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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及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

的装置及工艺，原烟气进入吸收塔后依次穿过托

盘层、喷淋层、沉降降温区、高效除雾层后从吸收

塔出口排出，托盘层对进入吸收塔的烟气进行整

流后，烟气在吸收塔截面上以均匀的流速上升，

烟气中的SO2与托盘上方的积液层和喷淋层浆液

实现高效脱除，脱硫后带有细小浆液液滴和粉尘

的饱和烟气经过降温区沉降、降温后实现浆液液

滴和粉尘的富集沉降，没有沉降的液滴和粉尘随

着气流进入旋流除雾器层，经过旋流、撞击富集

去除，处理后的洁净烟气从吸收塔出口排出。本

发明采取先对烟气进行整流然后依次进行喷淋

吸收、高效除尘除雾的工艺，提高了湿法脱硫装

置的脱硫效率和除雾、除尘效率，降低了运行能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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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包括吸收塔，所述吸收塔的侧壁上设置烟气入

口、顶部设置烟气出口、塔内底部为塔釜，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塔内由烟气入口至烟气出

口依次设有托盘孔板、喷淋吸收层、沉降降温区和高效除雾器，所述托盘孔板的开孔率为

25％-40％，开孔孔径为25-40mm，在托盘孔板上方的积液区设置若干挡板，积液区由挡板分

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开孔个数为10-50个，挡板的高度为30-60mm；所述沉降降温区的高度

为4-7m；所述高效除雾器包括基座底板及并联安装在所述基座底板上的若干个除雾单元，

所述除雾单元包括空心导流筒和置于空心导流筒内的至少一层烟气旋流模块；所述烟气旋

流模块包括中心盲板、外部包围板和位于中心盲板与外部包围板所围成的环形区域内的若

干旋流叶片；每个空心导流筒内设置一根带有若干雾化喷嘴的冲洗水管，该冲洗水管安装

在每层旋流模块中心盲板的圆心连线上，并在每个中心盲板下方设置用于烟气导流和冲洗

水管固定的半球形装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旋流模

块设置为1～4层，相邻两层烟气旋流模块之间的间距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1.5-3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导流筒

的筒壁上且位于对应烟气旋流模块上方处开设若干排液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心盲板直

径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0.3-0.7倍，旋流叶片的水平角度为20°-45°，旋流叶片上边缘与过

该旋流叶片上边缘与中心盲板衔接点的空心导流筒半径的夹角为20°-40°且朝向壁面。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底板下

方均匀安装若干与基座底板上方连通的降液管，降液管下方设置进行液封的弯头。

6.一种利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进行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工艺，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原烟气进入吸收塔后依次穿过托盘层、喷淋层、沉降降温区、高效除雾层后从吸收塔出

口排出，托盘层对进入吸收塔的烟气进行整流后，烟气在吸收塔截面上以均匀的流速上升，

烟气中的SO2与托盘上方积液层和喷淋层浆液接触被吸收、脱除，脱硫后带有细小浆液液滴

和粉尘的饱和烟气经过降温区沉降、降温后实现浆液液滴和粉尘的富集沉降，没有沉降的

液滴和粉尘随着气流进入高效除雾器层，经过旋流、撞击富集去除，处理后的洁净烟气从吸

收塔出口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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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及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回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火力发电厂烟气脱硫系统多采用湿法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工艺为主。

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工艺具有脱硫效率高，系统运行稳定，适应范围广泛，原料易于获得同

时运行费用低等优点，得到广泛应用。

[0003] 但随着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SO2排放指标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火力发电厂燃煤

机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要求二氧化硫≤50mg/Nm3，氮氧化物≤100mg/

Nm3，尘≤20mg/Nm3。2014年后，我国政府要求火电机组烟气排放浓度逐步执行新标准中天然

气机组的排放标准，即要求二氧化硫≤35mg/Nm3，氮氧化物≤50mg/Nm3，尘≤5mg/Nm3，现有

的脱硫除尘技术基本不能实现。目前普遍使用的除尘技术大多只能处理PM10以上粉尘，

PM10以下，特别是PM2.5的去除效率急剧下降。研究表明，300MW机组粉尘排放从50mg/Nm3提

高到30mg/Nm3，需增加除尘设备投资约800万元，而从30mg/Nm3提高到20mg/Nm3，需增加除尘

设备投资约1500万元。此外，湿法脱硫虽在粉尘浓度较高时有一定的除尘效果(30％～

50％)，但大量已经投入湿法脱硫技术的电厂表示，当除尘器出口粉尘浓度较低时，湿法脱

硫反而使粉尘排放浓度有所增大。

[0004] 旋流离心式除尘器应用于湿法脱硫工艺，主要依赖于吸收塔上部低温饱和净烟气

中含有大量细小雾滴的特点，利用大量细小雾滴高速运动增加粉煤灰颗粒与雾滴碰撞的机

率，雾滴与粉煤灰颗粒凝聚从而实现对此部分极微小粉煤灰尘和雾滴的捕悉脱除。且具有

初投资省、运行费用低、占地空间少及便于改造等优势，同时可实现5mg/Nm3达标排放的可

能。

[0005] 现有湿法脱硫技术存在的问题：

[0006] (1)塔内烟气流场不均匀：现有湿法脱硫技术烟道内烟气流速为10-15m/s，塔内烟

气流速为2.5-4m/s，烟气进入吸收塔后由水平向流动迅速转变为竖直向流动，在塔内水平

截面上烟气流速非常不均匀。不均匀的气流在穿过喷淋层时，低速气体气液接触时间长，具

有较好的脱硫效率，大部分高速气体因气液接触时间短，脱硫效率较低，导致平均脱硫效率

偏低。为了提高烟气的平均脱硫效率，往往需要增加液气比，加大浆液循环量，脱硫装置能

耗高。

[0007] (2)除雾器除雾效果不理想：现有湿法脱硫装置多采用折叠板式平板除雾器或屋

脊式除雾器，距离喷淋层高度在1.5-2m之间，处理的烟气夹带浆液量大，在流场不均匀的气

流中容易堵塞除雾器，且折叠板式除雾器间隙较大，对颗粒小的雾滴和粉尘除雾效果较差。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提供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及工艺，采取先对烟气进行整流

然后依次进行喷淋吸收、高效除尘除雾的工艺，有效的提高了湿法脱硫装置的脱硫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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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雾、除尘效率，降低了湿法脱硫系统的运行能耗。

[0009] 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10] 原烟气进入吸收塔后依次穿过托盘层、喷淋层、沉降降温区、高效除雾层后从吸收

塔出口排出，托盘层对进入吸收塔的烟气进行整流后，烟气在吸收塔截面上以均匀的流速

上升，烟气中的SO2与托盘上方积液层和喷淋层浆液接触实现脱除，脱硫后带有细小浆液液

滴和粉尘的饱和烟气经过降温区沉降、降温后实现浆液液滴和粉尘的富集沉降，没有沉降

的液滴和粉尘随着气流进入高效除雾器层，经过旋流、撞击富集去除，处理后的洁净烟气从

吸收塔出口排出。优选地，烟气在空心导流筒内的流速为5-12m/s。所述的高效除雾层为旋

流除雾器。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本发明的工艺优选通过该装

置实现，包括吸收塔，所述吸收塔的侧壁上设置烟气入口、顶部设置烟气出口、塔内底部为

塔釜，所述吸收塔内由烟气入口至烟气出口依次设有托盘孔板、喷淋吸收层、沉降降温区和

高效除雾器，所述高效除雾器包括基座底板及并联安装在所述基座底板上的若干个除雾单

元，所述除雾单元包括空心导流筒和置于空心导流筒内的至少一层烟气旋流模块。

[0012] 优选地，所述托盘孔板的开孔率为25％-40％，开孔孔径为25-40mm，在托盘孔板上

方的积液区设置若干挡板，积液区由挡板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开孔个数为10-50个，挡

板的高度为30-60mm。

[0013] 优选地，所述沉降降温区的高度为4-7m。沉降、降温区内可以设置填料也可不设

置。

[0014] 优选地，所述烟气旋流模块设置为1～4层，相邻两层烟气旋流模块之间的间距为

空心导流筒内径的1.5-3倍。

[0015] 优选地，所述同心导流筒的筒壁上且位于对应烟气旋流模块上方处开设若干排液

孔。进一步优选，排液孔孔径为4-10mm。

[0016] 优选地，所述烟气旋流模块包括中心盲板、外部包围板和位于中心盲板与外部包

围板所围成的环形区域内的若干旋流叶片。

[0017] 优选地，所述中心盲板直径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0.3-0.7倍，旋流叶片的水平角度

为20°-45°，水平角度是指旋流叶片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旋流叶片上边缘与空心导流筒半

径的夹角为20°-40°且朝向壁面。此处所述空心导流筒半径是指过该旋流叶片上边缘与中

心盲板衔接处的半径。

[0018] 优选地，每个空心导流筒内设置一根带有若干雾化喷嘴的冲洗水管，该冲洗水管

安装在每层旋流模块中心盲板的圆心连线上，并在每个中心盲板下方设置用于烟气导流和

冲洗水管固定的半球形装置。

[0019] 喷嘴的雾化粒径为20-50μm，雾化液体的液气比为0.01-0.1L/Nm3。

[0020] 优选地，基座底板下方均匀安装若干与基座底板上方连通以用于导流排出空心导

流筒的冲洗液的降液管，降液管下方设置进行液封的弯头。

[0021] 进一步优选地，液封高度为50-100mm。

[0022] 烟气进入吸收塔后，依次经过托盘孔板、托盘积液层、喷淋吸收层、沉降降温区和

高效除雾器层，处理后的净烟气由吸收塔出口烟道排出。高速烟气进入吸收塔后，流场不均

匀的烟气在穿过吸收塔下方的高性能托盘时，与喷淋层喷出的浆液在托盘上方形成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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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厚度的积液层。穿过托盘空隙的气流与积液层的浆液在积液层形成一个强烈的气液接触

湍流区，烟气中的大部分SO2和粉尘在湍流区与脱硫浆液得到反应吸收，具有一定厚度的积

液层为上升气流提供一定的阻力，气流在穿过积液层时受阻力影响实现均匀分布。

[0023] 流场均匀的烟气穿过布液均匀的喷淋层时，与喷淋浆液均衡接触、吸收、反应，烟

气中的SO2和粉尘得到进一步去除。

[0024] 完成脱硫后的烟气进入喷淋层上方的后沉降降温区，烟气中的细小雾滴和粉尘在

低流速下富集成较大的液滴并沉降进入塔釜浆液池，喷淋增湿后的饱和烟气在这一区域得

到进一步的降温达到过饱和，形成大量的细小雾滴。

[0025] 过饱和烟气继续上升进入高效除雾器层，进入空心筒后烟气流速得到提高，在旋

流模块叶片的导流作用下，气速得到进一步提高，过饱和烟气中带有的大量水滴在离心力

的作用下被甩向壁面，在此过程中与细小颗粒粉尘撞击而被捕集；湿润的壁面上的液膜能

湮灭富集了粉尘的小液滴实现粉尘的高效去除。在经过第一级的旋流模块离心分离后，烟

气中的大于20μm的凝结水滴基本全部被富集到筒壁，当烟气进入第二级、第三级的旋流模

块时，烟气中凝结水粒径已经非常小，旋风产生的离心力不足以保证大部分液滴都能富集

到筒壁，同时因粒径过小，水滴与烟气、粉尘之间的相对速度非常小，基本处于同速运动，不

存在粉尘与液滴之间的相对运动而产生撞击实现对粉尘的捕集。

[0026] 本发明中增加了高效雾化喷嘴，保证了第二、第三级旋流模块后烟气中的细小雾

滴密度，有效的增加了粉尘与雾滴的撞击概率，大幅提高高效除雾器对细小粉尘的除尘效

率。随着装置运行时间的延长，富集在高效除雾器空心圆筒内壁的水量不断加大，液膜越来

越厚，为了防止除雾器阻力过大或堵塞，在每层旋流模块上方筒壁上开若干小孔便于及时

排出多余的富集液体和粉尘。经过高效脱硫、除尘后的洁净烟气由吸收塔出口排入烟囱排

放。

[0027] 本发明中，以上各处理步骤有机结合，在同一吸收塔内完成，相邻处理步骤之间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烟气的净化效率。

[0028] 本发明高性能托盘由托盘合金孔板和若干挡板组成，烟气穿过孔板的气孔时与喷

淋浆液在托盘上方形成积液湍流层，为了防止积液湍流层液面受气流影响波动加大，在托

盘孔板上方安装若干一定高度的挡板，保证整个积液层厚度均匀并具有较好的烟气整流效

果和脱硫、除尘效果。作为优选：托盘开孔率为25％-40％，开孔孔径为25-40mm，在托盘上方

积液区设置若干挡板将积液区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开孔个数为10-50个，挡板的高度为

30-60mm。

[0029] 本发明的沉降、降温区为脱硫后烟气进行自然降温和浆液液滴沉降富集提供缓冲

区域和停留时间，减小除雾器的负荷提高除雾器的除尘、除雾效率。作为优选：所述的沉降、

降温区高度为4-7m，沉降、降温区内可以设置填料也可不设置。

[0030] 本发明的高效除雾器层是利用旋流导流作用，使烟气在若干空心圆筒内螺旋上

升，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实现粉尘与雾滴的碰撞、吸附和湮灭，细小粒径粉尘得到高效去除。

作为优选：所述的烟气导流筒内烟气流速为5-12m/s，旋流模块的层数为1-4层，相邻两层旋

流模块间距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1.5-3D，排液孔孔径为4-10mm；所述的每层烟气旋流模块

由中心盲板和旋流叶片组成，中心盲板直径为空心筒内径的0.3-0.7倍，旋流叶片的水平角

度为20°-45°，旋流叶片上边缘与空心导流筒半径的夹角为20°-40°且朝向壁面；所述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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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雾化喷嘴内喷射的液体为工艺水或弱碱性溶液，喷嘴的雾化粒径为20-50μm，雾化液体的

液气比为0.01-0.1L/Nm3。在该优选范围内，出口烟气中粉尘浓度在3mg/m3左右。

[003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2] (1)采用高效托盘整流层与喷淋层及高效除雾器层的有机集合，通过托盘层整流

保证喷淋吸收区域及高效除雾区域的气流均匀，提高脱硫、除尘效率；

[0033] (2)降托盘分割成若干整流区域，避免积液层液面厚度波动过大，提高托盘层的脱

硫除尘效率及整流效果；

[0034] (3)采用离心旋流方式，利用粉尘、雾滴与饱和气体的密度差实现粉尘、雾滴的惯

性碰撞，高效去除细小雾滴和粉尘；

[0035] (4)采用雾化增湿工艺，提高每级旋流模块上方旋流区域的雾滴密度，进一步增强

除雾除尘效果。

附图说明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2是本发明除雾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3是本发明旋流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4是旋流叶片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0040] 图中所示附图标记如下：

[0041] 1-吸收塔              2-烟气入口            3-托盘孔板

[0042] 4-喷淋吸收层          5-沉降降温区          6-高效除雾器

[0043] 7-烟气出口            8-循环泵              9-供浆泵

[0044] 10-冲洗水总管         61-空心导流筒         62-烟气旋流模块

[0045] 63-冲洗水管           64-排液孔             65-半球形装置

[0046] 66-降液管             621-中心盲板          622-旋流叶片

[0047] 623-外部包围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如图1～图4所示，一种烟气脱硫、除尘协同治理的装置，包括吸收塔1，吸收塔内的

底部为塔釜，塔釜上方侧壁上开设烟气入口2，烟气出口7位于吸收塔顶部，吸收塔内且位于

烟气入口上方由下至上依次设置托盘孔板3、喷淋吸收层4、沉降降温区5和高效除雾器6，循

环泵8连接塔釜和喷淋吸收层。

[0049] 托盘孔板3由孔板和设置于孔板上的若干挡板组成，挡板将孔板上方积液区分隔

为若干区域，托盘开孔率为25％-40％，开孔孔径为25-40mm，每个区域开孔个数为10-50个，

挡板的高度为30-60mm。

[0050] 喷淋吸收层可采用喷淋塔用常规喷淋装置。

[0051] 喷淋吸收层上方5～7m处设置高效除雾器6，喷淋吸收层与旋流除雾器中间5～7m

的空间为沉降降温区5，高效除雾器6包括基座底板和并联安装在基座底板上的若干旋流除

雾单元，基座底部水平安装，与吸收塔内壁固定且密封，基座底板上开设若干通孔，每个通

孔处对应安装一个旋流除雾单元，相邻旋流除雾单元之间的基座底板上设置连通基座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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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方的降液管66，降液管底部设置用于液封的弯头。

[0052] 旋流除雾单元的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包括空心导流筒61和设置在空心导流筒

内的至少一层烟气旋流模块62，通过同心导流筒与基座底板固定，空心导流筒的中空部分

与基座底板上对应通孔对应，烟气旋流模块优选设置1～4层，空心导流筒位于对应烟气旋

流模块上方的筒壁上开设若若干排液孔64，排液孔的孔径优选为4～10mm。

[0053] 烟气旋流膜块62的结构示意图如图3和图4所示，包括中心盲板621、外部包围板

623和旋流叶片622，旋流叶片位于中心盲板与外部包围板之间的环形区域内，旋流叶片622

的水平角度为水平角度(图4中的夹角β)为20°-45°，旋流叶片上边缘与半径的夹角为20°-

40°(图3中的夹角α)且朝向壁面。

[0054] 每个空心导流筒内设置一根带有若干雾化喷嘴的冲洗水管63，该冲洗水管安装在

每层旋流模块中心盲板的圆心连线上，并在每个中心盲板下方设置用于烟气导流和冲洗水

管固定的半球形装置65，所有冲洗水管汇总至一根冲洗水总管10，该冲洗水总管外接供浆

泵9。

[0055] 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如下：

[0056] 燃煤烟气由入口烟道进入吸收塔1后，依次经过托盘孔板3、托盘积液层、喷淋吸收

层4、沉降降温区5和高效除雾器6，处理后的净烟气由吸收塔出口烟道排出。

[0057] 高速烟气进入吸收塔后，流场不均匀的烟气在穿过吸收塔下方的高性能托盘时，

与喷淋层喷出的浆液在托盘上方形成具有一定厚度的积液层。穿过托盘)空隙的气流与积

液层的浆液在积液层形成一个强烈的气液接触湍流区，烟气中的大部分SO2和粉尘在湍流

区与脱硫浆液得到反应吸收，具有一定厚度的积液层为上升气流提供一定的阻力，气流在

穿过积液层时受阻力影响实现均匀分布。

[0058] 流场均匀的烟气穿过布液均匀的喷淋层时，与喷淋浆液均衡接触、吸收、反应，烟

气中的SO2和粉尘得到进一步的去除。

[0059] 完成脱硫后的烟气进入喷淋层上方的后沉降降温区，烟气中的细小雾滴和粉尘在

低流速下富集成较大的液滴并沉降进入塔釜浆液池，喷淋增湿后的饱和烟气在这一区域得

到进一步的降温达到过饱和，形成大量的细小雾滴。

[0060] 过饱和烟气继续上升进入高效除雾器层，进入空心导流筒后烟气流速得到提高，

在旋流模块叶片的导流作用下，气速得到进一步提高，过饱和烟气中带有的大量水滴在离

心力的作用下被甩向壁面，在此过程中与细小颗粒粉尘撞击而被捕集；富集在高效除雾器

空心圆筒内壁的水量不断加大，液膜越来越厚，为了防止除雾器阻力过大或堵塞，在每层旋

流模块上方筒壁上开若干小孔便于及时排出多余的富集液体和粉尘，排出的富集液体由与

高效除雾器底板联通的降液管排入塔釜浆液池。经过高效脱硫、除尘后的洁净烟气由吸收

塔出口排入烟囱排放。

[0061] 实施例1：

[0062] 某烧结厂，2台260m2烧结烟气新建脱硫工程采用本工艺，入口烟气中SO2浓度为

1785mg/m3，入口烟气中粉尘浓度为62mg/m3，托盘开孔率35％，开孔孔径33mm，托盘挡板高度

55mm，沉降、降温区高度为6.5m，旋流模块的层数为3层，相邻两层旋流模块间距为空心导流

筒内径的2D，排液孔孔径为6mm，中心盲板直径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0.4倍，旋流叶片的水平

角度为35°，旋流叶片上边缘与半径的夹角为30°，喷嘴的雾化平均粒径为30μm，雾化液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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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气比为0.06L/Nm3，循环浆液液气比8.7L/Nm3，出口烟气中SO2浓度为15mg/m3，出口烟气中

粉尘浓度为2.1mg/m3。

[0063] 实施例2：

[0064] 某热电厂，2台135WM机组烟气脱硫改造工程采用本工艺，入口烟气中SO2浓度为

2239mg/m3，入口烟气中粉尘浓度为45mg/m3，托盘开孔率33％，开孔孔径30mm，托盘挡板高度

60mm，沉降、降温区高度为6.7m，旋流模块的层数为3层，相邻两层旋流模块间距为空心导流

筒内径的2.2D，排液孔孔径为6mm，中心盲板直径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0.5倍，旋流叶片的水

平角度为30°，旋流叶片上边缘与半径的夹角为30°，喷嘴的雾化平均粒径为38μm，雾化液体

的液气比为0.08L/Nm3，循环浆液液气比12.3L/Nm3，出口烟气中SO2浓度为11mg/m3，出口烟

气中粉尘浓度为3.6mg/m3。

[0065] 实施例3：

[0066] 某自备电厂，1台410t/h锅炉烟气脱硫改造工程采用本工艺，入口烟气中SO2浓度

为1372mg/m3，入口烟气中粉尘浓度为50mg/m3，托盘开孔率30％，开孔孔径35mm，托盘挡板高

度60mm，沉降、降温区高度为6.0m，旋流模块的层数为2层，相邻两层旋流模块间距为空心导

流筒内径的2.0D，排液孔孔径为7mm，中心盲板直径为空心导流筒内径的0.45倍，旋流叶片

的水平角度为30°，旋流叶片上边缘与半径的夹角为35°，喷嘴的雾化平均粒径为33μm，雾化

液体的液气比为0.08L/Nm3，循环浆液液气比12.5L/Nm3，出口烟气中SO2浓度为21mg/m3，出

口烟气中粉尘浓度为2.8mg/m3。

[006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专利的具体实施案例，但本发明专利的技术特征并不局限于

此，任何相关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领域内，所作的变化或修饰皆涵盖在本发明的专

利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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