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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

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的装置，包括吸收塔和由

下至上分布的氧化段，烟气入口，预洗段、结晶

段，吸收段，细微颗粒物控制段；吸收塔结晶段隔

板上方设有循环液出口并通过管道与所述预洗

循环槽相连接，所述预洗循环槽通过预洗循环泵

和管道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相连接，所

述吸收循环泵通过管道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

喷淋层相连接，所述预洗循环槽设有浆液排出

口，浆液排出口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通过控

制吸收循环液补入量、喷淋液气比、喷淋覆盖率、

结晶停留时间，控制产品硫酸铵粒径0.85‑2.8mm

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占90％以上；结晶运行稳定

可靠，自动化程度高，工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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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氨法脱硫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吸收塔和由

下至上分布的氧化段，烟气入口，预洗段、结晶段，吸收段，细微颗粒物控制段，烟气出口；另

设有预洗循环槽，预洗循环泵，吸收循环泵；所述预洗段设有若干层喷淋层，其中至少1层为

预洗循环液喷淋层，至少一层为吸收循环液喷淋层，且吸收循环液喷淋层在预洗循环液喷

淋层上方，预洗段、结晶段之间设有隔板，隔板上设有连通的孔，吸收塔结晶段隔板上方设

有循环液出口并通过管道与所述预洗循环槽相连接，所述预洗循环槽通过预洗循环泵和管

道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相连接，所述吸收循环泵通过管道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

喷淋层相连接，所述预洗循环槽设有浆液排出口，浆液排出口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

设有结晶槽，预洗循环槽浆液排出口通过泵及管道和结晶槽连接，结晶槽设置搅拌装

置，结晶槽通过管道及泵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结晶槽设有液位计、pH计和密度计接口，

并设有塔壁冲洗设备；

通过控制吸收循环液补入量、喷淋液气比、喷淋覆盖率和结晶停留时间，控制产品硫酸

铵粒径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占90%以上；吸收循环液流量为预洗循环液流量的

0.5‑20%，作为预洗循环液的补充；吸收循环液铵盐浓度20‑35%，pH  4.5‑6.5；

吸收塔单位面积预洗循环液流量不小于5m3/m2/h，预洗循环液单层喷淋覆盖率不小于

165%，总喷淋覆盖率不小于2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在于，结晶段隔板上方设有循环液出

口，出口和隔板垂直距离不小于0.3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是，预洗循环液固含量5‑35%，pH  3.5‑

5.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是，结晶段预洗循环液停留时间不小于

1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是，结晶槽浆液停留时间不小于20min，

固含量10‑35%，通过加入吸收剂调节pH  4‑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是，结晶槽浆液密度1.3‑1.5g/cm3；结晶

槽搅拌器转速3‑50r/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饱和结晶方法，其特征是，  吸收循环液流量为预洗循环液流

量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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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装置及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

和结晶的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球脱除气体中二氧化硫的主流工艺是石灰石‑石膏方法，该方法在脱硫过

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石膏渣，每脱除1吨二氧化硫同步产生0.7吨二氧化碳，处理这些废

水、废渣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运行成本。而氨法脱硫不产生废水和废渣，投入的脱硫剂氨转化

成硫酸铵化肥，变废为宝，通常硫铵化肥的销售收入大于氨的投入成本。但长期以来由于氨

法脱硫存在的氨逃逸、气溶胶等问题，制约了这一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本专利的发明人

通过过程的创新设计，通过分段控制、多点加氨从根本上消除氨逃逸和气溶胶的产生，这一

阻碍氨法脱硫发展和推广的重大技术难题已得到彻底解决，可以使净烟气SO2≤35mg/Nm3，

总尘(含气溶胶)≤5mg/Nm3，氨逃逸≤3mg/Nm3。

[0003] 塔内饱和结晶可充分利用原烟气热量，省去蒸发结晶的投资及能耗，但饱和结晶

可能因烟气与浓缩液温度相差大，直接接触过饱和度大形成大量晶核，导致产品粒径小。由

于部分下游用户对硫酸铵产品粒径有要求，本发明通过控制吸收循环液补入量、喷淋液气

比、喷淋覆盖率、结晶停留时间等，控制产品硫酸铵粒径(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

占90％以上)，可拓宽产品应用范围，提高产品售价，为氨法脱硫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奠定基

础。

[0004] 申请号CN201110226038.7的中国发明专利提出一种大颗粒硫酸铵结晶制备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将硫酸铵粗品和水按质量比70～85∶100的比例混合后放入结晶器内，加入

占硫酸铵溶液质量分数0.2％～1.0％的添加剂，升温至30～55℃，保温并充分搅拌，使固体

物完全溶解，然后，再加入占硫酸铵溶液质量分数1％～5％的硫酸铵晶种，维持在上述温度

下减压蒸发，结晶器内真空度维持在0.01～0.07Mpa，待蒸出水分量达到加入水分总量的

20％～60％后，停止减压蒸发，进行控温冷却，降温速率为6～20℃/h，当温度降至10～30℃

时，停止降温，养晶0.5～2h后，过滤、洗涤、干燥得到硫酸铵结晶产品；所述添加剂为硫酸

锰、硫酸铜和硫酸锌中的一种或几种。此工艺采用重结晶+减压蒸发方式得到大颗粒硫酸

铵，投资大，能耗高，且添加剂会影响产品质量。

[0005] 申请号CN201210449146.5的中国发明专利提出一种大颗粒硫酸铵晶体的生产方

法，将硫酸铵水溶液加入结晶器，经蒸发结晶、分离及干燥处理后得到固体硫酸铵晶体，其

特征在于蒸发结晶是采用波段温度操作，先将温度从40‑45℃提升至50‑60℃，当结晶罐晶

浆浓度达到60‑90(体积)％，再由50‑60℃降至40‑45℃，系统在此温度下循环以促使硫酸铵

晶体长大，循环液是晶浆液经过澄清后的清硫铵溶液，晶浆主要集中在结晶器中下部，循环

液是从结晶罐上部清液循环至结晶器底部；延长结晶停留时间，晶浆浓度达到60‑90(体

积)％时，蒸发结晶温度降至40‑45℃，并在该温度条件下循环2‑3小时，促使硫铵晶体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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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粒径达到2～4mm。此工艺采用蒸发+冷却结晶方式，投资大，能耗大，运行成本高。

[0006] CN  105771307采用在硫铵后系统设置两级稠厚器的方式，逐步提高浆液浓度，浆

液固含量由一级稠厚器进口的10％提升到二级稠厚器出口的50～60％，浆液进入离心机后

能分离出更多晶体，实现顺利出料。

[0007] CN  106345257公开了一种提升硫酸铵品质的装置及方法，脱硫塔出来的浆液经料

液净化槽、料液过滤器与硫酸铵储罐再进入结晶器，在料液净化槽中加入稀氨水并鼓泡，使

重金属离子沉淀，悬浮颗粒物聚集，并由料液过滤器过滤，得到洁净滤液。该工艺料液净化

槽与硫酸铵储罐的设置实现了去除杂质的，但并未对晶体的成长有过多关注。

[0008] CN  104689705公开了一种氨基排烟净化方法和装置，设置洗涤塔、净化塔、洗涤循

环槽和养晶槽，洗涤塔出来的洗涤液由洗涤循环槽经旋流器提升浓度后进入养晶槽储存，

养晶槽浆液再进入硫铵后处理系统干燥得到硫酸铵产品，另该专利权人有多篇其他专利公

开了类似的工艺。该工艺需在养晶槽与洗涤塔间设置旋流器提浓，结晶条件只控制了PH，实

际上较难达到理想的结晶条件。

[0009] 因此，研发一种能生产大颗粒硫酸铵，且工艺简单、投资运行成本低的塔内饱和结

晶系统成了本领域研究的重点。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的装

置及方法，通过控制吸收循环液补入量、喷淋液气比、喷淋覆盖率、结晶停留时间等，控制产

品硫酸铵粒径(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占90％以上)，拓宽产品应用范围，提高产

品售价，为氨法脱硫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奠定基础。

[0011]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一种氨法脱硫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装置，其特征

在于，包括吸收塔和由下至上分布的氧化段，烟气入口，预洗段、结晶段，吸收段，细微颗粒

物控制段；烟气出口；另设有预洗循环槽，预洗循环泵，吸收循环泵；所述预洗段设有若干层

喷淋层，其中至少1层为预洗循环液喷淋层，至少1层为吸收循环液喷淋层，且吸收循环液喷

淋层在预洗循环液喷淋层上方，预洗段、结晶段之间设有隔板，隔板上设有连通的孔，吸收

塔结晶段隔板(底板)上方设有循环液出口并通过管道与所述预洗循环槽相连接，所述预洗

循环槽通过预洗循环泵和管道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相连接，所述吸收循环泵通过

管道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相连接，所述预洗循环槽设有浆液排出口，浆液排出口

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

[0012] 设有结晶槽，预洗循环槽浆液排出口通过泵及管道和结晶槽连接，结晶槽设置搅

拌装置，结晶槽通过管道及泵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

[0013] 结晶段隔板(底板)上方设有循环液出口，出口和隔板垂直距离不小于0.3m，尤其

是0.5‑1m。结晶槽设有液位计、pH计、密度计接口，并设有塔壁冲洗设备。

[0014] 利用所述的装置进行塔内饱和结晶方法，通过控制吸收循环液补入量、喷淋液气

比、喷淋覆盖率、结晶停留时间，控制产品硫酸铵粒径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占

90％以上；吸收循环液流量为预洗循环液流量的0.5‑20％，作为预洗循环液的补充；吸收循

环液铵盐浓度20‑35％，pH  4.5‑6.5。

[0015] 吸收塔单位面积预洗循环液流量不小于5m3/m2/h，预洗循环液单层喷淋覆盖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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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65％，总喷淋覆盖率不小于220％。

[0016] 预洗循环液固含量5‑35％，pH  3.5‑5.5。

[0017] 结晶段预洗循环液停留时间不小于10min。

[0018] 结晶槽浆液停留时间不小于20min，固含量10‑35％，通过加入吸收剂调节pH  4‑6。

密度1.3‑1.5g/cm3。

[0019] 结晶槽搅拌器转速3‑50r/min，优选为5‑30r/min。

[0020] 有益效果：本发明通过控制塔内饱和结晶的补充液浓度、pH，循环液的喷淋量、喷

淋覆盖率、固含量及pH，结晶条件优化控制产品硫酸铵粒径(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

量占90％以上)，得到大颗粒硫酸铵以利于后续固液分离、干燥，降低硫铵后处理系统的劳

动强度，改善操作环境，降低投资和运行成本，且产品可直接施用，提高了产品售价。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附图标记说明，1.吸收塔；2.氧化段；3.烟气入口；4.预洗段、结晶段；5.吸收段；6.

细微颗粒物控制段；7.烟气出口；8.预洗循环槽；9.结晶槽；10.旋流器；11.离心机；12.干燥

机；13.包装机；14.循环洗涤槽。

[0023] 如图所示，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装置，包括吸收塔

预洗段，结晶段，预洗循环槽，预洗循环泵，吸收循环泵，所述吸收塔预洗段设有若干层喷淋

层，其中至少1层为预洗循环液喷淋，至少1层为吸收循环液喷淋，且吸收循环液喷淋在预洗

循环液上方。结晶段隔板(底板)上方设有出口并通过管线与所述预洗循环槽相连接，所述

预洗循环槽通过预洗循环泵和管线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相连接，所述吸收循环泵

通过管线与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相连接，所述预洗循环槽设有浆液排出口，浆液排

出口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预洗段、结晶段之间设有隔板上也可设连通孔；或预洗段、结

晶段以循环液液面为分界线。

[0024] 结晶段隔板上方设有预洗循环液出口，预洗循环液出口和隔板距离不小于0.3m，

优选0.5‑1m。

[0025] 装置还包括结晶槽，预洗循环槽浆液排出口通过泵及管道和结晶槽连接，结晶槽

设置搅拌，结晶槽通过管道及泵和硫铵后处理系统连接。

[0026] 结晶槽设有液位计、pH计、密度计接口，并设有搅拌和塔壁冲洗设备。

[0027] 吸收塔结晶段下方根据需要设置氧化段，预洗段上方依次设置吸收段、细微颗粒

物控制段、烟气出口，并设置循环洗涤槽。

[0028] 硫铵后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旋流器、离心机、干燥机、包装机。

[0029] 工艺流程为：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方法的工艺流程

为：

[0030] 120‑160℃的原烟气通过烟气进口进入吸收塔，如140℃的原烟气通过烟气进口进

入吸收塔，在预洗段与预洗循环液、吸收循环液逆流接触，烟气热量传递给循环液，冷却后

的烟气进入下游处理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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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吸收热量后的预洗循环液、吸收循环液在结晶段混合，控制循环液停留时间和结

晶温度，混合液通过结晶段隔板(底板)上方出口进入预洗循环槽，大部分预洗循环液通过

预洗循环泵和管线送所述吸收塔预洗段的喷淋层循环吸收，当预洗循环液固含量达到15‑

25％时，通过预洗循环槽的浆液排出口经结晶泵将硫酸铵浆液送硫铵后处理系统加工成产

品硫酸铵，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占90％以上。

[0032] 通过控制吸收循环液补入量、喷淋液气比、喷淋覆盖率、结晶停留时间等，控制产

品硫酸铵粒径(0.85‑2.8mm粒径产品硫酸铵重量占90％以上)。

[0033] 吸收循环液流量为预洗循环液流量的1‑3％。吸收循环液铵盐浓度28 .7％，pH 

5.6。

[0034] 单位吸收塔截面积预洗循环液流量11 .3m3/m2/h，预洗循环液单层喷淋覆盖率

180％，总喷淋覆盖率260％。

[0035] 预洗循环液固含量20％，pH  4.3。

[0036] 结晶段预洗循环液停留时间8min，结晶段操作温度50‑60℃。

[0037] 结晶槽浆液停留时间30min，固含量15‑20％，通过加入吸收剂调节pH  4.5‑5.5，密

度1.35‑1.45g/cm3。

[0038] 结晶槽搅拌器转速22r/min。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发明的一种氨法脱硫装置控制硫酸铵粒径的塔内饱和结晶方法，应用于烟气氨

法脱硫装置，烟气量510000Nm3/h，烟气进口温度150℃，进口烟气SO2浓度4500mg/Nm3，进口

烟气粉尘浓度18.6mg/Nm3。采用图1的工艺流程，经处理后，出口烟气SO2浓度23mg/Nm3，出口

烟气尘浓度2.6mg/Nm3。

[0041] 如图1所示的控制氨法脱硫硫酸铵粒径的装置，吸收塔1直径8米，高46米，预洗循

环槽8直径5米，结晶槽9直径7米。

[0042] 所述控制氨法脱硫装置产品硫酸铵粒径的方法的工艺流程如下：

[0043] 1)原烟气从烟气入口3进入吸收塔1预洗段4后与预洗循环液逆流接触，烟气被洗

涤并降温，预洗循环液利用烟气热量蒸发水分浓缩并产生结晶，通过管路送入预洗循环槽

8，预洗循环槽的预洗循环液一部分泵入吸收塔预洗段4循环喷淋，另一部分进入结晶槽9。

过程中通过调节循环喷淋量控制预洗循环温度43‑50℃；通过调节吸收剂量控制预洗循环

液PH3‑4.2；结晶段(预洗段)4预洗循环液采出量与循环量之比维持3.11‑4.5％，通过调节

预洗段(结晶段)4工艺水加入量控制预洗循环液固含量10％～16.8％。

[0044] 2)预洗循环槽8的浆液泵入结晶槽9，晶体在此长大，通过调节进料量、出料量控制

结晶液停留时间在50‑120min，在结晶槽内设置较低转速的搅拌器，搅拌器设置为20.5r/

min。待晶体充分长大后送入硫酸铵后处理系统，经旋流器、离心机、干燥机、包装机处理后

得到最终产品固体硫酸铵。

[0045] 经检测，硫酸铵产品含水量0.79％，粒径1‑4mm的硫酸铵产品质量占总硫酸铵产品

质量的81.6‑95.1％。

[0046] 单位吸收塔截面积预洗循环液流量10 .8m3/m2/h，预洗循环液单层喷淋覆盖率

175％，总喷淋覆盖率250％。

[0047] 实际运行典型工况取样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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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0050]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这些

仅是举例说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是由所附权利要求书限定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背

离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更或修改，但这些变更

和修改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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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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