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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

固碳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废气处理技术，旨在提供一种垃

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

包括：对飞灰进行三级逆流水洗，压滤处理后进

行干燥；将研磨后的飞灰加入带搅拌设备的固碳

仓，然后加入水；在搅拌条件下通入垃圾焚烧电

厂排放的烟气；根据排放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变

化判断碳酸化反应情况；将飞灰混合物在常温脱

水干燥，得到固碳产物。本发明能在实现飞灰中

重金属固化的同时，降解飞灰中的二噁英，并且

实现二氧化碳的矿化捕集，在实现“以废治废”的

同时，得到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的飞灰；无需添

加任何添加剂，处置成本低廉；在常温常压下进

行，工艺流程简单，过程无有害物质生成，低碳环

保；可直接安装于垃圾焚烧电厂内，实现半自动

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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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是基于

下述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系统而实现的：

该系统设于垃圾焚烧电厂中，具体包括：飞灰储存仓、水洗‑压滤装置、干燥箱、超细研

磨机、固碳仓、风干箱和二氧化碳分析仪；其中，飞灰储存仓、水洗‑压滤装置、干燥箱、超细

研磨机、固碳仓通过输送管路或传送带依次连接；垃圾焚烧电厂中的旋风分离器通过管路

接至飞灰储存仓，垃圾焚烧电厂的烟道通过管路接至固碳仓内部；固碳仓的上部设气体出

口，下部设飞灰混合物排放口，其内部设桨叶搅拌设备；气体出口通过管路接至垃圾焚烧电

厂的烟囱，气体出口处设置二氧化碳分析仪，飞灰混合物排放口通过管路接至风干箱；所述

水洗‑压滤装置由三级逆流水洗设备和压滤机组成，压滤机选用板框压滤机；所述超细研磨

机选用滚筒式球磨机或行星式球磨机；

所述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对飞灰进行三级逆流水洗，水洗时间不少于1小时，控制液固比为3:1~5:1，单位L/

kg；将水洗后的飞灰进行压滤处理后，在90~105℃条件下进行干燥；控制过滤压强为1~2.5 

MPa，过滤时间为1~2个小时；

（2）以机械球磨法将干燥后的飞灰研磨至平均粒径小于5 μm，研磨时间为8~10小时；

（3）将研磨后的飞灰加入带搅拌设备的固碳仓，然后加入水，控制液固比为1:1~5:1，单

位L/kg；启动搅拌设备，并向固碳仓的混合物中通入垃圾焚烧电厂排放的烟气；碳酸化反应

开始后，实时监测固碳仓的排放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当浓度升高至进料烟气所含二氧化

碳浓度时，表明固碳仓中飞灰的二氧化碳捕集能力显著下降，结束固碳反应；

（4）将固碳仓中的飞灰混合物倒入风干箱内，在常温脱水干燥后，得到固碳产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以太阳能或者垃圾焚烧电

厂余热作为干燥时所用热源，控制干燥时间不少于24个小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球磨机中的钢球与干燥后

的飞灰质量比为4~20: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搅拌设备的搅拌速率设置

为100~500  rp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在导入固碳仓的烟气中，

二氧化碳的体积分数为8~1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常温脱水时控制风干时间

为不少于48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风干箱分为上下两层，由孔隙小于1 

mm的滤网分隔，风干箱的底部设储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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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气处理技术，特别涉及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无害化处置及二氧

化碳捕集技术，通过飞灰高效固化重金属以及协同高效捕集封存二氧化碳。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垃圾产生量也不断增加，其中焚烧处置占生活垃圾

清运量的一半以上。然而，生活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飞灰，由于飞灰中含有大量重金属、氯

盐以及二噁英，被各国相关法规明确认定为危险废物，并且需要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置才能

够进入危险废物填埋厂。

[0003] 目前比较成熟的处置方法主要是水泥、螯合剂固化填埋，但是该方法增容增量明

显，处置成本高，且处置后飞灰不具备资源化利用的条件。还有一种处置方法是水泥窑协同

处置，由于飞灰中含有大量氯盐，容易破坏材料结构，降低混凝土强度，且容易导致水泥窑

内腐蚀造成危险。

[0004] 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垃圾焚烧电厂作为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受到广泛关

注。考虑到飞灰是碱性废物的一种，在较早时期有科研人员提出用碱性废物来捕集二氧化

碳。中国专利申请“一种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的安全预处理方法”(CN102825059B)中记载了

利用碳酸化反应来处理飞灰。但是该方法碳酸化效率低、重金属固化效果差，并且无法实现

飞灰中二噁英的降解，二噁英无法降解掉，始终会影响处置后飞灰的资源化利用。

[0005] 因此，寻找一种高效固化/稳定化重金属、高效捕集封存二氧化碳，且成本低、能耗

少、低碳环保的飞灰处置方法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

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

[0007]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0008] 提供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对飞灰进行三级逆流水洗，水洗时间不少于1小时，控制液固比为3:1～5:1，单

位L/kg；将水洗后的飞灰进行压滤处理后，在90～105℃条件下进行干燥；

[0010] (2)将干燥后的飞灰研磨至平均粒径小于5um，研磨时间为8～10小时；

[0011] (3)将研磨后的飞灰加入带搅拌设备的固碳仓，然后加入水，控制液固比为1:1～

5:1，单位L/kg；启动搅拌设备，并向固碳仓的混合物中通入垃圾焚烧电厂排放的烟气；碳酸

化反应开始后，实时监测固碳仓的排放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当浓度升高至进料烟气所含

二氧化碳浓度时，表明固碳仓中飞灰的二氧化碳捕集能力显著下降，结束固碳反应；

[0012] (4)将固碳仓中的飞灰混合物倒入风干箱内，在常温脱水干燥后，得到固碳产物。

[0013]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1)中，控制过滤压强为1～2.5MPa，过滤时间为1～2个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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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1)中，以太阳能或者垃圾焚烧电厂余热作为干燥时所

用热源，控制干燥时间不少于24个小时。

[0015]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2)中，以机械球磨法进行研磨，球磨机中的钢球与干

燥后的飞灰质量比为4～20:1。

[0016]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3)中，搅拌设备的搅拌速率设置为100～500rpm。

[0017]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3)中，在导入固碳仓的烟气中，二氧化碳的体积分数

为8～15％。

[0018]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步骤(4)中，常温脱水时控制风干时间为不少于48小时。

[0019] 本发明还提供用于前述方法的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系统，

该系统设于垃圾焚烧电厂中，具体包括：飞灰储存仓、水洗‑压滤装置、干燥箱、超细研磨机、

固碳仓、风干箱和二氧化碳分析仪；其中，

[0020] 飞灰储存仓、水洗‑压滤装置、干燥箱、超细研磨机、固碳仓通过输送管路或传送带

依次连接；垃圾焚烧电厂中的旋风分离器通过管路接至飞灰储存仓，垃圾焚烧电厂的烟道

通过管路接至固碳仓内部；

[0021] 固碳仓的上部设气体出口，下部设飞灰混合物排放口，其内部设桨叶搅拌设备；气

体出口通过管路接至垃圾焚烧电厂的烟囱，气体出口处设置二氧化碳分析仪，飞灰混合物

排放口通过管路接至风干箱。

[0022]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水洗‑压滤装置由三级逆流水洗设备和压滤机组成，压滤机

选用板框压滤机；所述超细研磨机选用滚筒式球磨机或行星式球磨机。

[0023] 作为优选的方案，所述风干箱分为上下两层，由孔隙小于1mm的滤网分隔，风干箱

的底部设储水槽。

[0024] 发明原理描述：

[0025] (1)在水洗压滤过程中：飞灰中含有40％～50％的可溶性氯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

和氯化钾，通过三级逆流水洗工艺可以有效洗脱大部分可溶性氯盐，并且能够保留飞灰中

大部分溶解度低的氢氧化钙，显著提高了飞灰中氢氧化钙或氧化钙的含量。

[0026] (2)在超细研磨过程中：一方面，飞灰减小了的颗粒尺寸、晶粒尺寸、结晶度，增加

了表面积和表面缺陷，并且飞灰中的金属氧化物(主要是氧化钙)经过超细研磨后，比表面

积增大，提高氧化钙反应活性，从而降低了碳酸化反应的活化能；另一方面，氧化钙被激活，

晶体内部产生反应位点，氧化钙中的氧离子被氯离子代替，生成可溶性钙盐，进一步提高了

飞灰捕集二氧化碳的能力。

[0027] (3)在飞灰固碳过程中：飞灰中的部分重金属化合物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盐

沉淀，使重金属形态更加稳定；氧化钙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碳酸钙能够吸附重

金属碳酸盐沉淀以及游离重金属，进一步固化重金属。

[0028] 基于上述操作，不仅能实现飞灰重金属固化，同时能够提高飞灰捕集二氧化碳能

力，实现二氧化碳永久封存。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30] (1)本发明能在实现飞灰中重金属固化的同时，降解飞灰中的二噁英，并且实现二

氧化碳的矿化捕集，在实现“以废治废”的同时，得到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的飞灰；

[0031] (2)该方法无需添加任何添加剂，处置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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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3)该套工艺均在常温常压下进行，工艺流程简单，过程无有害物质生成，低碳环

保；

[0033] (4)该系统中多数设备之间可采用管道或传输带进出料，实现半自动化生产。

[0034] (5)该系统可直接安装于垃圾焚烧电厂内，所用飞灰和协同处理的二氧化碳均来

自垃圾焚烧电厂，减少了处置过程中的原料运输成本；所用电力也可直接使用焚烧炉的发

电，最大程度实现焚烧厂的低碳排放。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7] 本发明中的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对飞灰进行三级逆流水洗，水洗时间不少于1小时，控制液固比为3:1～5:1，单

位L/kg；将水洗后的飞灰进行压滤处理后，在90～105℃条件下进行干燥；压滤时控制过滤

压强为1～2.5MPa，过滤时间为1～2个小时；干燥时可选太阳能或者垃圾焚烧电厂余热作为

干燥时所用热源，干燥时间不少于24个小时。

[0039] (2)以机械球磨法将干燥后的飞灰研磨至平均粒径小于5um，球磨机中的钢球与干

燥后的飞灰质量比为4～20:1，研磨时间为8～10小时；

[0040] (3)将研磨后的飞灰加入带桨叶搅拌设备的固碳仓，然后加入水，控制液固比为1:

1～5:1，单位L/kg；启动搅拌设备，搅拌速率设置为100～500rpm。向固碳仓的混合物中通入

垃圾焚烧电厂排放的烟气，烟气中二氧化碳的体积分数为8～15％。开始碳酸化反应后，实

时监测固碳仓的排放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当浓度升高至进料烟气所含二氧化碳浓度时

(或浓度提升很快时)，表明固碳仓中飞灰的二氧化碳捕集能力显著下降；结束固碳反应，需

要更换新研磨好的飞灰再次进行固碳反应。

[0041] (4)将固碳仓中已处理过的飞灰混合物倒入风干箱内，在常温脱水干燥，控制风干

时间为不少于48小时。得到干燥的固碳产物，该固碳产物可进一步用作施工工程混凝土的

骨料或进行其他资源化处置。

[0042] 为实现上述方法，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

系统，该系统设于垃圾焚烧电厂中，具体包括：飞灰储存仓、水洗‑压滤装置、干燥箱、超细研

磨机、固碳仓、风干箱和二氧化碳分析仪；其中，飞灰储存仓、水洗‑压滤装置、干燥箱、超细

研磨机、固碳仓通过输送管路或传送带依次连接；垃圾焚烧电厂中的旋风分离器通过管路

接至飞灰储存仓，垃圾焚烧电厂的烟道通过管路接至固碳仓内部；固碳仓的上部设气体出

口，下部设飞灰混合物排放口，其内部设桨叶搅拌设备；气体出口通过管路接至垃圾焚烧电

厂的烟囱，气体出口处设置二氧化碳分析仪，飞灰混合物排放口通过管路接至风干箱。

[0043] 所用设备的具体描述：

[0044] 飞灰储存仓用于临时存储垃圾焚烧电厂产生的飞灰，飞灰储存仓底部的出口连接

着水洗‑压滤装置的进口。水洗‑压滤装置由三级逆流水洗设备和压滤机组成，三级逆流水

洗系统的出口连接这压滤机的进口；三级逆流水洗系统为目前工业上常用的飞灰水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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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水洗‑压滤装置中的压滤机选用板框压滤机，压滤面积10～300m2，滤布孔径小于1um。超

细研磨机可选用滚筒式球磨机或行星式球磨机，可连续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固碳仓的桨

叶搅拌设备转速范围0～500rpm；

[0045] 风干箱分为上下两层，由孔隙小于1mm的滤网分隔。碳酸化后飞灰被倒入上层，经

过常温晾干，液体由于重力逐渐滴入下层收集，风干箱的底部设储水槽，用于将收集到的液

体回收处理。

[0046] 作为一个具体实施例子，其实现过程描述如下：

[0047] (1)垃圾储存仓内收集了来自生活垃圾焚烧电厂中布袋除尘器的飞灰，取50kg飞

灰加入到水洗‑压滤装置中，首先设置三级逆流水洗的液固比为3:1(L/kg)，对加入的飞灰

进行水洗处理，水洗时间设置为1小时，接着将水洗后的飞灰进行压滤脱水处理，后将滤饼

放入干燥箱中，设置干燥温度105℃，干燥24小时，使其含水量低于1％；

[0048] (2)取干燥后的飞灰约25～30kg左右，选用行星式球磨机进行超细研磨，球磨机中

的钢球与干燥后的飞灰质量比为20:1，设置研磨时间为10小时；

[0049] (3)将研磨后的飞灰加入到固碳仓内，向固碳仓内加入60L自来水，控制液固比为

3:1(L/kg)，将电厂烟气(二氧化碳含量在8～15％)接入固碳仓，启动固碳仓内的桨叶搅拌

装置，搅拌速率设置为400rpm，待固碳仓出口处二氧化碳浓度显著升高，超过8％时，说明飞

灰已经充分碳酸化，二氧化碳捕集能力显著下降，需要更换新的研磨后的飞灰；

[0050] (4)将碳酸化后的飞灰倒入风干箱内，开启风干箱的通风设备，在常温下脱水风干

48小时，得到碳酸钙含量较高、具备资源化利用条件的飞灰。

[0051] 分析测试结果：

[0052] 分别取2g处理后的飞灰样品和原始飞灰，用《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

荡法》(HJ557‑2010)来评判处理后飞灰的重金属固化效率，根据测试结果计算得到Zn、Pb、

Cu、Ni等重金属的固化效率均大于90％；分别取6ug处理后的飞灰样品和原始飞灰进行热重

分析，获得碳酸钙含量，根据测试结果计算得到碳酸化效率大于20％。

[0053]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高效固化及协同固碳的方法对生活

垃圾焚烧飞灰具有非常高效的无害化处置效果，并且具有高效的二氧化碳捕集封存能力，

是一种非常具有商业应用前景，成本低，低碳环保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置技术。该技术不仅能

实现飞灰重金属固化，同时能够提高飞灰捕集二氧化碳能力，实现二氧化碳永久封存，而且

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过程环保等特点。

[0054]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本发明进行后续的各种应用、补充、改动和变型而

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如果基于本发明的各种应用、补充、改动和变型属于本发明权

利要求及其等同技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发明也意图包含这些应用、补充、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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