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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

化脱硫脱硝装置，包括吸收塔，吸收塔下部设有

烟气进口，吸收塔内具有从上到下设置的除雾

段、吸收段、氧化段、浓缩段，除雾段包括设置在

吸收塔上部的一级除雾器，一级除雾器下方设有

水洗层，吸收段包括位于水洗层下方的吸收层，

浓缩段包括设置在烟气进口上方的浓缩喷淋层

和位于吸收塔塔底的浓缩池，氧化段包括内部通

有臭氧的氧化池，氧化池设置在吸收层和浓缩喷

淋层之间并与浓缩喷淋层连接，脱硫塔氧化段上

位于氧化池上方设有过氧化氢溶液通入管，除雾

段包括与吸收塔塔顶连通的吸收槽，吸收槽设置

在吸收塔的一侧，吸收槽上设有烟气出口，烟气

出口内设有二级除雾器。本发明具有提高吸附效

率、节约能源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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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包括吸收塔（5），吸收塔（5）下部设有

烟气进口（14），吸收塔（5）内具有除雾段和位于除雾段下方的吸收段，除雾段包括设置在吸

收塔上部的一级除雾器（6），一级除雾器（6）下方设有水洗层（7），吸收段包括位于水洗层

（7）下方的吸收层，其特征在于：所述吸收塔（5）最底部为浓缩段，浓缩段和吸收段之间设有

氧化段，浓缩段包括设置在烟气进口上方的浓缩喷淋层（18）和位于吸收塔塔底的浓缩池

（19），所述氧化段包括内部通有臭氧的氧化池（17），所述氧化池（17）内设有氧化分布管

（12），氧化池（17）设置在吸收层和浓缩喷淋层（18）之间并与浓缩喷淋层（18）连接，所述脱

硫塔氧化段上位于氧化池（17）上方设有过氧化氢溶液通入管（26），所述除雾段包括与吸收

塔塔顶连通的吸收槽（4），吸收槽（4）设置在吸收塔（5）的一侧，吸收槽（4）上设有烟气出口

（2），烟气出口（2）内设有二级除雾器（3），所述吸收槽（4）为V形结构，V形结构的吸收槽（4）

的一端与吸收塔（5）塔顶连通，所述烟气出口（2）设置在V形结构的吸收槽的另一端，V形结

构的吸收槽的V型角度为40°~9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

化池（17）上连接有位于吸收塔外的臭氧发生器（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

化池（17）上方设有氧化集液盘（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

收层包括一级吸收器（8）和位于一级吸收器（8）下方的二级吸收器（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

级吸收器（8）和二级吸收器（10）之间设有吸收集液盘（9），吸收集液盘（9）上开设有气体通

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

收塔外设有硫酸铵结晶系统，硫酸铵结晶系统包括与所述吸收段连接的循环槽（21）和与所

述浓缩段连接的旋流分离器（23），旋流分离器（23）上依次连接有离心机（24）和干燥器

（25），所述离心机（24）上连接有通入到循环槽（21）中的离心液回收管道，所述干燥器（25）

上具有换热结构。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循

环槽（21）上设有氨水补充管（27）。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烟

气进口（14）处设有降温喷淋器（15），所述降温喷淋器（15）与所述浓缩池（19）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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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燃煤烟气的氨法脱硫脱硝装置，具体的说是一种高效节能的气液

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属于控制燃煤污染物排放的环保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燃煤烟气中产生的SO2、NOx等污染物对大气环境、生态及人类健康有极大危害，随

着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SO2及NOx等减排的控制也在逐步加强。

[0003] 应用于烟气脱硫的工艺有很多，湿法脱硫工艺是目前应用最多的脱硫方法，而氨

法脱硫作为湿法脱硫工艺的一种，其装置以氨或亚硫酸铵等作为吸收剂吸收烟气中的SO2，

在国内外湿法脱硫工艺中应用较为广泛。其特点是脱硫率高、运行较稳定，脱硫副产物硫酸

铵是一种使用价值较高的农用化肥，且整个系统不产生废水或废渣。

[0004] 但是，氨法脱硫目前也存在些问题：循环液中含有对SO2有吸收作用的亚硫酸铵的

同时，也含有大量的硫酸铵成分，造成循环液泵动力的大量消耗能量浪费；氨吸收剂耗量大

且存在氨逃逸的问题；出口烟气易携带小液滴及气溶胶，难以去除完全；副产硫酸铵品质不

高，总体设备装置投资及运行成本较高等。因此，氨法脱硫脱硝装置结构仍有着较大的改进

空间，研发高效、稳定、低成本的湿法脱硫脱硝装置，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吸附效率、减小能量的损耗的高效节能的气液耦

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从而达到高效节能的目的。

[0006]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包括吸

收塔，吸收塔下部设有烟气进口，吸收塔内具有除雾段和位于除雾段下方的吸收段，除雾段

包括设置在吸收塔上部的一级除雾器，一级除雾器下方设有水洗层，吸收段包括位于水洗

层下方的吸收层，所述吸收塔最底部为浓缩段，浓缩段和吸收段之间设有氧化段，浓缩段包

括设置在烟气进口上方的浓缩喷淋层和位于吸收塔塔底的浓缩池，所述氧化段包括内部通

有臭氧的氧化池，氧化池设置在吸收层和浓缩喷淋层之间并与浓缩喷淋层连接，所述脱硫

塔氧化段上位于氧化池上方设有过氧化氢溶液通入管，所述除雾段包括与吸收塔塔顶连通

的吸收槽，吸收槽设置在吸收塔的一侧，吸收槽上设有烟气出口，烟气出口内设有二级除雾

器。

[0007] 所述吸收槽为V形结构，V形结构的吸收槽的一端与吸收塔塔顶连通，所述烟气出

口设置在V形结构的吸收槽的另一端，V形结构的吸收槽的V型角度为40°~90°。

[0008] 所述氧化池上连接有位于吸收塔外的臭氧发生器。

[0009] 所述氧化池内设有氧化分布管。

[0010] 所述氧化池上方设有氧化集液盘。

[0011] 所述一级吸收器和二级吸收器之间设有吸收集液盘，吸收集液盘上开设有气体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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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吸收塔外设有硫酸铵结晶系统，硫酸铵结晶系统包括与所述吸收段连接的循

环槽和与所述浓缩段连接的旋流分离器，旋流分离器上依次连接有离心机和干燥器，所述

离心机上连接有通入到循环槽中的离心液回收管道，所述干燥器上具有换热结构。

[0013] 所述循环槽上设有氨水补充管

[0014] 所述烟气进口处设有降温喷淋器，所述降温喷淋器与所述浓缩池连接。

[0015] 本发明在运行时，温度约200℃烟气由烟气进口经降温喷淋器降温后温度控制在

70℃~80℃，烟气上升进入氧化段和吸收段，烟气在吸收层与吸收液反应后经吸收集液盘返

回循环槽形成循环，烟气中SO2及NOx分别通过二级吸收层、集液盘及一级吸收层与氨水反应

吸收后进入除雾段除雾。吸收段烟气流速约控制在2.5~4m/s，最佳流速为3~3.5  m/s。与吸

收液反应后的烟气温度控制在50~60℃，反应后的烟气依次通过一级除雾器，经过  V形结构

的吸收槽，再经二级除雾器通过烟道进入烟囱后排放。一级及二级除雾器连接处设有V型工

艺水槽，根据烟气量设置V型角度40°~90°，可增加烟气与水面的接触面积，既可以通过吸收

作用减小氨逃逸，又通过惯性作用更有效除去烟气中的液滴和气溶胶。

[0016] 在氧化段，通过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氧化分布管将臭氧送至氧化池，利用臭氧的

强氧化性将烟气中的剩余NO氧化为溶解度较高的高价态氮氧化物，同时与过氧化氢溶液联

合协同作为强氧化剂，能够产生更多的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快速高效地氧化亚硫酸盐

及亚硝酸盐，同时解决传统利用泵能量消耗大的问题。采用新型塔内氧化方式，氧化段设置

在浓缩段的上部，这样配置的优点在于与传统塔内氧化相比，无需从脱硫塔底部提取循环

液，可以有效减少循环吸收液量，加强氧化剂的吸收利用率；同时相比传统塔外氧化，节省

空间无需另外建立一个氧化装置，简化系统，降低设备投资。

[0017] 氧化溢流液经过浓缩喷淋层后浓缩，底部浓缩液通过浓缩循环泵进入降温喷淋器

利用烟气热量升温蒸发加速结晶得到含固率10~15%浓缩液，而后经旋流浓缩器得到含固率

40%~50%的浓缩液，再经离心干燥机后含固率达到95~97%，最后经干燥器得到含固率大于

99%的副产物硫酸铵。

[0018]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1）配合整套流程一体化操作，吸收塔内进行除雾清洗、吸收

反应、吸收液氧化、吸收液浓缩。2）设置两级吸收层，使其仅部分氧化吸收液，提高吸收效

率。3）采用新型塔内氧化方式，氧化段设置在浓缩段的上部，这样配置的优点在于与传统塔

内氧化相比，无需从脱硫塔底部提取循环液，可以有效减少循环吸收液量，加强氧化剂的吸

收利用率；同时相比传统塔外氧化，节省空间无需另外建立一个氧化装置，简化系统，降低

设备投资。4）一级及二级除雾器连接处设有V形结构吸收槽，根据烟气量设置V型角度40°~
90°，增加烟气与水面的接触面积，既可以通过吸收作用减小氨逃逸，又通过惯性作用更有

效除去烟气中的液滴和气溶胶。5）在吸收液氧化区域利用臭氧与过氧化氢溶液联合气液耦

合氧化，克服传统采用空气氧化法存在着氧化周期长且泵能量消耗大等缺点，同时两者联

合能够产生更多的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快速高效地氧化亚硫酸盐及亚硝酸盐，从而真

正实现烟气脱硫脱硝技术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一种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烟囱；2烟气出口；3二级除雾器；4吸收槽；5吸收塔；6一级除雾器；7水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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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级吸收层；9吸收集液盘；10二级吸收层；11氧化集液盘；12氧化分布管；13臭氧发生器；

14烟气入口；15降温喷淋器；16浓缩循环泵；17氧化池；18浓缩喷淋层；19浓缩池；20吸收循

环泵；21循环槽；22硫铵泵；23旋流浓缩器；24离心机；25干燥器；26过氧化氢溶液通入管；27

氨水补充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2] 本发明高效节能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一种实施例的结构如图1所示，本

实施例的气液耦合氧化脱硫脱硝装置，包括吸收塔5，吸收塔5下部设有烟气进口14，烟气进

口14处设有降温喷淋器15，吸收塔5内具有除雾段和位于除雾段下方的吸收段，除雾段包括

设置在吸收塔上部的一级除雾器6，一级除雾器6下方设有水洗层7，吸收段包括位于水洗层

下方的吸收层，所述吸收层包括一级吸收器8和位于一级吸收器8下方的二级吸收器10，一

级吸收器8和二级吸收器10之间设有吸收集液盘9，吸收集液盘9上开设有气体通道。所述吸

收塔最底部为浓缩段，浓缩段和吸收段之间设有氧化段，浓缩段包括设置在烟气进口上方

的浓缩喷淋层18和位于吸收塔塔底的浓缩池19，所述降温喷淋器15与所述浓缩池19连接，

降温喷淋器15与浓缩池19之间的管道上设有浓缩循环泵16，所述氧化段包括内部通有臭氧

的氧化池17，氧化池17上连接有位于吸收塔外的臭氧发生器13，氧化池17内设有氧化分布

管12，氧化池17设置在吸收层和浓缩喷淋层之间并与浓缩喷淋层18连接，氧化池17上方设

有氧化集液盘11，所述脱硫塔氧化段上位于氧化池17上方设有过氧化氢溶液通入管26，所

述除雾段包括与吸收塔塔顶连通的吸收槽4，吸收槽4设置在吸收塔5的一侧，吸收槽4上设

有烟气出口2，烟气出口2内设有二级除雾器3，烟气出口2上连接有烟囱1。本实施例的吸收

槽4为V形结构，V形结构的吸收槽4的一端与吸收塔5塔顶连通，所述烟气出口2设置在V形结

构的吸收槽的另一端，V形结构的吸收槽的V型角度为40°~90°。

[0023] 所述吸收塔5外设有硫酸铵结晶系统，硫酸铵结晶系统包括与所述吸收段连接的

循环槽21和与所述浓缩段连接的旋流分离器23，所述循环槽上设有氨水补充管27，氧化循

环槽21和吸收段之间的管道上设有吸收循环泵20，浓缩池19和旋流分离器23之间的管道上

设有硫铵  泵22，旋流分离器23上依次连接有离心机24和干燥器25，所述离心机24上连接有

通入到循环槽21中的离心液回收管道，所述干燥器25上具有换热结构。

[0024] 本发明在运行时，温度约200℃烟气由烟气进口经降温喷淋器降温后温度控制在

70℃~80℃，烟气上升进入氧化段和吸收段，烟气在吸收层与吸收液反应后经吸收集液盘返

回循环槽形成循环，烟气中SO2及NOx分别通过二级吸收层、集液盘及一级吸收层与氨水反应

吸收后进入除雾段除雾。吸收段烟气流速约控制在2.5~4m/s，最佳流速为3~3.5  m/s。与吸

收液反应后的烟气温度控制在50~60℃，反应后的烟气依次通过一级除雾器，经过  V形结构

的吸收槽，再经二级除雾器通过烟道进入烟囱后排放。一级及二级除雾器连接处设有V型工

艺水槽，根据烟气量设置V型角度40°~90°，可增加烟气与水面的接触面积，既可以通过吸收

作用减小氨逃逸，又通过惯性作用更有效除去烟气中的液滴和气溶胶。

[0025] 在氧化段，通过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氧化分布管将臭氧送至氧化池，利用臭氧的

强氧化性将烟气中的剩余NO氧化为溶解度较高的高价态氮氧化物，同时与过氧化氢溶液联

合协同作为强氧化剂，能够产生更多的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快速高效地氧化亚硫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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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亚硝酸盐，同时解决传统利用泵能量消耗大的问题。具体实施时，每氧化1L循环液需消耗

臭氧量50~200L，最佳量为100~150L，臭氧浓度为0.01~0.02g/L；过氧化氢溶液消耗量为50~
200ml，最佳量为100~150ml，双氧水浓度为25%~35%，最佳浓度为30%；亚硫酸铵溶液控制pH

值4~6，最佳值为5.5。采用新型塔内氧化方式，氧化段设置在浓缩段的上部，这样配置的优

点在于与传统塔内氧化相比，无需从脱硫塔底部提取循环液，可以有效减少循环吸收液量，

加强氧化剂的吸收利用率；同时相比传统塔外氧化，节省空间无需另外建立一个氧化装置，

简化系统，降低设备投资。

[0026] 氧化溢流液经过浓缩喷淋层后浓缩，底部浓缩液通过浓缩循环泵进入降温喷淋器

利用烟气热量升温蒸发加速结晶得到含固率10~15%浓缩液，而后经旋流浓缩器得到含固率

40%~50%的浓缩液，再经离心干燥机后含固率达到95~97%，最后经干燥器得到含固率大于

99%的副产物硫酸铵。

[0027] 综上所述，本装置具有如下优点：1）配合整套流程一体化操作，吸收塔内进行除雾

清洗、吸收反应、吸收液氧化、吸收液浓缩。2）设置两级吸收层，使其仅部分氧化吸收液，提

高吸收效率。3）采用新型塔内氧化方式，氧化段设置在浓缩段的上部，这样配置的优点在于

与传统塔内氧化相比，无需从脱硫塔底部提取循环液，可以有效减少循环吸收液量，加强氧

化剂的吸收利用率；同时相比传统塔外氧化，节省空间无需另外建立一个氧化装置，简化系

统，降低设备投资。4）一级及二级除雾器连接处设有V形结构吸收槽，根据烟气量设置V型角

度40°~90°，增加烟气与水面的接触面积，既可以通过吸收作用减小氨逃逸，又通过惯性作

用更有效除去烟气中的液滴和气溶胶。5）在吸收液氧化区域利用臭氧与过氧化氢溶液联合

气液耦合氧化，克服传统采用空气氧化法存在着氧化周期长且泵能量消耗大等缺点，同时

两者联合能够产生更多的强氧化性的羟基自由基，快速高效地氧化亚硫酸盐及亚硝酸盐，

从而真正实现烟气脱硫脱硝技术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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