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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

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置，包括脱

硫塔、循环泵、臭氧发生装置、氧化风机、石灰石

浆液制备装置和pH控制装置，臭氧发生装置用于

生成强氧化物质臭氧，氧化风机用于鼓入空气，

臭氧发生装置生成的臭氧与氧化风机鼓入的空

气混合后形成强制氧化气体，并将强制氧化气体

输入至氧化浆池内，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用于向

氧化浆池内补充用于吸收SO2和SeO2的石灰石浆

液；pH控制装置用于测量氧化浆池内的浆液pH

值，并反馈给调节控制回路调节石灰石浆液制备

装置的石灰石浆液供应量，控制氧化浆池内浆液

在pH  5.4～6.4的范围内运行。本实用新型实现

了脱硫装置对气态重金属Se的高效协同脱除，实

现过程既简单又经济，且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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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置，包括脱硫塔和设

置于所述脱硫塔外的循环泵，所述脱硫塔底部设置氧化浆池，脱硫塔上部设置喷淋层，所述

氧化浆池与喷淋层之间设置烟气入口，所述循环泵将所述氧化浆池内的浆液输送至所述喷

淋层，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臭氧发生装置、氧化风机、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和pH控制

装置，所述臭氧发生装置用于生成强氧化物质臭氧，所述氧化风机用于鼓入空气，所述臭氧

发生装置生成的臭氧与所述氧化风机鼓入的空气混合后形成强制氧化气体，并将所述强制

氧化气体输入至所述氧化浆池内，所述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用于向氧化浆池内补充用于吸

收SO2和SeO2的石灰石浆液；所述pH控制装置用于测量所述氧化浆池内的浆液pH值，并反馈

给调节控制回路调节所述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的石灰石浆液供应量，控制所述氧化浆池内

浆液在pH  5.4～6.4的范围内运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

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排出泵，所述排出泵与所述氧化浆池连通，用于间歇性的排

出所述氧化浆池内产生的石膏和脱硫废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

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还包括搅拌器，所述搅拌器设置于所述氧化浆池内，用于搅动所述

氧化浆池内的浆液，保证浆液与所述强制氧化气体混合均匀。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发生装置与所述氧化风机采用并联方法布置，臭氧发生装置使用

单独的氧气来源生成臭氧再与氧化风机鼓入的空气混合；单独的氧气来源为空气或纯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

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发生装置与所述氧化风机采用串联方法布置，所述臭氧发生装置

设置于氧化风机与脱硫塔之间，氧化风机鼓入的空气直接作为臭氧发生装置的氧气来源，

使得混合气体中臭氧的体积浓度达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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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大气污染物防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深度脱硫和重金属脱除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煤是我国最安全、最经济、最可靠的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耗占达六成以上。但

是由于煤中物质成分复杂，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和烟尘等常

规污染物，痕量重金属如汞(Hg)、硒(Se)、砷(As)等也会以气态或颗粒态等形式迁移至烟气

中，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面对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式，我国在电力行业以及钢铁、有色、

建材等非电行业逐步推出了烟气超低排放政策，加强对常规污染物SO2、氮氧化物和烟尘等

的控制。同时，国家也出台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等政策加强对重金属污

染防治工作的部署。因此，脱硫装置作为传统烟气污染物处理工序的末端设备，对其SO2脱

除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提高其对部分重金属的协同脱除效率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

关注。

[0003] 当前烟气脱硫技术仍以石灰石-石膏湿法工艺为主，其在我国烟气治理市场的占

有率达85％以上，主要技术原理是利用廉价的石灰石浆液吸收SO2，吸收反应产物以亚硫酸

盐(包含亚硫酸氢盐)为主，然后再将亚硫酸盐氧化为硫酸盐，最后通过结晶提纯等过程使

副产物(石膏)资源化。对于该工艺原理来说，在吸收区需较高pH值以利于SO2吸收，在氧化

区需较低pH值以利于亚硫酸盐的氧化。由于用于吸收SO2的浆液与用于氧化的浆液是相互

联通的，为兼顾吸收和氧化的效果，保证脱硫副产物(石膏)的纯度，传统工艺中浆液pH值最

高采用5.4～5.8。提高石灰石-石膏湿法工艺脱硫效率的方法主要有：

[0004] 1)通过新增串联塔等方式可以增加烟气在吸收区的停留时间。如申请号为

201210423242.2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的双塔双循环石灰石湿法脱硫装置及方法，通过设置

两级吸收塔串联布置，增加吸收反应的停留时间。但是双塔布置不仅新增占地，而且投资成

本、运行费用等均比单塔脱硫技术更高。

[0005] 2)优化塔内气液分布、改进喷嘴性能等强化气液传质效果。如申请号为

201580016531.2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的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及其脱硫除尘

方法，通过设置一层旋汇耦合装置，强化气液接触。但是该方法提高了脱硫装置的运行阻

力，且并未提升脱硫浆液运行过程中的pH值，从SO2吸收角度而言传质阻力并未降低，深度

脱硫效率受限。

[0006] 3)通过分区控制的方式局部提高吸收区的pH值，不增加氧化区的pH值，理论上可

以在保证亚硫酸盐氧化效果的条件下增加吸收反应的的传质推动力，提高反应速率和脱硫

效率，实现高浓度SO2条件下的深度脱除。如申请号为20161126274.9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公开的一种新型单塔双区脱硫系统，在吸收区和氧化区通过一分区机构隔开，实现吸收区

的较高pH值利，氧化区低pH值；申请号为US4351804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的一种单塔双循环

脱硫系统，通过收集碗将脱硫塔分成两段独立循环的吸收过程，第一级吸收区pH值较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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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吸收区pH值较高；申请号为US10143957B2的美国专利申请公开的高效渐变分级复合脱

硫塔，通过在喷淋层上方布置一层高pH浆液的薄膜持液层实现末端SO2的精脱除。但是局部

pH值的增加不仅增加了装置的复杂度，导致系统的设计难度加大、运行成本增加，装置所需

的改造费用和改造工期也会相应增加，而且还增加了局部高pH值区域的沉积结垢风险。

[0007] 上述专利虽然并未强调湿法脱硫装置对重金属的脱除作用，但是由于烟尘中的重

金属富集程度较高，通过浆液对烟气的喷淋洗涤以及除雾器对液滴的惯性捕集等作用，使

得脱硫设备在协同除尘的同时，具备了一定的颗粒态重金属脱除能力。如申请号为

201580016531.2的实用新型专利公开的旋汇耦合超净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及其脱硫除尘

方法通过设置包括多个除尘除雾单元的管束式除尘装置，提高脱硫装置的协同除尘效率，

从而可实现脱除对部分颗粒态重金属。然而根据Xu的文献研究(Xu  M ,et  al .Status  of 

trace  element  emission  in  a  coal  combustion  process:A  review[J] .Fuel 

Processing  Technology,2004,85(2):215-237)，由于Se的挥发性较强，燃煤中的Se大部分

以气态SeO2的形式迁移至烟气中。SeO2在水中的溶解度较低，因此目前脱硫装置对烟气中气

态重金属Se的脱除效率不高。公开的专利和论文中，仍未有较好的方法实现脱硫装置对气

态重金属Se的高效协同脱除。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烟气

中SO2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Se高效脱除的装置，目的在于优化现有脱硫工艺的操作条

件，提高脱硫效率，同时优化现有脱硫工艺的强制氧化方法，将浆液中的Se4+转变为溶解度

更高的Se6+，提高脱硫塔内浆液对Se的吸收能力，实现脱硫装置对气态重金属Se的高效协同

脱除，该装置及其方法实现过程既简单又经济，且操作方便。

[0009] 本实用新型为解决上述提出的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10] 一种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装置，包括脱硫塔和

设置于所述脱硫塔外的循环泵，所述脱硫塔底部设置氧化浆池，脱硫塔上部设置喷淋层，所

述氧化浆池与喷淋层之间设置烟气入口，所述循环泵将所述氧化浆池内的浆液输送至所述

喷淋层，该装置还包括臭氧发生装置、氧化风机、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和pH控制装置，所述

臭氧发生装置用于生成强氧化物质臭氧，所述氧化风机用于鼓入空气，所述臭氧发生装置

生成的臭氧与所述氧化风机鼓入的空气混合后形成强制氧化气体，并将所述强制氧化气体

输入至所述氧化浆池内，所述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用于向氧化浆池内补充用于吸收SO2和

SeO2的石灰石浆液；所述pH控制装置用于测量所述氧化浆池内的浆液pH值，并反馈给调节

控制回路调节所述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的石灰石浆液供应量，控制所述氧化浆池内浆液在

pH  5.4～6.4的范围内运行。

[0011] 上述方案中，该装置还包括排出泵，所述排出泵与所述氧化浆池连通，用于间歇性

的排出所述氧化浆池内产生的石膏和脱硫废水。

[0012] 上述方案中，该装置还包括搅拌器，所述搅拌器设置于所述氧化浆池内，用于搅动

所述氧化浆池内的浆液，保证浆液与所述强制氧化气体混合均匀。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臭氧发生装置与所述氧化风机采用并联方法布置，臭氧发生装

置使用单独的氧气来源生成臭氧再与氧化风机鼓入的空气混合；单独的氧气来源为空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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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氧。

[0014] 上述方案中，所述臭氧发生装置与所述氧化风机采用串联方法布置，所述臭氧发

生装置设置于氧化风机与脱硫塔之间，氧化风机鼓入的空气直接作为臭氧发生装置的氧气

来源，使得混合气体中臭氧的体积浓度达到1％-2％。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6] (1)运行稳定可靠：由于强氧化物质臭氧的通入，强化了亚硫酸盐的氧化过程，即

使在较高的pH运行条件下，其氧化速度快，氧化率可高达95％以上，保证了浆液中有足够的

石膏品种用于晶体生长，能够防止结垢，装置长期运行稳定，结垢风险小。

[0017] (2)脱硫效率高：由于整体提高了脱硫系统运行的pH值，增加了SO2和吸收浆液之

间的传质推动力，脱硫效率可达99％以上。

[0018] (3)协同脱除气态Se的效率高：由于强氧化剂的通入使得在传统空气氧化条件下

难以进一步氧化的SeO32-氧化为溶解度更高的SeO42-，大大提高了浆液进一步吸收SeO2的能

力。同时较高pH值的浆液也有利于对酸性的气态SeO2的吸收。脱硫装置的协同脱除气态Se

的效率可达90％以上。

[0019] (4)实现过程既简单又经济，操作方便：与传统湿法脱硫工艺相比，本实用新型几

乎不改变脱硫塔本体结构设计，极易安装和施工，设计难度小。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0021] 图1是本实用新型第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实用新型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空气；2、氧化风机；3、臭氧发生装置；4、强制氧化气体；5、氧化浆池；6、搅

拌器；7、pH控制装置；8、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9、循环泵；10、喷淋层；11、烟气入口；12、排出

泵；13、脱硫塔。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

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第一实施例：

[002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方法及

装置的第一实施例的工艺流程图。该实施例以600MW燃煤机组，燃煤含硫量2.3％的脱硫工

艺流程为例，烟气入口的气体流量为2200000Nm3/h，SO2浓度为5200mg/Nm3。

[0027] 本实用新型装置包括脱硫塔13、氧化浆池5、喷淋层10、循环泵9、臭氧发生装置3、

氧化风机2、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8、pH控制装置7和排出泵12。氧化浆池5设置于脱硫塔13底

部，喷淋层10设置于脱硫塔13上部，氧化浆池5与喷淋层10之间设置烟气入口11，循环泵9设

置于脱硫塔13外部，用于将氧化浆池5内的浆液输送至喷淋层10。臭氧发生装置3用于生成

强氧化物质臭氧，氧化风机2用于鼓入空气1，臭氧发生装置3与氧化风机2并联布置，将氧化

风机2鼓入的25000Nm3/h空气与臭氧发生装置3生成的625kg/h臭氧混合后形成强制氧化气

体4快速的输入至氧化浆池5内。氧化浆池5内设有搅拌器6，在搅拌器6的作用下，强制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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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4与氧化浆池5内的浆液强烈混合，将氧化浆池5内浆液所含的大量亚硫酸钙氧化为硫

酸钙，同时使得氧化浆池5内浆液中的部分SeO32-氧化为溶解度更高的SeO42-。硫酸钙可进一

步结晶为石膏颗粒，通过排出泵12间歇性排出。

[0028] 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8用于向氧化浆池5内补充用于吸收SO2和SeO2的石灰石浆液。

通过pH控制装置7测量氧化浆池5内的浆液pH值，并反馈给调节控制回路调节石灰石浆液制

备装置8的石灰石浆液供应量，控制氧化浆池5内浆液的pH值在pH  5.8～6.4的范围内运行。

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8是湿法脱硫过程中的常用装置，是由运送、卸料、厂内运输、制配和存

储设备组成的一个系统。pH控制装置7是湿法脱硫过程中的常用装置，通过pH值传感器测量

浆液pH值之后再反馈给pH值调节回路来控制石灰石浆液的给浆量。

[0029] 通过循环泵9将氧化浆池5中的浆液输送至喷淋层10，喷淋层10内布置有多个喷

嘴，喷淋层10喷淋的浆液在吸收烟气中的SO2和SeO2后生成亚硫酸盐和SeO32-，吸收后的浆液

在重力作用下回落至氧化浆液。

[0030] 由于喷淋层10喷淋的浆液也能吸收烟气中的HCl气体导致浆液在循环利用过程中

Cl-浓度不断升高，当氧化浆池5中Cl-浓度超过脱硫塔13内层的防腐设计要求时，通过排出

泵12间歇性地将氧化浆池5中的高Cl-浓度浆液排出。

[0031] 利用本实施例中的装置进行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

除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2] S1、使用臭氧发生装置3生成氧化性高的臭氧，并将所述臭氧与氧化空气混合后一

起通入脱硫塔13底部的浆液氧化区域，臭氧与氧化空气采用并联混合方法，即采用单独的

氧气来源(空气或纯氧)生成臭氧后再跟氧化空气混合；在搅拌器6的作用下使得所述臭氧、

氧化空气与脱硫塔13底部浆液充分混合，使得脱硫塔13底部浆液中的大量亚硫酸钙氧化为

硫酸钙同时使得脱硫塔13底部浆液中的部分SeO32-氧化为溶解度更高的SeO42-，从而提高浆

液再次吸收气态SeO2的能力。生成的硫酸钙进一步结晶为石膏颗粒排出。

[0033] S2、向脱硫塔13底部浆液中加入足够的新鲜石灰石浆液，控制氧化浆池5内浆液的

pH值在pH  5.8～6.4的范围内运行。氧化浆池5内浆液的pH值范围根据脱硫效率和脱气态Se

效率需要调整，需要的脱硫效率和脱气态Se效率越高，pH值要求越高。

[0034] S3、将脱硫塔13底部浆液通过循环泵9抽入喷淋层10，再通过喷嘴喷淋形成喷淋浆

液，喷淋浆液由于重力作用自上而下流动重新回落至脱硫塔13底部的浆液氧化区域循环使

用。由于喷淋浆液具有较高的pH值，既能增加SO2和吸收浆液之间的传质推动力，提高脱硫

效率；同时较高pH值的浆液也有利于对酸性的气态SeO2的吸收。

[0035] S4、烟气从脱硫塔13底部的浆液氧化区域与喷淋层10中间进入脱硫塔13，并在脱

硫塔13内自下而上流动与喷淋浆液逆流接触，烟气中的SO2和气态SeO2会被喷淋浆液吸收净

化。

[0036] 第二实施例：

[003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除的方法及

装置的第二实施例的工艺流程图。该实施例以600MW燃煤机组，燃煤含硫量2.3％的脱硫工

艺流程为例，烟气入口11的气体流量为2200000Nm3/h，SO2浓度为5200mg/Nm3。

[0038] 本实用新型装置包括脱硫塔13、氧化浆池5、喷淋层10、循环泵9、臭氧发生装置3、

氧化风机2、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8、pH控制装置7和排出泵12。氧化浆池5设置于脱硫塔13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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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喷淋层10设置于脱硫塔13上部，氧化浆池5与喷淋层10之间设置烟气入口11，循环泵9设

置于脱硫塔13外部，用于将氧化浆池5内的浆液输送至喷淋层10。臭氧发生装置3用于生成

强氧化物质臭氧，氧化风机2用于鼓入空气1，臭氧发生装置3与氧化风机2串联布置，臭氧发

生装置3设置于氧化风机2与脱硫塔13之间，通过氧化风机2鼓入25000Nm3/h的空气，并利用

该空气作为臭氧发生装置3的氧气来源，生成含625kg/h臭氧的强制氧化气体4，将强制氧化

气体4快速的输入至氧化浆池5内。氧化浆池5内设有搅拌器6，在搅拌器6的作用下，强制氧

化气体4与氧化浆池5内的浆液强烈混合，将氧化浆池5内浆液所含的大量亚硫酸钙氧化为

硫酸钙，同时使得氧化浆池5内浆液中的部分SeO32-氧化为溶解度更高的SeO42-。硫酸钙可进

一步结晶为石膏颗粒，通过排出泵12间歇性排出。

[0039] 石灰石浆液制备装置8用于向氧化浆池5内补充用于吸收SO2和SeO2的石灰石浆液。

通过pH控制装置7测量氧化浆池5内的浆液pH值，并反馈给调节控制回路调节石灰石浆液制

备装置8的石灰石浆液供应量，控制氧化浆池5内浆液的pH值在pH  5.8～6.4的范围内运行。

[0040] 通过循环泵9将氧化浆池5中的浆液输送至喷淋层10，喷淋层10内布置有多个喷

嘴，喷淋层10喷淋的浆液在吸收烟气中的SO2和SeO2后生成亚硫酸盐和SeO32-，吸收后的浆液

在重力作用下回落至氧化浆液。

[0041] 由于喷淋层10喷淋的浆液也能吸收烟气中的HCl气体导致浆液在循环利用过程中

Cl-浓度不断升高，当氧化浆池5中Cl-浓度超过脱硫塔13内层的防腐设计要求时，通过排出

泵12间歇性地将氧化浆池5中的高Cl-浓度浆液排出。

[0042] 利用本实施例中的装置进行烟气中二氧化硫深度脱除协同气态重金属硒高效脱

除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3] S1、使用臭氧发生装置3生成氧化性高的臭氧，并将所述臭氧与氧化空气混合后一

起通入脱硫塔13底部的浆液氧化区域，臭氧与氧化空气采用串联混合方法，即使用氧化空

气作为为臭氧发生装置3的氧气来源，使得混合气体中臭氧的体积浓度达到1％-2％；在搅

拌器6的作用下使得所述臭氧、氧化空气与脱硫塔13底部浆液充分混合，使得脱硫塔13底部

浆液中的大量亚硫酸钙氧化为硫酸钙同时使得脱硫塔13底部浆液中的部分SeO32-氧化为溶

解度更高的SeO42-，从而提高浆液再次吸收气态SeO2的能力。生成的硫酸钙进一步结晶为石

膏颗粒排出。

[0044] S2、向脱硫塔13底部浆液中加入足够的新鲜石灰石浆液，控制氧化浆池5内浆液的

pH值在pH  5.8～6.4的范围内运行。氧化浆池5内浆液的pH值范围根据脱硫效率和脱气态Se

效率需要调整，需要的脱硫效率和脱气态Se效率越高，pH值要求越高。

[0045] S3、将脱硫塔13底部浆液通过循环泵9抽入喷淋层10，再通过喷嘴喷淋形成喷淋浆

液，喷淋浆液由于重力作用自上而下流动重新回落至脱硫塔13底部的浆液氧化区域循环使

用。由于喷淋浆液具有较高的pH值，既能增加SO2和吸收浆液之间的传质推动力，提高脱硫

效率；同时较高pH值的浆液也有利于对酸性的气态SeO2的吸收。

[0046] S4、烟气从脱硫塔13底部的浆液氧化区域与喷淋层10中间进入脱硫塔13，并在脱

硫塔13内自下而上流动与喷淋浆液逆流接触，烟气中的SO2和气态SeO2会被喷淋浆液吸收净

化。

[0047] 本说明书中各个实施例采用递进的方式描述，每个实施例重点说明的都是与其他

实施例的不同之处，各个实施例之间相同相似部分互相参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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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

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

下，还可做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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