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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环境工程技术领域，烟气湿式脱

硫方向（FGD），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

的深度脱硫吸收剂，为了提高烟气湿法脱硫的脱

硫效果，使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降到100 mg/m3

以下，甚至降低至50 mg/m3以下，本发明提供了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该吸

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EDTA）、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EDTA-2Na）和高锰酸钾混合配制而成，

以吸收剂总质量为基准，各原材料的配比为：乙

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吸收剂总

质量的1%~15%；高锰酸钾占吸收剂总质量的0.1%

~1%；其余为碳酸钠；所述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

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0.1~6。采用本吸收剂更

容易把烟气中SO2浓度降到100mg/m3以下甚至

50mg/m3以下，实现深度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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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其特征在于，该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

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和高锰酸钾混合配制而成，以吸收剂总质量为基准，各原材料的

配比如下：

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吸收剂总质量的1%~15%；

高锰酸钾占吸收剂总质量的0.1%~1%；

其余为碳酸钠；

所述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0.1~6；

所述吸收剂运用于湿法脱硫配制吸收液时，该吸收剂在吸收液中的质量浓度为5%~
20%，吸收液介质为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

剂按如下质量比的原料配制而成：

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吸收剂总质量的4%~10%；

高锰酸钾占吸收剂总质量的0.5%~1%；

其余为碳酸钠；

所述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0.5~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

吸收剂按如下质量份的原料配制而成：

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吸收剂总质量的10%，高锰酸钾占吸收剂总质

量的1%，碳酸钠占吸收剂总质量的89%；所述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

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

剂运用于湿法脱硫配制吸收液时，该吸收剂在吸收液中的质量浓度为10%，吸收液介质为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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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工程技术领域，烟气湿式脱硫方向（FGD），具体涉及一种用于烟气

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采用该吸收剂能有效增强烟气脱硫效率，使排放烟气二氧化

硫浓度降到更低，达到烟气深度脱硫的目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环境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工业烟气污染尤为突出。为

了有效治理工业烟气污染，国家出台一系列严厉的环保政策与措施，要求对烟气进行深度

净化，其中火电厂烟气SO2排放浓度要下降到100  mg/m3以下，重点区域和一二线大城市的

电厂烟气SO2排放浓度要降低到50  mg/m3以下。

[0003] 我国目前烟气脱硫主要采用传统的湿法喷淋技术，所采用的湿法喷淋液种类较

多，常用的为碳酸钠、氢氧化钙、碱性硫酸铝等溶液，因为湿法脱硫工艺实际是通过喷淋液

中的吸收剂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发生化学反应来实现脱硫，对二氧化硫的吸收率由喷淋吸

收剂和二氧化硫的化学特性决定。因此，对于现有的湿法喷淋技术和吸收剂，当利用湿法喷

淋技术把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降低到到一定浓度时（200~300  mg/m3），简单的增加喷淋

层或采用双塔串联的方式，并不能促进吸收液与二氧化硫的反应效果，反而会导致喷淋液

的浪费，增加投资成本和脱硫运行成本。

[0004] 也有通过在喷淋液中添加昂贵添加剂的方式来提高脱硫率，但该类添加剂是以高

分子物质为主要原料，经物化加工，激化或物化改性，应用高新技术强化改性后与其它无机

高分子材料充分混合，工艺较为复杂，使用成本较高，不适于大范围推广使用。

[0005] 因此，制备一种化学组分和制作方法简单、成本低且能提高脱硫率的吸收剂，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湿法喷淋脱硫技术无法完成深度脱硫（使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降低到

50  mg/m3以下）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为了提高烟气湿法脱硫的脱硫效果，特别是提高烟气在低二氧化硫浓度时

（200~300  mg/m
3以下）的脱硫率，使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降到100  mg/m3以下，甚至降低至50 

mg/m3以下，进而提供了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

[0007]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该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

（EDTA）、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2Na）和高锰酸钾混合配制而成，以吸收剂总质量为基准，

各原材料的配比为：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吸收剂总质量的1%~15%；高锰

酸钾占吸收剂总质量的0.1%~1%；其余为碳酸钠；所述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

摩尔比为0.1~6。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吸收剂的较优质量配比为：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

占吸收剂总质量的4%~10%；高锰酸钾占吸收剂总质量的0.5%~1%；其余为碳酸钠；所述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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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0.5~2。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吸收剂的最优质量配比为：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

占吸收剂总质量的10%，高锰酸钾占吸收剂总质量的1%，碳酸钠占吸收剂总质量的89%；所述

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1。

[0011] 所述吸收剂运用于湿法脱硫配制吸收液时，该吸收剂在吸收液中的质量浓度为5%

~20%，吸收液介质为水。综合考虑脱硫率和成本，吸收液的最优质量浓度为10%。

[0012] 碳酸钠（分子式：Na2CO3，分子量105.99）纯品是白色粉末或细粒，易溶于水，在35.4

℃其溶解度最大，水溶液呈强碱性。碳酸钠在吸收剂中起最主要的吸收作用，在脱硫过程中

吸收烟气中的SO2，最终形成副产物Na2SO4。

[0013] 乙二胺四乙酸（EDTA，分子式：C10H16N2O8，分子量：292.24）为白色晶体，在240℃时

分解，略溶于水，不溶于一般有机溶剂，与碱金属碱类中和生成盐。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EDTA-2Na，分子式：C10H18N2O10Na2，分子量：372.2）为白色结品性粉末，无臭，易溶于水，是一

种在水相中能强烈螯合金属离子的优秀螯合剂，几乎能与所有的金属离子络合，生成溶于

水的内络合物。

[0014] 根据气体吸收净化的双膜理论，气体吸收传质过程中的总阻力等于气相传质阻力

和液相传质阻力之和。SO2相对易溶与水，其作为溶质在吸收剂中的溶解度比较大，因而其

液相传质阻力可以忽略，总传质阻力可以近似地认为等于气相传质阻力。乙二胺四乙酸的

酸性介于碳酸和亚硫酸之间，乙二胺四乙酸的弱酸性可以在气液界膜上抑制由于SO2溶解

而导致的H+浓度迅速增加，起到缓冲PH值降低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SO2的气相溶解率，进而

加快SO2在气液界膜中气相的传质速度，提高脱硫率。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与乙二胺四乙酸在

溶解后形成酸碱共轭体系，其作用机理如下：乙二胺四乙酸与碳酸钠首先反应生成乙二胺

四乙酸二钠，之后由于乙二胺四乙酸的酸性介于碳酸和亚硫酸之间，乙二胺四乙酸二钠与

已吸收的SO2（以H2SO3形式存在）反应生成Na2SO3和NaHSO3，同时乙二胺四乙酸得以再生。由

于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液相碳酸钠吸收SO2的活性，提高

了对烟气中SO2的吸收率。乙二胺四乙酸是一种常用的重要的氨羧络合剂，用于络合和分离

金属离子，还可以同时去除燃煤烟气中有害的重金属离子。此外，本吸收剂对于烟气湿法同

时脱硝的净化效率也有一定的提高。

[0015] 高锰酸钾作为强氧化剂和活性成分，和其溶解后产生的K+都能有效减小SO2在气液

界膜中的传质阻力，提高SO2在气液界膜中的传质系数，进而有效促进SO2的溶解和吸收，提

高脱硫效率。

[0016] 在烟气湿法脱硫过程中，采用本发明所提供的吸收剂配制吸收液，吸收剂在吸收

液中的质量浓度一般为5%~20%，最佳数值与烟气中SO2浓度和脱硫系统的液气比、气液有效

接触时间等运行参数有关，经试验分析并综合考虑脱硫效果和成本，最优配液浓度为10%。

[001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其优点在于：（1）当烟气中SO2初始浓度为200~300  mg/m3

时，与常规吸收剂碳酸钠、氢氧化钙等相比，在相同运行条件下，采用本吸收剂更容易把烟

气中SO2浓度降到100mg/m3以下甚至50mg/m3以下，实现深度脱硫；（2）利用本发明所述吸收

剂脱硫时，不需改变原有的脱硫工艺以及脱硫设备，相比传统的喷淋层或采用双塔串联的

方式，运行成本更低；（3）在相同运行条件下，采用本吸收剂可比采用单纯石灰或石灰石粉

的脱硫效率提高5%~20%。（4）本吸收剂成分相对其他昂贵的脱硫添加剂价格低廉且容易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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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吸收剂与传统吸收剂的脱硫效果对比图；

[0019] 图2为EDTA+EDTA-2Na相对吸收剂的不同质量比对脱硫效果的影响线性图；

[0020] 图3为EDTA  /EDTA-2Na的不同摩尔比对脱硫效果的影响线性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和高锰酸钾均匀混合而成，各成分占吸收剂总质量的比例分别为：碳酸钠89%，乙二

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10%，高锰酸钾1%，其中，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

二钠的摩尔比为1，该吸收剂用于湿法脱硫时的配液浓度为10%，进气中的SO2浓度为300mg/

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脱硫净化后的出烟

口的SO2浓度为42  mg/m3。

[0023] 实施例2

[0024]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和高锰酸钾均匀混合而成，各成分占吸收剂总质量的比例分别为：碳酸钠89%，乙二

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10%，高锰酸钾1%，其中，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

二钠的摩尔比为1，该吸收剂用于湿法脱硫时的配液浓度为10%，进气中的SO2浓度为

1000mg/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脱硫净化后

的出烟口的SO2浓度为56  mg/m3。

[0025] 实施例3

[0026]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和高锰酸钾均匀混合而成，各成分占吸收剂总质量的比例分别为：碳酸钠98.9%，乙

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1%，高锰酸钾0.1%，其中，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的摩尔比为0.1，该吸收剂用于湿法脱硫时的配液浓度为5%，进气中的SO2浓度为

1000mg/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脱硫净化后

的出烟口的SO2浓度为150  mg/m3。

[0027] 实施例4

[0028]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和高锰酸钾均匀混合而成，各成分占吸收剂总质量的比例分别为：碳酸钠84%，乙二

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15%，高锰酸钾1%，其中，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

二钠的摩尔比为6，该吸收剂用于湿法脱硫时的配液浓度为20%，进气中的SO2浓度为

1000mg/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脱硫净化后

的出烟口的SO2浓度为130  mg/m3。

[0029] 实施例5

[0030]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和高锰酸钾均匀混合而成，各成分占吸收剂总质量的比例分别为：碳酸钠95.5%，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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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4%，高锰酸钾0.5%，其中，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

酸二钠的摩尔比为2，该吸收剂用于湿法脱硫时的配液浓度为15%，进气中的SO2浓度为

1000mg/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脱硫净化后

的出烟口的SO2浓度为110  mg/m3。

[0031] 实施例6

[0032] 一种用于烟气湿法脱硫的深度脱硫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EDTA）、乙二

胺四乙酸二钠（EDTA-2Na）和高锰酸钾均匀混合而成，各成分占吸收剂总质量的比例分别

为：碳酸钠84%，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12%，高锰酸钾0.8%，其中，乙二胺四

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为0.5，该吸收剂用于湿法脱硫时的配液浓度为12%，进

气中的SO2浓度为1000mg/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

间3s，脱硫净化后的出烟口的SO2浓度为110  mg/m3。

[0033]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吸收剂的脱硫效果以及影响该吸收剂脱硫效果的因素，采

用以下三个试验例进行验证。

[0034] 试验例1

[0035] 本试验例在相同试验设备和试验环境下进行，通过试验对比本发明吸收剂与Ca

(OH)2、NaCO3做吸收剂时各自的脱硫效果，具体如下：

[0036] 试验中，模拟烟气在吸收塔进口SO2的初始浓度1000  mg/m3，烟气温度为120℃，液

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配制不同质量浓度的吸收液，范围为5%~20%；碳酸钠吸收

液参照Ca(OH)2吸收液按照OH—等摩尔比配制。本发明的吸收剂，由碳酸钠、乙二胺四乙酸、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组成的混合吸收剂，碳酸钠质量比例占吸收剂总量的89%，乙二胺四乙

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按等摩尔比添加，共占吸收剂总质量的10%，高锰酸钾占1%，即本发明

吸收剂采用上述实施例2中的最佳原材料配比。

[0037] 试验结果如图1所示，在同一配液浓度条件下，碳酸钠比氢氧化钙脱硫效果略好

些，而本发明吸收剂的脱硫效果明显好于纯碳酸钠。同时，由图1可知，随着配液浓度的提

高，脱硫效果也越好，但当配液浓度达到10%左右时，提高配液浓度对脱硫效果的影响效果

明显降低，即配液浓度达到10%后，脱硫效果趋于平稳，综合考虑脱硫率和成本，10%左右的

配液浓度为最优值。

[0038] 试验例2

[0039] 本试验例是用于说明乙二胺四乙酸（EDTA）、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2Na）在混合

吸收剂中所占不同质量比例时对脱硫效果的影响，本试验例也应在相同试验设备和试验环

境下进行，即进气中的SO2浓度为1000mg/m3，喷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

m3，烟气停留时间3s，具体如下：

[0040] 试验中，吸收剂中维持高锰酸钾质量占1%不变，分别配制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共同质量占混合吸收剂总质量不同比例的吸收剂，质量比例范围是1%~15%。其中

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按照等摩尔比配制，试验中吸收液的质量浓度为10%。

[0041] 试验结果如图2所示，随着EDTA+EDTA-2Na在混合吸收剂中所占质量比例的增加，

吸收塔出口二氧化硫的浓度逐渐减小，但是当DTA+EDTA-2Na的质量占比达到10%后，二氧化

硫的浓度减小幅度逐渐变缓，说明在混合吸收剂中由于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的加入，大大增强了液相碳酸钠吸收SO2的活性，提高了对烟气中SO2的吸收率。但是随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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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所占比例的增加，促进作用的增幅在逐步减弱。因EDTA+

EDTA-2Na的单价成本高于碳酸钠，综合考虑脱硫效果和原料成本，DTA+EDTA-2Na的质量占

比最优值为10%。

[0042] 试验例3

[0043] 本试验例是用于说明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对脱硫效果的影

响，本试验例也应在相同试验设备和试验环境下进行，即进气中的SO2浓度为1000mg/m3，喷

淋塔的进口烟气温度为120℃，液气比为12L/m3，烟气停留时间3s，具体如下：

[0044] 配制高锰酸钾质量占混合吸收剂总质量的1%，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共同质量占混合吸收剂总质量的10%，其中乙二胺四乙酸/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范围

为0.1~6，试验中吸收液的质量浓度为10%。

[0045] 试验结果如图3所示，只有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接近等摩尔比（摩尔

比为1）时，才有最好的脱硫效果。否则，无论二者谁的摩尔比例增加，都严重影响脱硫效果。

同时，结合实施例1-6可知，对于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配液浓度以

及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共占吸收剂总质量的百分比这三个变量因素，对脱硫

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摩尔比。因此，在配制使用本发

明吸收剂时，为达到深度脱硫的效果，应首先满足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最

佳摩尔比（最佳摩尔比为1），再根据需要调整配液浓度以及乙二胺四乙酸和乙二胺四乙酸

二钠的共占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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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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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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