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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

合吸附反应装置及应用，包括吸附装置主体(1)

以及位于吸附装置主体(1)底部的进气烟箱

(14)，所述的吸附装置主体(1)内设有流化床和

移动床，所述的流化床包括文丘里加速管(11)和

流化床床体，该文丘里加速管(11)位于进气烟箱

(14)与流化床床体之间，并连通粉末吸附剂文丘

里喷射装置(12)，所述的移动床包括锥形支撑筛

板和颗粒吸附剂移动床，所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

床安装在锥形支撑筛板上，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

通过导流管(10)连接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

与现有技术相比，通过本发明可显著提高吸附剂

的利用效率和SO3等气态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同

时兼具除尘的作用，可以有效去除烟气中SO3等

气态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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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吸附装置主体(1)

以及位于吸附装置主体(1)底部的进气烟箱(14)，所述的吸附装置主体(1)内设有流化床和

移动床，所述的流化床包括文丘里加速管(11)和流化床床体，该文丘里加速管(11)位于进

气烟箱(14)与流化床床体之间，并连通粉末吸附剂文丘里喷射装置(12)，所述的移动床包

括锥形支撑筛板和颗粒吸附剂移动床，所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安装在锥形支撑筛板上，

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通过导流管(10)连接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文丘里喷射装置(12)将粉末吸附剂喷入烟道内，并在流化床对气态污染物进行吸

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粉末吸附剂的粒径为100-325目，可对气态污染物具有较高吸附容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与水平方向的倾斜角为30-60度，筛孔的大小为2-3mm，开孔率为20-

6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包括上锥板(6)和下锥板(9)，上锥板(6)和下锥板(9)的开口部对接，

所述的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连接上锥板(6)的锥底，下锥板(9)的锥底连接导流管

(10)，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将颗粒吸附剂输送至上锥板(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包括上下平行设置的多层床体，各层床体固定在锥形支撑筛板

上，并在各床体上设有限高环，颗粒吸附剂自上而下沿着锥形支撑筛板向下移动，落在颗粒

吸附剂移动床的厚度在限高环的作用下保持在20-50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颗粒物吸附剂通过导流管(10)从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引出，导流管(10)与水平方向的

夹角为60-80度，颗粒吸附剂为直径为5-8mm的吸附剂。

8.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7中任一所述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

行烟气净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将粉末吸附剂喷入到烟道中，从进气烟箱(14)进入流化床，烟气首先经过文丘

里加速管(11)加速，进入流化床床体，烟气与流化床床体的粉末吸附剂形成高效的气固流

化态接触，在上升的过程中，部分物料向下返回，形成内循环颗粒流，强化气固传质与传热，

实现高效脱除气态污染物，吸附饱和的粉末吸附剂从进气烟箱(14)底部排出；

第二步，烟气经过锥形支撑筛板上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其中的气态污染物被颗粒吸

附剂进一步进行吸附，同时被烟气携带的粉末吸附剂也被颗粒吸附剂移动床拦截下来进一

步吸附气态污染物；

第三步，从上而下移动的颗粒吸附剂沿着导流管(10)流出，并通过颗粒吸附剂输送装

置(13)从锥形支撑筛板顶部返回，对烟气污染物进行循环吸附处理；

第四步，经过流化床和移动床双重吸附后的烟气经过旋流分离板除尘后，经过引风机

通入后续烟气净化装置。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采用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行烟气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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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烟气温度在150-450℃。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采用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行烟气净

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烟气在流化床床体的气流速度在4-10m/s，文丘里加速管

(11)处烟气流速在15-2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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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及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领域的烟气气态污染物吸附去除技术，具体是涉及一种流化

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及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重有色金属冶炼产量已经连续十余年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在重有色金属如

铅、锌、铜等的冶炼过程中，由于其原料主要为硫化物，因而冶炼烟气中含有高浓度的硫氧

化物。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在净化过程中一般都会采用洗涤进行降温，而烟气中高浓度的SO3

是冶炼烟气洗涤污酸生成的主要原因。而洗涤污染的治理也成为了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污染

防治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在烟气洗涤前利用吸附剂将其中的SO3进行有效捕集，并利用除

尘装置将吸附剂进行高效去除，将显著减少洗涤污酸的生成量。有色金属冶炼烟气洗涤前

一般只有除尘设备，其中静电除尘装置无法有效去除SO3，而SO3在降温过程中容易结露，所

以对袋式除尘装置造成腐蚀和堵塞的不良影响。采用常规的静电除尘装置或这布袋除尘装

置难以充分发挥吸附剂对SO3等气态污染物的捕集作用。因此，亟待开发一种可以针对SO3等

气态污染物进行高效去除的干式捕集装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高效的流化床

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及应用。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

附反应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吸附装置主体以及位于吸附装置主体底部的进气烟箱，所述

的吸附装置主体内设有流化床和移动床，所述的流化床包括文丘里加速管和流化床床体，

该文丘里加速管位于进气烟箱与流化床床体之间，并连通粉末吸附剂文丘里喷射装置，所

述的移动床包括锥形支撑筛板和颗粒吸附剂移动床，所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安装在锥形

支撑筛板上，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通过导流管连接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

[0005] 所述的粉末吸附剂文丘里喷射装置将粉末吸附剂喷入烟道内，并在流化床对气态

污染物进行吸附。

[0006] 所述的粉末吸附剂的粒径为100-325目(直径0.150-0.045mm)，可对气态污染物具

有较高吸附容量。粉末吸附剂可以为碳酸钠、碳酸氢钠、碳酸镁、氧化镁、碳酸钙、氧化钙等

常见的碱性吸收剂，这个粒径的吸附剂比表面积更大、吸收更快速，而且也易于流化。

[0007] 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与水平方向的倾斜角为30-60度，便于颗粒吸附以稳定的速

度向下移动，筛孔的大小为2-3mm，便于烟气从下向上穿透筛板和颗粒吸附剂，又保证颗粒

吸附剂不会从筛板上掉下来；开孔率为20-60％，可以让烟气容易穿透筛板，其大小可以根

据阻力损失来进行调节。

[0008] 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包括上锥板和下锥板，上锥板和下锥板的开口部对接，所述

的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连接上锥板的锥底，下锥板的锥底连接导流管，颗粒吸附剂输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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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将颗粒吸附剂输送至上锥板。

[0009] 所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包括上下平行设置的多层床体，各层床体固定在锥形支

撑筛板上，并在各床体上设有限高环，颗粒吸附剂自上而下沿着锥形支撑筛板向下移动，落

在颗粒吸附剂移动床的厚度在限高环的作用下保持在20-50mm。限高环通过4-6个支撑导流

板焊接在锥形支撑板上面，这些支撑导流板高度在20-50mm，其方向与锥形板的径向方向一

致，这样可以保证颗粒物从上向下移动的过程中，按照支撑导流板均匀分布在锥形支撑板

上面，避免出现一部分地方颗粒吸附剂多，一部分地方没有颗粒吸附剂的情况。

[0010] 所述的颗粒物吸附剂通过导流管从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引出，导流管与水平方向的

夹角为60-80度，颗粒吸附剂为直径为5-8mm的吸附剂。颗粒物吸附剂可以为碳酸钠、碳酸氢

钠、碳酸镁、氧化镁、碳酸钙、氧化钙等常见的碱性吸收剂，这个粒径的吸附剂颗粒大，容易

在锥形板上从上向下移动。

[0011] 一种采用所述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行烟气净化的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12] 第一步，将粉末吸附剂喷入到烟道中，从进气烟箱进入流化床，烟气首先经过文丘

里加速管加速，进入流化床床体，烟气与流化床床体的粉末吸附剂形成高效的气固流化态

接触，在上升的过程中，部分物料向下返回，形成内循环颗粒流，强化气固传质与传热，实现

高效脱除气态污染物，吸附饱和的粉末吸附剂从进气烟箱底部排出；

[0013] 第二步，烟气经过锥形支撑筛板上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其中的气态污染物被颗

粒吸附剂进一步进行吸附，同时被烟气携带的粉末吸附剂也被颗粒吸附剂移动床拦截下来

进一步吸附气态污染物；

[0014] 第三步，从上而下移动的颗粒吸附剂沿着导流管流出，并通过颗粒吸附剂输送装

置从锥形支撑筛板顶部返回，对烟气污染物进行循环吸附处理；

[0015] 第四步，经过流化床和移动床双重吸附后的烟气经过旋流分离板除尘后，经过引

风机通入后续烟气净化装置。

[0016] 所述的烟气温度在150-450℃。

[0017] 所述的烟气在流化床床体的气流速度在4-10m/s，文丘里加速管处烟气流速在15-

25m/s。

[0018] 本发明首先将粉末吸附剂喷入到烟道中，烟气携带粉末吸附剂从反应塔底部烟箱

进入反应塔；流化态的吸附剂颗粒与烟气中SO3等气态污染物在反应塔流化段中发生化学

反应；然后利用锥形支撑筛板上移动的颗粒吸附剂层继续对通过筛板的烟气中残留的SO3

等气态污染物进一步进行吸附同时起到过滤床作用；最终经过移动床吸附过滤后的烟气从

顶部排出，可通过旋流分离装置去除细小粉尘后进入后续净化环节。本发明首先利用了粉

末吸附剂在流化状态下对SO3等气态污染物进行初步吸附，再利用颗粒吸附剂在移动状态

下对SO3等气态污染物进行深度吸附。移动床吸附剂除了可以吸附烟气中的SO3等气态污染

物，还可以将被烟气携带的粉末吸附剂拦截下来，继续对烟气SO3等气态污染物进行吸附。

同时，颗粒吸附剂还可以通过导流管(10)流出吸附塔，并通过吸附剂输送装置(13)输送至

移动床顶部进行循环吸附。通过本发明可显著提高吸附剂的利用效率和SO3等气态污染物

的去除效率，同时兼具除尘的作用，可以有效去除烟气中SO3等气态污染物。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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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1、本发明将流化床与移动床进行了有效的结合，既利用流化床中的粉末吸附剂对

气态污染物进行高效吸附，又利用移动床中的颗粒吸附剂对气态污染物进行深度脱除，提

高了气态污染物的去除效率；采用利用流化床吸附单元需要使用粉末吸附剂才能实现其流

化状态，且其比表面积大，吸附速度快，吸附效率高，所以将流化吸附单元安排在下部尽可

能多地吸附污染物；而颗粒吸附剂安排在上部既可以其过滤除尘作用将粉末吸附剂捕集回

收，又能利用自身的特点进一步吸附烟气中的污染物，实现深度脱除；两种吸附剂都可以进

行回收和循环使用，提高了吸附剂的使用效率。

[0021] 2、本发明的粉末吸附剂被烟气携带进入移动床中，被移动床中的颗粒吸附剂拦

截，并随着移动床中的颗粒吸附剂一起继续对气态污染物进行吸附，提高了粉末吸附剂的

利用效率，同时也起到了初步除尘的作用；

[0022] 3、本发明使用的颗粒吸附剂经过导流管引出吸附塔，并通过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

重新投入到吸附塔顶部，可以循环对烟气污染物进行吸附，提高了颗粒吸附剂的利用效率。

[0023] 4、本发明适用于燃煤、工业锅炉、金属冶炼、水泥生产、石油化工、垃圾焚烧等多种

工业烟气的气态污染物干式捕集净化处理需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具体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

的技术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

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6] 如图1所示，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包括吸附装置主体1

以及位于吸附装置主体1底部的进气烟箱14，所述的吸附装置主体1内设有流化床和移动

床，所述的流化床包括文丘里加速管11和流化床床体，该文丘里加速管11位于进气烟箱14

与流化床床体之间，并连通粉末吸附剂文丘里喷射装置12，所述的移动床包括锥形支撑筛

板和颗粒吸附剂移动床，所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安装在锥形支撑筛板上，所述的锥形支

撑筛板通过导流管10连接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所述的锥形支撑筛板包括上锥板6和下

锥板9，上锥板6和下锥板9的开口部对接，所述的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连接上锥板6的锥

底，下锥板9的锥底连接导流管10，颗粒吸附剂输送装置13将颗粒吸附剂输送至上锥板6。所

述的颗粒吸附剂移动床包括上下平行设置的多层床体，各层床体固定在锥形支撑筛板上，

并在各床体上设有限高环，颗粒吸附剂自上而下沿着锥形支撑筛板向下移动，落在颗粒吸

附剂移动床的厚度在限高环的作用下保持在20-50mm。

[0027] 其中，锥形支撑筛板与水平方向的倾斜角为30-60度，筛孔的大小为2-3mm，开孔率

为20-60％。下锥板9通过直径为100mm的导流管10引出吸附塔，导流管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

60-80度，颗粒吸附剂为直径为5-8mm的吸附剂，以便于颗粒吸附剂的移动。所用的粉末吸附

剂和颗粒吸附剂为氢氧化钠、氧化钠、碳酸钠、碳酸氢钠、氢氧化镁、氧化镁、碳酸镁、氢氧化

钙、氧化钙、碳酸钙等碱性吸附剂的一种或多种组合。所述的粉末吸附剂的粒径为1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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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直径0.150-0.045mm)，颗粒吸附剂为直径为5-8mm左右，所述的烟气温度在150-450℃。

所述的烟气在流化床床体的气流速度在4-10m/s，文丘里加速管处烟气流速在15-25m/s。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发明利用实验室的一种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行实验研

究。由旋转炉窑煅烧硫化铅矿粉提供模拟的有色金属冶炼烟气，其烟气量为100Nm3/h。在旋

转炉窑出口烟气经过冷却装置之后通入上述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

最后烟气经引风机通入到后续烟气深度进化设备。在旋转炉窑下游的冷却装置出口处的烟

气温度保持在200℃，SO3浓度为1000mg/Nm3，粉尘浓度为1g/Nm3，烟气在流化段的气流速度

为5m/s，在移动床层的过滤速度为1m/min。颗粒吸附剂在移动床的移动速度为5mm/s，粉末

吸附剂在烟气中的浓度为100-300mg/m3。

[0030] 实施例2

[0031] 利用与实施例1相同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行实验，烟气

中的SO3浓度为1000mg/Nm3，向管道中喷入一定量的粉末吸附剂(碳酸氢钠)，粉末吸附剂在

烟气中的浓度为100mg/m3。颗粒吸附剂选用活性氧化铝小球(直径为3mm)，颗粒吸附剂在移

动床中的移动速度为5mm/s。烟气在流化段的速度为5m/s，在移动床的过滤速度为1m/min经

过本发明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后，烟气粉尘浓度为0.05g/Nm3，SO3浓

度为200mg/Nm3，SO3去除效率约为80％。

[0032] 实施例3

[0033] 利用与实施例1相同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进行实验，烟气

中的SO3浓度为1000mg/Nm3，向管道中喷入一定量的粉末吸附剂(碳酸氢钠)，粉末吸附剂在

烟气中的浓度为200mg/m3。颗粒吸附剂选用活性氧化铝小球(直径为3mm)，颗粒吸附剂在移

动床中的移动速度为5mm/s。烟气在流化段的速度为5m/s，在移动床的过滤速度为1m/min经

过本发明的流化床与移动床耦合的复合吸附反应装置后，烟气粉尘浓度为0.05g/Nm3，SO3浓

度为80mg/Nm3，SO3去除效率约为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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