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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

它是将含有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烟气引入脱

硫单元，脱除其中的二氧化硫；脱硫后烟气进入

氧化单元，向脱硫后烟气中投加氧化剂将其中的

NO氧化为NO2；氧化后烟气进入脱硝单元,采用PH

不小于7.0的循环吸收液循环吸收烟气中的氮氧

化物,生成亚硝酸盐。本发明实现了低氧化剂消

耗条件下的高脱硝效率，减少氧化剂消耗1/3以

上；降低了对烟气脱硫系统的处理要求，节约了

脱硫药剂成本和动力消耗，减少了脱硫产物的数

量；实现了脱硫、脱硝产物的分离，为烟气处理产

物的综合利用创造了条件，解决了制约化学氧化

吸收法烟气处理技术推广应用的烟气处理产物

合规处置问题。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的项目

建设成本降低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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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含有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烟气引入脱硫单元，脱除其中的二氧化硫；脱硫后烟气

进入氧化单元，向脱硫后烟气中投加氧化剂将其中的NO氧化为NO2；氧化后烟气进入脱硝单

元，采用PH不小于7.0的循环吸收液循环吸收烟气中的氮氧化物，生成亚硝酸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

硫单元是指采用吸收剂固体吸收SO2的干法脱硫系统或采用吸收剂悬浮液或溶液吸收SO2的

湿法脱硫系统。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是：干法脱硫系

统采用氧化钙或氢氧化钙作为吸收剂。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是：湿法脱硫系

统采用氧化钙、氢氧化钙、氧化镁或氨作为吸收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

硫后烟气其SO2浓度小于120mg/m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向

脱硫后烟气中投加氧化剂将其中的NO氧化为NO2，所投加的氧化剂是臭氧或/和双氧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向脱

硫后烟气中投加臭氧将其中的NO氧化为NO2，臭氧投加量与烟气中NO量的摩尔比小于等于

1.0。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所述的向脱硫后烟气

中投加双氧水将其中的NO氧化为NO2，其特征是双氧水的浓度是1％-27.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

硝单元的吸收剂为钠碱、氢氧化钙或氧化钙。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在脱硝单元,其NO2有效转化率即NOx脱除量与进入脱硝单元NO2量的摩尔比大于66.67％。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脱硝单元所采用的循环吸收液的PH值不小于7.8。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脱硝单元，其在吸收脱除NOx的同时，烟气中所仍留有的SO2也被进一步吸收脱除。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脱硝单元，吸收液在循环吸收过程中，全部或部分的亚硝酸盐被氧化成硝酸盐。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479057 A

2



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烟气污染物的处理，尤其涉及对化学氧化吸收法烟气处理工艺的  改

进。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节能减排工作的不断深入，非电行业的烟气净化处理已进入关键阶  段。

从技术角度而言，由于非电行业烟气温度远低于电力行业，在电力行业普遍  使用的催化还

原脱硝+湿法烟气脱硫(SCR+FGD)组合烟气净化工艺，难以在非 电行业得到推广应用，取而

代之的是COA化学氧化吸收法协同处理技术。COA  技术的原理是通过氧化剂(O3、ClO2、H2O2、

KMNO4、NaClO2、NaClO等)将烟  气中难溶于水的NO氧化为可与水发生化学吸收反应的NO2、

NO3，再通过化学 吸收脱除其中的NOx，目前均利用脱硫系统作为NOx的化学吸收系统，实现

NOx、  SO2、汞的同时吸收脱除。由于COA技术具有无需升温即能实现多污染物协同处  理的

突出优势，已成为低温烟气净化处理的主流工艺。

[0003] 上述COA化学氧化吸收法协同处理技术起源于美国，2003年，美国加州能  源委员

会《新烟气处理技术分析》报导了一种新兴的NOx控制技术，[Emerg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an  analysis  of  new  treatment  technologies  for  the  California 

e n e r g y  c o m m i s s i o n [ R ] .E P R I ，P a l o  A l t o ，C A ，C a l i f o r n i a  E n e r g y 

Commission.Sacramento，CA：2003]、上述NOx控制采用低温氧化技术(LoTO；  TM技术)，其工

艺原理是在烟道气内注入臭氧，将烟气中不溶于水的NO气相氧化  成高价态的NO2和NO3，利

用其能与水发生化学吸收反应的特点，采用水洗涤  脱除烟气中的NOX。LoTO；TM技术达到的

指标是：在保证NOX脱除率为80％-95％ 的情况下，运行费用为1700-1950美元/吨NOx。其脱

硝反应机理如反应(1)、 反应(2)、反应(3)：

[0004] NO+O3→NO2+O2  反应(1)

[0005] NO2+O3→N2O3+O2  反应(2)

[0006] NO2+NO3+H2O→2HNO3  反应(3)

[0007] SO2+H2O→H2SO3  反应(4)

[0008] 此后，LoTO；TM技术(低温氧化技术)的发明人美国BOC公司将该项技术授  权给

Belco(贝尔哥)公司，将此技术与Belco公司的EDV湿式洗涤器结合起来，  并在大西洋中部

的某石油精炼厂烟气处理中进行了工程应用，实现了NOx，SO2同时脱除。2013，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引进该项技术对其石油  催化裂解产生的含SO2、NOX烟气进行净

化处理，[陈永康..硫酸工业，2017，5  (5)： 脱硫+LoTO；TM臭氧氧化脱硝技术在催化裂

化装置中的应用，27-30.]， 该装置采用臭氧先将NO氧化成NO2、NO3，并采用钠基吸收液喷淋

吸收工艺，  同时脱除烟气中的NOX和SO2，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其烟气脱硝处理产物为硝酸 

钠。但是，由于LoTO技术氧化反应(1)(2)的理论O3/NO摩尔比需达到1.5，  而在该装置的实

际工程应用中其O3/NO摩尔比已超过1.5，氧化剂成本高；加之  脱硫工艺采用的钠碱吸

收，同时脱除烟气中的SO2和NOX，SO2(反应4) 的去除成本是现有常规脱硫技术的5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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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使用成本制约，上述技术只在烟  气量少，产品附加值高的石化行业具有应用业绩。

[0009] 2007年，浙江大学“能源清洁国家重点实验室”王智化等对臭氧氧化同时  脱硫脱

硝进行了实验研究，并发表了《用臭氧氧化技术同时脱除锅炉烟气中NOx  及SO2的实验研

究》[王智化，周俊虎，魏林生等..中国电机工程学报，2007，  27(11)：1-5.]和《利用臭氧同

时脱硫脱硝过程中NO的氧化机理研究》.[王智化，  周俊虎，温正城等..浙江大学学报：工学

版，2007，41(5)：765-769]。其实验  装置的工艺流程是：采用臭氧将烟气中的NO氧化成NO2，

然后采用水同时吸收  烟气中的NOX和SO2。上述文献的主要研究成果引证如下：1)“NO和O3之

间 的氧化反应比O3和SO2之间的氧化反应进行的速度要快得多，SO2的存在对  NOx的臭氧氧

化反应影响较小”；2)“在[O3]/NO]为1.0时O3对NO的氧化效  率可达85％左右”；3)“在O3/NO

摩尔比为0.9的条件下，采用水吸收NOX，SO2，  脱硝效率达到86.27％，脱硫效率达到100％”。

与LoTO；TM技术相比,上述实验研 究成果的积极意义在于：1)臭氧氧化具有选择性，烟气中

的SO2对臭氧氧化NO  基本无影响,可以直接向混合烟气中投加臭氧；2)只需进行反应(1)，

无需将  NO2氧化为NO3，O3/NO摩尔比只需达到0.9，其脱硝效率即能满足排放要求，  相对于

LoTO；TM技术，臭氧消耗可降低40％；3)水可以作为吸收剂实现SO2和NOX的同时高效吸收脱

除，由于现有湿法脱硫系统均采用碱性物质作为脱硫剂，  其吸收传质效率应远高于水，上

述工艺必然能够在现有湿法脱硫系统的基础上实  施。而其研究成果：“O3/NO摩尔比0.9”以

及“86.27％的脱硝效率”参数，已成  为国内COA系统工程设计的基础参数，按照上述设计参

数，目前全国已有近百  套的COA系统已建成投运。但是，根据中国金属协会近期对在烧结、

焦化烟气  处理中应用的湿法COA系统调研(中国金属协会，2018，8，《关于钢铁企业烧  结、

焦化烟气超低排放情况的调研报告》)，其采用的工艺均为先烟道氧化，再采  用湿法脱硫系

统同时吸收脱除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在O3/NO为0.9的条件下，  其脱硝效率只能达到50％

左右。

[0010] 在臭氧氧化NO机理方面，浙江大学上述研究成果提出了65步的化学反应  机理，得

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但其研究结论“SO2的存在对NOx的  臭氧氧化反应影响较

小”，以及“在O3/NO摩尔比0.9，采用水吸收脱硝效率达  到86.27％，脱硫效率达到100％”的

研究结论，并未从反应机理角度验证其正确  性，并且，上述实验结论与传统的氧化和吸收

传质理论不符。为此，我们重复浙  江大学上述实验，验证其实验结果，实验条件如下：混合

气体SO2浓度  50-2000mg/m3、NO浓度200mg/m3、温度135℃，混合气体经臭氧氧化后进入 喷

淋吸收塔吸收，臭氧投加方式模拟烟道条件，采用点源投加烟道扩散方式，氧  化段停留时

间2秒；喷淋吸收塔设置六层喷淋，每层的喷淋液气比为5L(水)/  立方米(气)，采用常温水

作为喷淋吸收液，吸收液直接外排不循环。为防止烟  气分析仪的误差，我们通过测定完成

吸收后外排吸收液中(亚)硫酸根、(亚)  硝酸根离子总量的方式，计算脱硫、脱硝效率。实验

结果表明：1)在5-30L(水)  /立方米(气)不同的喷淋液气比下，外排吸收液的PH始终低于

4.52，脱硫和脱  硝效率始终未超过36.8％和52.6％，提高喷淋液气比对SO2脱除效率提升

影响明  显，而对NOx脱除效率基本无影响；2)脱硝产物全部为硝酸，由于吸收液不循  环，亚

硝酸被氧化的情况可以忽略不计；3)按O3/NO摩尔比1，气相氧化NOx、  SO2混合气体，调节SO2

浓度由2000mg/m3降低到120mg/m3，NO氧化率由70.5％  提高到90.2％。继续降低SO2浓度，氧

化率无明显提高。4)在SO2浓度120mg/m3条件下，吸收液循环吸收不外排，向循环吸收液中添

加氢氧化钠，提高吸收液的  PH，随着PH的上升，在PH7 .0时检出亚硝酸根离子，脱硝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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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吸收脱 除NOx量与NO2的摩尔比为66.67％；在PH7.8时，脱硝效率大于80％，吸收脱 

除NOx量与NO2的摩尔比为100％；进一步提高PH至8.25，脱硝效率84.70％， 吸收脱除NOx量

与NO2的摩尔比为105.9％。继续提高循环吸收液PH，脱硝效率 无明显提升。

[0011] 分析上述实验结果，在氧化后混合烟气无NO3存在的情况下，吸收过程发生  的反

应只可能是反应(5)、反应(6)、和反应(7)，而反应(5)、反应(6)和  反应(7)的明显差异在于

是否有亚硝酸生成。从亚硝酸的理化特性可知，亚硝  酸在常压下只微溶于0℃低温水中，在

常温下极不稳定，容易歧化生成硝酸和一  氧化氮，在上述实验吸收终点PH以及吸收气液传

质条件下，其不可能以亚硝酸 的形式存在于水中。为此，反应(5)、(6)不可能在吸收液为酸

性条件下发生，  浙江大学上述实验采用水为吸收液，其吸收SO2、NOx后PH已降至4.52以下， 

不可能发生反应(5)和反应(6)，唯一发生的反应是反应(7)，其脱除NOx量  与烟气中NO2比

不可能超过66.67％，加之烟气氧化率为90％，其脱硝效率不可  能达到86.27％的实验值。

考虑现有湿法COA工程装置是在高SO2浓度下氧化，  其NO氧化率只能达到70-80％，其实际

运行脱硝效率50％的结果与本实验结论相  吻合。而在吸收液为碱性的条件下，反应(8)能

够发生，NO2歧化成亚硝酸和  硝酸被钠碱吸收，碱性条件增加了歧化生成亚硝酸根的趋势。

而当NO2+NO混合  气体进入水中，也存在产生亚硝酸的趋势，但是只有低温或碱性条件才可

以实现  亚硝酸的稳定不分解，而同样碱性条件也增加了这个趋势，发生反应(9)，使其  反

应生成的亚硝酸盐在常温也能实现稳定不分解。同时，浙江大学基于“O3与  NO的反应速率

远高于O3与SO2反应速率”的研究结论，解释了SO2对臭氧氧化  NO基本无影响的实验结果，我

们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相对于烟道截面  积，臭氧多点投加是点源投加，必然存在

臭氧由浓到稀的扩散过程，且臭氧在烟  气中的扩散速度远远低于臭氧与NO、SO2的氧化反

应速率，在O3在扩散过程中，  其局部区域O3相对于NO、SO2必然是过量的，该区域内的SO2也

具备被全部氧  化的条件，且由于通常烟气中SO2浓度是NOx的5-10倍，大量的O3必然消耗于 

与SO2的氧化反应，SO2浓度越高、氧化剂的有效利用率越低，NO氧化效率越低， 我们的上述

实验结论验证了此观点。

[0012] NO+N02+H2O→2HNO2  反应(5)

[0013] 2NO2+H2O→HNO3+HNO2  反应(6)

[0014] 3NO2+H2O→2HNO3+NO  反应(7)

[0015] 2NO2+2NaOH＝NaNO3+NaNO2+H2O  反应(8)

[0016] NO2+NO+2NaOH＝2NaNO2+H2O  反应(9)

[0017] 在脱硫吸收反应机理层面，现代大型湿法烟气脱硫系统普遍采用不溶(微溶)  性

的钙基、镁基碱性物质或具有挥发性的氨水作为脱硫剂，而既可溶又不挥发的  钠基碱性物

质，由于其价格是上述脱硫剂的6-15倍，加之烟气中SO2当量浓度  远高于其它组分，虽然其

具有最佳的脱硫效果，但无在大型烟气处理系统使用的  业绩。上述不溶(微溶)性钙基、镁

基碱性物质，其吸收剂固体对烟气中SO2的化学吸收脱除是通过气-液-固的三相传质过程

实现的，而作为传质媒介的液相 吸收液，其既要维持一定的PH，以保证气-液相的吸收反应

传质效率，又需保持  酸性条件，以满足液-固相的中和反应速率的要求。同时，由于脱硫形

成的亚硫  酸盐为难(微)溶物质，附着于脱硫剂固体表面阻碍中和反应的进行。为此，中  和

反应必须维持在酸性条件下才能进行，而碱性吸收条件只在低SO2浓度，采用  微溶性的氢

氧化钙脱硫剂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具有挥发性的氨水，虽然其可溶  于液相吸收液，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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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其在烟气条件下的氨气挥发逃逸，其液相吸收液也是  酸性的。同时，为了保证脱硫

剂的中和反应转化率，脱硫剂是随吸收液在脱硫系 统内不断循环，重复喷淋吸收和中和过

程。为此，虽然脱硫吸收剂均为碱性物质，  但与烟气直接气-液传质的循环吸收液均呈酸

性，同时，由于吸收过程中形成了  亚硫酸盐/亚硫酸氢盐的缓冲体系，吸收液PH值均能维持

在5.0-6 .0间，而上述  PH范围同时满足了吸收反应和中和反应传质效率要求。但是，上述

PH5.0-6.0的  循环吸收液PH条件，加之实际脱硫过程中循环吸收液的温度在45-50℃，在此 

条件下显然不可能有亚硝酸的存在，反应(5)和反应(6)必然不可能发生，在  此PH条件下唯

一发生的反应是反应(7)，其NOx脱除量与进入吸收单元NO2量 的摩尔比必然小于66.67％，

其脱硝效率更不可能超过66.67％。同时，浙江大学  采用水吸收，脱硫效率趋近100％的实

验结果，显然也不符合基本的传质动力学 理论，其唯一可行的条件是其吸收液喷淋量相对

于烟气量是无限大的，在此，我  们不再赘述。

[0018] 2013年，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提出了一种循环流化干法联合脱硫脱硝脱  汞装

置，其授权专利CN103566725A公开的该装置烟气处理工艺的技术特征是： “1)向烟道中喷

入臭氧，烟气中的NO和Hg0在烟道中被氧化为高价态NOx和Hg2+；2)氧化后的烟气送入循环流

化床反应塔，烟气中的SO2、高价态NOx和  Hg2+在反应塔中与钙基吸收剂在雾化水的作用下

进行反应脱除”。由于该装置是  在干法脱硫的基础增加臭氧氧化系统形成的化学氧化吸收

系统,为区别于湿法  COA系统，目前行内称其为干法COA系统。上述干法COA系统于2018年在

宝钢  集团梅山钢铁建成投运，根据相关报道，在O3/NO摩尔比为0.9的条件下，其脱  硝效率

达到了70％左右，较湿法COA系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无法满足国  家排放标准的要求。

上述专利和报道并未对吸收反应机理进行研究和探讨，目前  业内也对其烟气处理废渣中

是否含有亚硝酸盐这一敏感致癌物质而争议颇大。我  们的研究结论是：1)雾化水并未参与

NO2吸收反应，为此，反应(7)并未发生；  2)其吸收反应主要是气—固相吸收反应(10)或/和

反应(11)，脱硝吸收一次产物  为亚硝酸钙和硝酸钙的混合物，由于吸收产物中含有还原性

的亚硫酸钙，其优先  与烟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硫酸钙，抑制了亚硝酸钙与烟气中氧的反

应，其外排废  渣中含有亚硝酸钙；3)由于干法COA系统吸收反应为气—固相传质反应，其吸 

收传质效率低，制约了其脱销效率的提高。

[0019] 4NO2+2Ca(OH)2→Ca(NO3)2+Ca(NO2)2+H2O  反应(10)

[0020] NO2+NO+Ca(OH)2＝Ca(NO2)2+H2O  反应(11)

[0021] 由于脱硝效率无法达到达标排放的要求，上述建成投运的干法COA、湿法  COA系统

均通过进一步提高臭氧投加量来实现达标排放，目前其达到的技术指标  是:在O3/NO摩尔

为比1.5的条件下，脱硝效率达到80％以上，实际其又回到了  LoTO；TM技术，而结果是其实际

运行成本远远高于设计成本。同时，现有干法、  湿法COA系统存在的共性问题还有：1)影响

脱硫吸收：由于脱硫系统增加了吸 收NOx的功能，其吸收负荷增加近30％，脱硫效率受到很

大程度的影响。对于  干法COA系统，基于其固有的气—固相传质效率低的劣势，其SO2达标

排放本  来就是建立在过量投加碱性吸收剂的基础上，随者国家排放标准的提高，仅就脱 

硫而言，其药剂投加比(Ca/S)已由原有的1.3提高到2.0，增加吸收NOx的负  荷后，其药剂投

加比(Ca/(S+N))已进一步提高到2.5。而湿法COA系统需通过  增加喷淋液气比提高二氧化

硫的脱除效率，喷淋量需提高50％以上，工程改造量  庞大。2)烟气处理产物难以处置：由于

SO2与NOx被同步吸收，同时生成了(亚)  硫酸盐和(亚)硝酸盐的混合物。对于干法COA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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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上述混合物均为固  态颗粒物，无法分离，同时，其所含的(亚)硝酸钙均为易溶物质，

而总氮为水  污染控制指标，亚硝酸钙具有致癌性，其传统的填埋处置方式必然引起生态危

害。  对于采用钙基吸收剂的湿法COA，由于脱硫产物为不溶的(亚)硫酸钙，而脱硝  产物为

易溶的(亚)硝酸钙，通过简单的固液分离就能实现(亚)硝酸钙的回收  和综合利用。但对于

脱硫产物为可溶性镁盐和铵盐的湿法COA系统，其脱硫脱  硝产物同时存在于吸收液中，而

吸收液中溶解度高的(亚)硝酸盐占比低，而溶  解度相对低的硫酸盐占比高，加之同离子效

应的存在，无法通过传统的结晶分离 方式回收产品。

[0022] 为了实现采用低成本的液相氧化剂对NO进行液相氧化的目的，授权专利 

CN101310824A公开了一种气液接触分级氧化法脱硫、脱硝、脱汞工艺，其特征  是：“通过使

用石灰/石灰石-石膏湿法来进行第一级脱硫，来脱除原烟气中的大  部分SO2，其中原烟气

进入湿法脱硫吸收塔，在石灰/石灰石浆液的洗涤下，烟气  中SO2被吸收，并被空气中的氧

气氧化，产生石膏；第二级脱硫/脱硝、脱汞，  其中在二次脱硫/脱硝、脱汞吸收塔中，通过使

用氧化剂水溶液以气液接触方式  对经历了第一级脱硫的烟气进行洗涤，对烟气中未脱除

的SO2以及NO和Hg进  行氧化，将其分别氧化为可溶于水的SO3、NO2、Hg2+，从而将其从烟气中

脱除。”  上述专利采用先脱除烟气中的大部分二氧化硫，再采用氧化剂水溶液同时氧化和 

吸收氧化生成物的方法，避免烟气中全部的SO2被氧化剂水溶液吸收形成亚硫酸  氢根离子

(具有比NO更高的还原性)，而引起氧化剂的大量无谓消耗，影响  NO氧化效率。但是，基于其

氧化生成物为“NO2”，而吸收剂是“氧化剂水溶  液”的技术特征，其吸收反应仍在酸性条件

下进行，仍为反应(7)，即使在NO  氧化率为100％的条件下，其脱硝效率仍无法超过

66.67％。而采用“氧化剂水溶  液”作为吸收液的技术特征，其吸收容量决定了吸收液无法

进行循环吸收。同时，  基于其边氧化边吸收的技术特征，即使有亚硝酸根离子进入液相，由

于其还原性  高于NO，氧化剂首先消耗于对亚硝酸根离子的氧化，最终消耗于氧化NOX的氧 

化剂摩尔比仍大于1.5。

发明内容:

[0023]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发明人基于：“碱性吸收液条件下可以发  生吸

收反应(5)和反应(6)，生成亚硝酸盐，降低氧化剂消耗”，以及“降低  SO2浓度可以提高臭氧

的有效利用率”的研究结论，在对反应条件进行优选的基  础上，提出以下技术方案：

[0024] 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污染物处理包括以  下

步骤：

[0025] 将含有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烟气引入脱硫单元，脱除其中的二氧化硫；脱  硫后

烟气进入氧化单元，向脱硫后烟气中投加氧化剂将其中的NO氧化为NO2；氧  化后烟气进入

脱硝单元,采用PH不小于7.0的循环吸收液循环吸收烟气中的氮氧 化物，生成亚硝酸盐。

[0026]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硫单  元

是指采用吸收剂固体吸收SO2的干法脱硫系统或采用吸收剂悬浮液或溶液吸收  SO2的湿法

脱硫系统，干法脱硫系统采用氧化钙、氢氧化钙作为吸收剂；湿法脱  硫系统采用氧化钙、氢

氧化钙、氧化镁或氨作为吸收剂。

[0027]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完成脱  硫

后的烟气其SO2浓度小于12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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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向脱硫  后

烟气中投加的氧化剂将烟气中的NO氧化为NO2，采用的氧化剂是是臭氧或/和  双氧水；使用

上述氧化剂的优势在于氧化剂不带入其它杂质离子影响脱硝产物的 回收，氧化能力较强。

[0029]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臭氧氧化  剂

的使用方法是臭氧投加量与烟气中NO量的摩尔比不大于1，以避免生成NO3而无谓消耗氧化

剂。

[0030]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双氧水氧  化

剂的浓度是1％-27.5％。过稀的氧化剂溶液会造成液相酸性吸收NO2的不利结果， 降低脱

硝效率。

[0031]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硝单  元，

其吸收剂为钠碱、氢氧化钙或氧化钙。

[0032]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在脱硝  单

元,其NO2有效转化率即NOx脱除量与进入脱硝单元NO2量的摩尔比不小于  66.67％。该指标

表征了脱硝单元吸收过程中发生反应(5)或和反应(6)，降低  了氧化剂的消耗，是碱性吸收

的优势体现。

[0033]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采用  PH不

小于7.0的循环吸收液循环吸收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其优选的循环吸收液  PH值为PH不小于

7.8；

[0034]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硝单  元，

其在吸收脱除NOx的同时，烟气中所仍留有的SO2也被进一步吸收脱除。

[0035] 上述的一种化学氧化吸收处理烟气污染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硝单  元，

吸收液在循环吸收过程中，全部或部分的亚硝酸盐被氧化成硝酸盐。

[0036] 有益效果:

[0037] 本发明在澄清现有COA技术反应机理误区的基础上，对现有COA技术进行  了改进，

利用碱性条件下亚硝酸盐可以在吸收液中稳定存在的特点，采用碱性循  环吸收液进行脱

硝循环吸收，使部分NOX以三价氮而非五价氮的形式被碱性脱硝  吸收液吸收和固定，较现

有技术降低脱硝氧化剂成本1/3。通过先脱硫吸收、再  氧化NOX、再脱硝吸收的工艺流程，使

上述脱硫吸收和脱硝吸收在不同的PH条  件下进行，使脱硫吸收维持原有的酸性吸收体系，

在不增加脱硫运行成本的前提  下，实现上述脱硝氧化剂消耗的降低。上述工艺流程同时也

解决了现有COA技  术烟气中的SO2大量消耗氧化剂的问题，大幅提高了气相氧化的氧化剂

有效利用  率，也使低成本的液相氧化具备了使用条件，进一步降低了脱硝氧化剂的消耗。 

脱硫吸收和脱硝吸收分离设置，降低了对烟气脱硫系统的脱硫处理要求，节约了  脱硫药剂

成本和动力消耗，减少了脱硫产物的数量；脱硫吸收和脱硝吸收的分离  设置，也同时实现

了脱硫、脱硝产物的分离，为烟气处理产物的综合利用创造了  条件，解决了制约COA化学氧

化吸收法推广应用的烟气处理产物合规处置问题。 同时，由于本发明的氧化剂用量只有现

有技术的2/3以下，主要设备氧化剂(臭  氧)发生器的投资大幅度降低，加之无需对现有脱

硫系统进行升级改造，本发明 的项目建设成本较现有技术降低20％以上。

[0038] 以下，我们结合实施例对上述有益效果进行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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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9] 图1为烟气处理流程1，其中：1、脱硫单元；2、脱硫循环泵；3、氧化单  元一；4、脱硝

单元一；5、脱硝循环泵一。

[0040] 图2为烟气处理流程2，其中：6、脱硫塔；7、除尘器；8、氧化单元二；  9、脱硝单元二；

10、脱硝循环泵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实施例1和2

[0042] 烟气处理流程1：

[0043] 某360平方米烧结机，烟气量1200000Nm3/h，烟气SO2浓度2000mg/m3 ,NOx  浓度

250mg/m3(以NO2计)，其中NO占比95％；NO2占比5％。要求烟气处理后  达到SO2浓度30mg/m3，

NOx浓度50mg/m3(以NO2计)的排放标准。脱硫单元采  用石灰—石膏湿法烟气脱硫工艺，氧化

单元采用臭氧作为氧化剂，吸收单元采用 氢氧化钙悬浮液作为循环吸收液。

[0044] 其烟气处理工艺流程(工艺流程1，)如下(见附图1)：含有SO2和NOx的原烟气由  管

线1(A1)进入脱硫单元(1)，脱硫剂氧化钙由管线2(A2)进入脱硫单元  (1)，脱硫循环泵(2)

经管线3(A3)从脱硫单元(1)引出循环吸收液，经管线  4(A4)回到脱硫单元(1)与烟气进行

气-液传质喷淋吸收烟气中的SO2，脱硫单元  (1)的脱硫产物(亚)硫酸钙和含氯离子废水经

管线12(A12)排出脱硫单元  (1)。经过脱硫处理的烟气经管线5(A5)进入氧化单元一(3)与

来自管线  6(A6)的臭氧混合,将烟气中的NO氧化为NO2，完成氧化后烟气中的NO占比  20％；

NO2占80％；出氧化单元一(3)的烟气经管线7(A7)进入脱硝单元(4)， 吸收剂氢氧化钙由管

线8(A8)投加到脱硝单元一(4)，脱硝循环泵一(5)由管线  9(A9)从脱硝单元一(4)引出脱硝

循环吸收液经管线10(A10)回到脱硝单  元一(4)喷淋吸收烟气中的NOx和SO2，完成吸收后

的净烟气经管线11(A11)  排出脱硝单元一(4)。在脱硝单元一(4)，一次吸收产物亚硫酸钙

和亚硝酸钙在循环喷  淋过程中被烟气中的氧气氧化，生成硫酸酸钙和硝酸钙，经管线13

(A13)排出脱  硝单元一(4)，经固液分离后回收硝酸钙产品。工艺流程见附图1：

[0045] 按照上述工艺流程1，我们分别按脱硫单元喷淋液气比为10L(水)/m3(气)  (实施

例1，低效脱硫)；脱硫单元喷淋液气比为15(水)/m3(气)(实施例2，常  规脱硫)；和脱硫单元

喷淋液气比为0(未脱硫)，即先氧化再同时脱硫脱硝吸收 的现有技术作为对比技术。运行

参数见表1：

[0046] 表1：实施例1、实施例2及对比技术运行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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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由上述实施例1、实施例2及其与对比技术的比较可知：

[0049] 1、烟气中的SO2浓度影响臭氧的氧化效率，SO2浓度越高，臭氧消耗于氧化  NO的有

效利用率越低，当烟气SO2浓度小于120mg/m3，臭氧有效利用率可达90.2％，  采用先脱硫再

氧化吸收的方式，可有效提高臭氧的有效利用率。

[0050] 2、脱硝单元NOx脱除量与进入脱硝单元NO2量的摩尔比表征了NO2的有效转  化率，

NO2有效转化率越高，脱除单位NOx所消耗的NO2越少，所需氧化的NO量  越少，氧化剂消耗也

越低。由上述实施例的比较可知，NO2的有效转化率与吸收  液PH相关，在吸收单元循环吸收

液为酸性的条件下，其NOx脱除量与进入脱硝 单元NO2量的摩尔比为66.67％，其唯一反应为

反应(7)；吸收单元循环吸收液  PH不小于7的条件下，脱硝单元发生反应(6)或/和反应(5)，

其NOx脱除量与  进入脱硝单元NO2量的摩尔比始终不小于66.67％，且PH越高，NO2有效转化

率越 高，在PH达到7.8的情况下，NO2有效转化率提高到111.8％，说明反应(5)的  权重在增

加，碱性条件强化了反应(5)的趋势，理论上，NO2有效转化率的极 限值可提高到150％。为

此，提高脱硝吸收液的PH有利于提高NO2有效转化率，  使吸收反应由反应(7)向反应(6)、反

应(5)转变，降低氧化剂的消耗。

[0051] 3、在脱硝单元采用不溶或微溶性脱硫剂的条件下,脱硝单元循环吸收液的  PH与

吸收当量相关，吸收当量越大，吸收液PH越低。由于实施例1、实施例2  经过脱硫单元处理

后，分别有79.15％和87.87％的总吸收当量在脱硫单元被脱除，  而氢氧化钙作为微溶物

质，其微溶于吸收液中的氢氧化钙也能满足低当量的吸收  要求，为此，即使在较低的喷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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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下，由于先脱硫再氧化脱硝，使脱硝单元的循  环吸收液PH也能维持在碱性水平。

[0052] 4、上述实施例由于采用CaO为碱性吸收剂，与对比技术相比，其脱硫产物  均为不

溶性的(亚)硫酸钙和易溶性的(亚)硝酸钙，容易分离回收，并未体现  出实施例在脱硫、脱

硝产物分离上的优势。而如采用镁基、氨基，钠基吸收剂， 由于对比技术的脱硫、脱硝产物

均为可溶性盐，而溶解度高的硝酸盐的浓度只有  溶解度低的(亚)硫酸盐浓度的10倍，加之

同离子效应，难以通过结晶分离回 收产品；而实施例工艺流程已将绝大部分的(亚)硫酸盐

产生在脱硫单元，少量  在脱硝单元与(亚)硝酸盐同时产生，其质量浓度比接近1，但溶解度

差异达到  3倍，极易通过结晶分离方式回收。

[0053] 5、从运行成本角度考虑：实施例1)、2)与对比技术比较可知，实施例在  脱硝效率

提高15 .7-21 .8个百分点，脱硫效率高于对比技术的前提下，臭氧消耗  降低23 .1％-

38.5％，喷淋电耗降低20％；而达到实施例1)、2)相同的脱硝效率，  对比技术必须将部分的

NO氧化为NO3，O3/NO摩尔比需达到1.5以上。虽然对比  技术如采用钠碱作为吸收碱性物质，

其脱硫、脱硝效率均能达到实施例2)的水  平，但由于钠碱的等吸收当量药剂成本是(氢)氧

化钙的6-7倍，整个烟气处理 的成本将增加3-5倍。

[0054] 6、从投资角度考虑：现有石灰—石膏脱硫系统喷淋液气比普遍在15L/m3左  右，只

能达到95％左右的脱硫效率，而达到30mg/m3的排放要求，加之增加的NOx吸收负荷，其喷淋

液气比需提高到25L/m3以上，且酸性条件下硝酸盐具有较强 的腐蚀性，系统防腐要求大幅

提高，改造投资极为庞大。而实施例1)、2)脱硝  单元承担了脱硫深度处理功能和脱硝功能，

脱硫系统无需改造。同时脱硝单元吸  收液为碱性，降低了(亚)硝酸盐的腐蚀性，加之臭氧

系统规模较对比技术降低1/3以上，其投资远低于对比技术。

[0055] 实施例3和4

[0056] 烟气处理流程2：

[0057] 某平板玻璃窑炉，烟气量120000Nm3/h：烟气SO2浓度1500mg/m3，NOx  浓度2500mg/

m3(以NO2计)。要求达到SO2浓度30mg/m3，NOx浓度400mg/m3(以  NO2计)的排放标准。脱硫单元

采用循环流化床干法烟气脱硫工艺，氧化单元分  别采用双氧水(实施例3)和双氧水与臭氧

混合物(实施例4)作为氧化剂，吸 收单元采用氢氧化钠溶液作为循环吸收液。

[0058] 其烟气处理工艺流程(工艺流程2)如下(见附图2)：含有SO2和NOx的原  烟气由管

线B1(B1)进入脱硫塔(6)，脱硫剂氢氧化钙颗粒物由管线B2(B2)进入  脱硫塔(6)，与烟气

气—固相传质吸收烟气中的SO2，含脱硫产物和脱硫剂的烟  气经管线B3(B3)进入除尘器

(7)进行气固分离，分离出的固相脱硫产物部分经管  线B4(B4)外排填埋处理，其余固相脱

硫产物经管线B5(B5)回流至脱硫塔(6)，继  续循环吸收烟气中的SO2。经除尘器(7)气固分

离后的烟气经管线B6(B6)进入氧  化单元二(8)与来自管线B7(B7)的氧化剂混合,将烟气中

的NO氧化为NO2，完成  氧化后烟气中的NO占比20％、NO2占80％，出氧化单元二(8)的烟气经

管线B8(B8)  进入脱硝单元二(9)，吸收剂氢氧化钠由管线B9(B9)投加到脱硝单元二(9)，脱

硝  循环泵二(10)由管线B10(B10)从脱硝单元10引出循环吸收液经管线(B11)回到  脱硝单

元二(9)喷淋吸收烟气中的NOx和SO2，完成吸收后的净烟气经管线  B12(B12)排出脱硝单元

二(9)。在脱硝单元二(9)，一次吸收产物亚硫酸钠和亚  硝酸钠在循环喷淋过程中被烟气中

的氧气氧化，生成硫酸酸钠和硝酸钠，经管线  B13(B13)排出脱硝单元二(9)综合利用。

[0059] 工艺流程见附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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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按照上述工艺流程2，我们分别按全部采用双氧水为氧化剂(实施例3)和  采用双

氧水与臭氧的混合物作为氧化剂(实施例4)实施项目。运行参数见表2：

[0061] 表2：实施例3、实施例4运行参数表

[0062]

[0063]

[0064] 由上述实施例3.实施例4可知：

[0065] 1、采用双氧水可同样实现对NO的氧化，同样有不增加脱硫产物离子种类的  优势，

但其消耗于氧化NO的氧化剂有效利用率低，只有臭氧的60％，但其成本  只有臭氧的45％，

具有成本优势。采用H2O2/O3摩尔比为9的比例向烟气中投加氧  化剂，氧化剂有效利用率可

提高至82.38％，相比于全部投加臭氧节约氧化剂成  本50％以上。

[0066] 2、由于烟气中的NOx浓度高，脱硝单元吸收当量大，采用氢氧化钙吸收无  法实现

控制吸收液为碱性的要求，采用钠碱作为吸收剂可将循环吸收液的PH提 高到需要的水平，

但过高的PH会吸收烟气中的CO2,增加钠碱的消耗。

[0067] 3、采用本实施例工艺流程的方式，可以降低对循环流化床干法脱硫单元的  脱硫

效率要求，无需通过大幅过量投加脱硫剂的方式达到SO2达标排放目的。由  实施例3、实施

例4对比可知，即使对于采用钠碱作为脱硝单元吸收剂，也只增  加了18.75kg氢氧化钠，而

节约了161.3kg的氧化钙，虽然成本相抵，但脱硫废  渣量减少30％以上。与现有干法COA技

术相比，由于其CFB脱硫系统承担了对NOx  的吸收功能，其脱硫剂摩尔比Ca/(S+N)需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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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按本技术方案可节约1/3 的脱硫脱硝吸收剂的成本，同时烟气处理废渣减少60％。

[0068] 4、液态烟气处理产物为外排的脱硝循环吸收液，其(亚)硝酸钠含量是(亚)  硫酸

钠含量的4倍以上，而两者溶解度差也在三倍左右，极易通过结晶分离回收  产品。固态烟气

处理产物为氢氧化钙/硫酸钙/亚硫酸钙三元混合物，均为难(微)  溶物质，属惰性固体废物

可以直接填埋处理。相对于现有干法COA系统，本实施  例固态烟气处理产物数量仅为后者

40％左右，而且不含可溶性的(亚)硝酸钙，  无需按非惰性废物或危险废物的处置要求实施

卫生填埋或安全处置，大幅降低了  烟气处理产物的处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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