭吸附塔8、换热设备和排烟气装置。换热设备包括余热锅炉受热面2、余

热锅炉省煤器5和烟气换热器6。烟气换热器6包括降温通道和升温通道，降温通道包括第一

入口和第一出口，升温通道包括第二入口和第二出口。排烟气装置包括引风机9和烟囱10。

[0025] 上述各部件连接关系为：垃圾焚烧炉1的烟气出口经余热锅炉受热面2连接干法脱

酸塔3的烟气入口，干法脱酸塔3的烟气出口连接除尘器4的烟气入口，干法脱酸塔3和除尘

器4之间的管道接入氨水供应装置41，除尘器4的烟气出口经余热锅炉省煤器5连接第一入

口，第一出口连接湿法脱酸塔7的烟气入口，湿法脱酸塔7的烟气出口连接第二入口，第二出

口连接活性炭吸附塔8的烟气入口，活性炭吸附塔8的烟气出口经引风机9连接烟囱10。

[0026] 干法脱酸塔3的底部设置烟气入口和干粉入口，干粉入口连接干粉供应装置31，用

于向干法脱酸塔3内喷入脱酸吸收剂，干法脱酸塔3的顶部设置烟气出口。优选地，脱酸吸收

剂为碳酸氢钠粉末或熟石灰。

[0027] 除尘器4的底部设置烟气入口，除尘器4的顶部设置烟气出口，除尘器4内设置若干

仓室，每个仓室为直立式焊接钢结构容器并内部设置用于支撑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支撑结

构，仓室的入口与除尘器4的烟气入口连通，仓室的出口经导流板连接有净气室，净气室与

除尘器4的烟气出口连通。烟气依次经过除尘器4的烟气入口、仓室的入口进入仓室后，再透

过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表面并由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中心孔排出，然后经过仓室的出口进

入净气室，最后经过除尘器4的烟气出口排出除尘器。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表面设置触媒催

化剂。优选地，触媒催化剂为V‑Ti、V‑W‑Ti、Ce‑W‑Ti、Cu‑Fe‑Ce‑Ti的一种或几种组合。触媒

催化剂的组分和常规的SCR催化剂类似，触媒催化剂均匀分布在触媒陶瓷纤维滤管上，用于

分解烟气中的NOx和二噁英，使得接触面积大、停留时间和去除效率最大化。烟气中由酸性

物质和干法脱酸塔中的脱酸吸收剂反应生成的固态粉尘颗粒物被截留在触媒陶瓷纤维滤

管的表面，除尘器中还设置压缩空气脉冲，用于清除触媒陶瓷纤维滤管的表面截留的粉尘

颗粒物。

[0028] 除尘器4和余热锅炉省煤器5在底部均设置有飞灰出口，飞灰出口经输灰系统连接

飞灰储仓42。

[0029] 湿法脱酸塔7外部连接有碱液补充系统71。

[0030] 活性炭吸附塔8为固定床式。

[0031] 参见图1，图中箭头所示方向为烟气方向。具体地，垃圾焚烧炉产生的高温烟气经

余热锅炉受热面换热后，烟气温度降至350℃左右；烟气进入干法脱酸塔进行一级脱酸，烟

气由干法脱酸塔底部的烟气入口喷入干法脱酸塔内，脱酸吸收剂由干法脱酸塔底部的干粉

入口喷入干法脱酸塔内，烟气中的酸性物质和脱酸吸收剂在干法脱酸塔内由下至上地同向

流动并发生酸碱中和反应，然后烟气和脱酸吸收剂由干法脱酸塔顶部的烟气出口排出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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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脱酸塔和除尘器之间的管道，管道内由氨水提供装置喷入脱硝还原剂氨水，烟气和氨水

充分混合后在280~350℃的温度窗口进入除尘器；烟气由下至上依次经触媒陶瓷纤维滤管

和净气室后排出，烟气中的NOx和二噁英由除尘器内触媒催化剂进行分解，烟气中由酸性物

质和干法脱酸塔中的脱酸吸收剂反应生成的固态粉尘颗粒物被截留在触媒陶瓷纤维滤管

上，而且附着在粉尘颗粒物表面的二噁英和重金属也因此得到去除；烟气从除尘器出来后

进入余热锅炉省煤器，此处烟气已经过高效脱酸、脱硝和除尘处理，因而余热锅炉省煤器不

会面临飞灰堵塞和酸性气体腐蚀等问题，可大大延长省煤器使用寿命，从余热锅炉省煤器

排出的烟气温度降至180~200℃；随后，烟气经烟气换热器的降温通道降温后进入湿法脱酸

塔进行二级脱酸，以实现高效彻底的脱除酸性气体和和进一步去除固体粉尘颗粒，烟气再

经烟气换热器的升温通道升温至100~150℃；最后，烟气进入活性炭吸附塔，用于进一步吸

附烟气中的二噁英和重金属，再经引风机进入烟囱进行排放。

[0032] 本实用新型采用“干法脱酸+触媒陶瓷纤维滤管除尘+湿法脱酸+固定床活性炭吸

附”工艺，不同于常规的烟气净化系统，烟气在280~350℃实现脱酸、脱硝和除尘一体化，实

现能源梯级清洁利用，并结合两级脱酸和活性炭吸附处理，烟气净化系统的各项排放指标

优于国标及欧盟标准，具备脱除效率高和安全可靠的优点，为解决垃圾焚烧烟气深度净化

处理及达到烟气超低排放要求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具有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0033]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因此，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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