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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

噁英的方法，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本发明的

方法为，向焚烧得到的烟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

根据颗粒物的含量对减排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处

理，其中颗粒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进行余热利

用，在余热利用的过程中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

制剂溶液，颗粒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与待焚烧

的垃圾进行热交换，在热交换的过程中待焚烧的

垃圾对烟气中的污染物和颗粒物进行吸附，不仅

有效降低了垃圾焚烧烟气中二噁英、NOX和其它

污染物的含量，还将烟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利

用，使得垃圾焚烧更加环保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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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焚烧的过程中向烟气

中喷入NOX减排溶液，根据颗粒物的含量对减排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处理，其中颗粒物含量小

于20％的烟气进行余热利用，在余热利用的过程中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颗粒

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与待焚烧的垃圾进行热交换，在热交换的过程中待焚烧的垃圾对烟

气中的污染物和颗粒物进行吸附，使得烟气从垃圾穿过；

采用如下装置进行，所述装置包括垃圾焚烧单元(100)、烟气分流单元(200)、垃圾预热

单元(300)、烟气换热单元(400)、抑制剂加入单元(700)和NOX减排单元(800)，烟气分流单

元(200)与垃圾焚烧单元(100)通过管道连通，NOX减排单元(800)设置于烟气分流单元

(200)的850-950℃温度段，烟气分流单元(200)用于对垃圾焚烧单元(100)焚烧后的烟气进

行分流，烟气分流单元(200)的上烟气分流口(251)与烟气换热单元(400)相连，烟气分流单

元(200)的下烟气分流口(252)与垃圾预热单元(300)相连；所述抑制剂加入单元(700)包括

高温段喷头(741)、低温段喷头(742)和抑制剂储存罐(710)，所述高温段喷头(741)、低温段

喷头(742)分别与抑制剂储存罐(710)相连，高温段喷头(741)和低温段喷头(742)用于向烟

气换热单元(400)内喷入抑制剂溶液；

所述NOX减排单元(800)包括第二储存罐(810)、第三喷射泵(830)和减排液喷头(840)，

该第二储存罐(810)用于储存NOX减排溶液，第二储存罐(810)经第三喷射泵(830)与减排液

喷头(840)相连通，所述减排液喷头(840)设置于烟气分流单元(200)的850-950℃温度段；

所述减排液喷头(840)的喷射方向朝向上风侧，减排液喷头(840)的喷射方向与烟气分流单

元(200)的分流进气管(210)的壁面之间的夹角为b，b＝40-70°；所述烟气分流单元(200)包

括分流进气管(210)和分流出气管(250)，所述烟气分流单元(200)通过分流进气管(210)与

垃圾焚烧单元(100)连通，分流出气管(250)水平设置，分流进气管(210)与分流出气管

(250)相互垂直；所述烟气分流单元(200)还包括荷电段(220)和偏离电场段(230)，偏离电

场段(230)用于对烟气中的颗粒物施加电场力而向下烟气分流口(252)的方向偏移；荷电段

(220)和偏离电场段(230)沿气流方向分别设置于分流出气管(250)上，分流出气管(250)的

末端设置有挡板(240)，所述挡板(240)与上烟气分流口(251)的管壁之间夹角为a，a＝65～

85°，该挡板(240)将分流出气管(250)的出口分隔为上烟气分流口(251)和下烟气分流口

(25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S100、垃圾预处理，将待焚烧的垃圾依次进行分类、切割、造块；

S200、NOX减排处理，向将垃圾焚烧后的烟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减少烟气中NOX的含

量；

S300、烟气分流处理，将垃圾焚烧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得到含颗粒物含量大于80％的烟

气与含颗粒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

S400、预热吸附处理，将步骤S300得到的含颗粒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与步骤S100得

到垃圾块或者垃圾粒进行接触换热，在换热的同时，垃圾块或垃圾粒对烟气中的颗粒物进

行吸附；

S500、换热处理，将步骤S300得到的含颗粒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进行换热，将烟气中

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在换热的同时，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抑制二噁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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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S600、除尘，将步骤S400和步骤S500得到的烟气进行除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S200中，在烟气850～950℃温度段内喷入NOX减排溶液，所述NOX减排溶液为尿素溶液或

者氨水溶液。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S500中，在烟气250～500℃温度段与500～800℃温度段内分别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

液，所述二噁英抑制剂溶液为尿素溶液或氨水溶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垃圾预热单元(300)包括垃圾输送装置(310)、密封罩(320)和风箱(330)；所述的垃圾

输送装置(310)用于承载垃圾团块，垃圾输送装置(310)一端设置有预热入料口(323)，该垃

圾输送装置(310)另一端的预热出料口(321)与垃圾焚烧单元(100)的焚烧入料口(150)相

连，所述垃圾输送装置(310)上端包裹有密封罩(320)，密封罩(320)上端的预热进气管

(322)与下烟气分流口(252)连通；下烟气分流口(252)的分流烟气在垃圾预热单元(300)内

与垃圾团块发生热交换，在热交换的过程中垃圾团块对烟气中的颗粒物进行吸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抑制剂加入单元(700)还包括第一喷射泵(731)和第二喷射泵(732)，所述第一喷射泵

(731)与抑制剂储存罐(710)和高温段喷头(741)相连通，第一喷射泵(731)为高温段喷头

(741)喷入抑制剂溶液提供动力；所述第二喷射泵(732)与抑制剂储存罐(710)和低温段喷

头(742)相连通，第二喷射泵(732)为低温段喷头(742)喷入抑制剂溶液提供动力，所述高温

段喷头(741)设置于烟气换热单元(400)内的500～800℃温度段，低温段喷头(742)设置于

烟气换热单元(400)内的250～500℃温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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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来说是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

英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多，生活垃圾的产量不断增大，目前处理垃圾

主要有三种方式：填埋、焚烧及堆肥。由于我国垃圾处理起步较晚，过去大多采用填埋的方

式进行处理。填埋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垃圾渗滤液可能对土壤和地下水体造成污染。与填

埋相比，垃圾焚烧可以实现减重、减容；焚烧产生的热量可以进行回收和发电，是我国城市

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

[0003] 国内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多采用机械炉排炉和流化床焚烧炉两种技术。机械

炉排炉燃烧机理是将垃圾进行直接燃烧，整个燃烧过程在一个炉膛进行，通过炉排块的运

动将垃圾不断搅动并推向排渣口，经过干燥、燃烧、燃尽三个阶段将垃圾进行彻底燃尽，垃

圾中的可燃成分和有害成分被彻底分解。流化床焚烧炉燃烧机理是利用炉内大量的高温物

料作为热载体，将投入炉内的垃圾加热，并在强烈的沸腾搅拌中使垃圾中的可燃成分和有

害成分被彻底焚烧；整个炉膛温度分布均匀，保持在850～900℃左右，由于炉内蓄热量大，

垃圾颗粒与床料混合传热传质速率快。

[0004] 然而，采用焚烧的方式处理生活垃圾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不同的、复杂的化学反

应。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二次污染物，特别是二噁英、重金属等，其中二噁英是最毒的

一类化合物，一旦排放在空气中，很难自然降解消除，它的毒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

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其被生物体摄入后很难分解，并沿着食物链浓缩放大，对人类和

动物危害巨大，其不仅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而且还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研究表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人类的影响会持续几代，对人类生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威

胁。据统计，目前我国城市垃圾焚烧已经成为第一大毒性污染物排放源，其二噁英排放量占

总排放量17％。根据2014年第二次修订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标准》，目前我国所有

垃圾焚烧炉排放烟气中二噁英的浓度需低于0.1ng-TEQ/Nm3，因此，推动垃圾焚烧工序中二

噁英减排技术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005] 此外，垃圾焚烧炉尾气排放中含有大量的NOX；NOX的大量排放会引起酸雨、光化学

烟雾等污染，其对大气臭氧层的破坏尤为严重。而且，生活垃圾成分较复杂，含氮量在1％～

3％，其燃烧后生成燃料型NOX。同时，垃圾焚烧采用空气作为氧化剂，空气中的氮元素也可

能转化为NOX。急需开展控制垃圾焚烧炉的NOX排放、防止二次污染的相关技术开发。

[0006] 经检索，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垃圾焚烧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方法(申请

号：201210410620.3，申请日：2012.10.24)，该方案研制新型复合吸收液和改进现有吸收塔

结构，采用“氧化吸收/络合+吸附”的两级串联处理模式在高效脱除垃圾焚烧烟气中的多种

污染物，混合吸收液洗涤脱除垃圾焚烧烟气中的SO2、HCl、HF、NOX和重金属及部分二噁英。上

述技术虽然都对垃圾焚烧过程进行污染物的控制，但是对二噁英减排效果有限，而且对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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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排也没有针对性，急需开发出NOX、二噁英协同减排系统，实现污染物的减排。

[0007] 此外，发明创造的名称为：一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湿式净化处理方法及装

置(申请号：201510701688.0，申请日:2015.10.22)，其氨水急冷装置、喷粉末活性炭装置和

布袋除尘器经通气管道相连，氨水急冷装置的入气端能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烟气的出口

端相连，氨水急冷装置和喷粉末活性炭装置之间的通气管道上还连有压缩空气系统，布袋

除尘器的灰斗下设有压缩空气系统，该灰斗与飞灰库经管道相连，布袋除尘器的出口烟道

经管道与湿式脱酸塔的洗涤浓缩段相连，湿式脱酸塔包括吸收段、洗涤浓缩段和氧化段，湿

式脱酸塔的吸收段中设有能喷淋氨水的喷头，其烟气排出管道与除雾设备相连，湿式脱酸

塔的氧化段与氧化风机相连，湿式脱酸塔的氧化段的氯化铵和硫酸铵输出口与结晶设备相

连。该申请案虽然对垃圾焚烧炉的烟气污染物进行了净化，但是对二噁英减排效果有限。

发明内容

[0008] 1.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9]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二噁英的问题，提供一种垃圾焚

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通过向烟气不同温度段内喷入抑制剂和NOX减排溶液，

有效降低了垃圾焚烧烟气中二噁英、NOX和其它污染物的含量，使得垃圾焚烧更加环保节

能。

[0010] 2.技术方案

[0011]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为：

[0012] 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所述方法为：在焚烧的过

程中向烟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根据颗粒物的含量对减排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处理，其中颗

粒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进行余热利用，在余热利用的过程中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制剂

溶液，颗粒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与待焚烧的垃圾进行热交换，在热交换的过程中待焚烧

的垃圾对烟气中的污染物和颗粒物进行吸附。

[0013] 优选地，所述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14] S100、垃圾预处理，将待焚烧的垃圾进行分类、切割、造块或者制粒；

[0015] S200、NOX减排处理，向将垃圾焚烧后的烟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减少烟气中NOX的

含量；

[0016] S300、烟气分流，将垃圾焚烧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得到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大于

80％的烟气与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

[0017] S400、预热吸附处理，将步骤S300得到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

与步骤S100得到垃圾块或者垃圾粒进行接触换热，在换热的同时，垃圾块或垃圾粒对烟气

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进行吸附；

[0018] S500、换热处理，将步骤S300得到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进行

换热，将烟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在换热的同时，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抑

制二噁英的生成；

[0019] S600、除尘，将步骤S400和步骤S500得到的烟气进行除尘。

[0020] 优选地，步骤S200中，在烟气850～950℃温度段内喷入NOX减排溶液，所述NOX减排

溶液为尿素溶液或者氨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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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优选地，在步骤S500中，在烟气250～500℃温度段与500～800℃温度段内分别喷

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所述二噁英抑制剂溶液为尿素溶液、氨水溶液等含有氨类基团的抑

制剂溶液或含有碱性的溶液。

[0022] 优选地，所述方法采用如下装置进行，所述装置包括垃圾焚烧单元、烟气分流单

元、垃圾预热单元、烟气换热单元、抑制剂加入单元和NOX减排单元，烟气分流单元与垃圾焚

烧单元通过管道连通，NOX减排单元设置于烟气分流单元的850～950℃温度段，烟气分流单

元用于对垃圾焚烧单元焚烧后的烟气进行分流，烟气分流单元的上烟气分流口与烟气换热

单元相连，烟气分流单元的下烟气分流口与垃圾预热单元相连；所述抑制剂加入单元包括

高温段喷头、低温段喷头和抑制剂储存罐，所述高温段喷头、低温段喷头分别与抑制剂储存

罐相连，高温段喷头和低温段喷头用于向烟气换热单元内喷入抑制剂溶液。

[0023] 优选地，所述NOX减排单元包括第二储存罐、第三喷射泵和抑制剂喷头，该第二储

存罐用于储存NOX减排溶液，第二储存罐经第三喷射泵与抑制剂喷头相连通，所述抑制剂喷

头设置于烟气分流单元的850～950℃温度段；所述抑制剂喷头的喷射方向朝向上风侧，抑

制剂喷头的喷射方向与烟气分流单元的分流进气管的壁面之间的夹角为b，b＝40～70°

[0024] 优选地，所述烟气分流单元包括分流进气管和分流出气管，所述烟气分流单元通

过分流进气管与垃圾焚烧单元连通，分流出气管水平设置，分流进气管与分流出气管相互

垂直；所述烟气分流单元还包括荷电段和偏离电场段，偏离电场段用于对烟气中的颗粒物

施加电场力而向下烟气分流口的方向偏移。荷电段和偏离电场段沿气流方向分别设置于分

流出气管上，分流出气管的末端设置有挡板，所述挡板与上烟气分流口的管壁之间夹角为

a，a＝65～85°，该挡板将分流出气管的出口分隔为上烟气分流口和下烟气分流口。

[0025] 优选地，所述垃圾预热单元包括垃圾输送装置、密封罩和风箱；所述的垃圾输送装

置用于承载垃圾团块，垃圾输送装置一端设置有预热入料口，该垃圾输送装置另一端的预

热出料口与垃圾焚烧单元的焚烧入料口相连，所述垃圾输送装置上端包裹有密封罩，密封

罩上端的预热进气管与下烟气分流口连通；下烟气分流口的分流烟气在垃圾预热单元内与

垃圾团块发生热交换，在热交换的过程中垃圾团块对烟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进行吸附。

[0026] 优选地，所述烟气换热单元包括U型管和换热管，所述换热管垂直设置于U型管的

气流方向所述U型管一端连通有上烟气分流口，另一端连通有渐缩的积尘管，积尘管的上端

侧壁设有开口与除尘输气管连通，积尘管的底部设置有第一除尘器。

[0027] 优选地，所述抑制剂加入单元还包括第一喷射泵和第二喷射泵，所述第一喷射泵

与抑制剂储存罐和高温段喷头相连通，第一喷射泵为高温段喷头喷入抑制剂溶液提供动

力；所述第二喷射泵与抑制剂储存罐和低温段喷头相连通，第二喷射泵为低温段喷头喷入

抑制剂溶液提供动力，所述高温段喷头设置于烟气换热单元内的500～800℃温度段，低温

段喷头设置于烟气换热单元内的250-500℃温度段。

[0028] 3.有益效果

[0029]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30] (1)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在焚烧的过程中向烟

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根据颗粒物的含量对减排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处理，其中颗粒物含量

小于20％的烟气进行余热利用，在余热利用的过程中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颗

粒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与待焚烧的垃圾进行热交换，在热交换的过程中待焚烧的垃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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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中的污染物和颗粒物进行吸附，不仅有效降低了垃圾焚烧烟气中二噁英、NOX和其它污

染物的含量，还将烟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使得垃圾焚烧更加环保节能；

[0031] (2)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在烟气分流单元中设

置荷电段和偏离电场段，将烟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施加电荷并通过电场进行偏移，使其

聚集在管道底部，并通过下烟气分流口进入垃圾预热单元进行吸附净化，使得颗粒物和污

染物被垃圾预热单元吸附的更彻底，850～950℃温度段向烟气分流单元中喷入NOX减排溶

液，在高温条件下还原NOX，减少烟气中的NOX含量，实现了同时焚烧炉的NOX、二噁英的同时

减排；

[0032] (3)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垃圾预热单元中设置

的垃圾输送装置，垃圾输送装置在输送垃圾团块的同时，使得垃圾团块与分流后的含有颗

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进行接触换热，使得烟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被垃圾团

块吸附，降低了烟气中二噁英和其它污染物的含量；

[0033] (4)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烟气换热单元中设置

的换热管可以将烟气中的余热进行利用回收，换热管垂直设置于U型管的气流方向，使得换

热效果更好，更加节能。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的装置的抑制剂喷头的倾角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方法的流程图。

[0037] 示意图中的标号说明：

[0038] 100、垃圾焚烧单元；110、焚烧炉；130、焚烧出气管；140、焚烧出料管；150、焚烧入

料口；160、进风管；170、鼓风管；180、鼓风机；

[0039] 200、烟气分流单元；210、分流进气管；220、荷电段；230、偏离电场段；240、挡板；

250、分流出气管；251、上烟气分流口；252、下烟气分流口；

[0040] 300、垃圾预热单元；310、垃圾输送装置；320、密封罩；321、预热出料口；322、预热

进气管；323、预热入料口；330、风箱；340、预热出气管；341、抽气泵；

[0041] 400、烟气换热单元；410、U型管；420、换热管；430、积尘管；

[0042] 500、烟气除尘单元；510、第一除尘器；520、除尘输气管；530、第二除尘器；

[0043] 600、烟囱；

[0044] 700、抑制剂加入单元；710、抑制剂储存罐；721、第一流量阀；722、第二流量阀；

731、第一喷射泵；732、第二喷射泵；741、高温段喷头；742、低温段喷头；

[0045] 800、NOX减排单元；810、第二储存罐；820、第三流量控制阀；830、第三喷射泵；840、

抑制剂喷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例，但是，本发明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

描述的实施例，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例的目的是使对本发明的公开内容更加透彻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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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设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

[004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及/或”包括一个或多个相

关的所列项目的任意的和所有的组合。

[0049] 实施例1

[0050] 参照附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垃圾焚烧烟气联合脱硝、脱二噁英的

方法，在焚烧的过程中向烟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根据颗粒物的含量对减排后的烟气进行

分流处理，其中颗粒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进行余热利用，在余热利用的过程中向烟气内

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颗粒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与待焚烧的垃圾进行热交换，在热交

换的过程中待焚烧的垃圾对烟气中的污染物和颗粒物进行吸附，不仅有效降低了垃圾焚烧

烟气中二噁英、NOX和其它污染物的含量，还将烟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使得垃圾焚烧

更加环保节能。

[0051] 所述方法的具体步骤为：

[0052] S100、垃圾预处理，将待焚烧的垃圾进行分类、切割、造块或者制粒；

[0053] S200、NOX减排处理，向将垃圾焚烧后的烟气中喷入NOX减排溶液，减少烟气中NOX的

含量；

[0054] S300、烟气分流，将垃圾焚烧后的烟气进行分流，得到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大于

80％的烟气与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

[0055] S400、预热吸附处理，将步骤S300得到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

与步骤S100得到垃圾块或者垃圾粒进行接触换热，在换热的同时，垃圾块或垃圾粒对烟气

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进行吸附；

[0056] S500、换热处理，将步骤S300得到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进行

换热，将烟气中的热量进行回收利用，在换热的同时，向烟气内喷入二噁英抑制剂溶液，抑

制二噁英的生成；

[0057] S600、除尘，将步骤S400和步骤S500得到的烟气进行除尘。

[0058] 在步骤S200中，在烟气850～950℃温度段内喷入NOX减排溶液，所述NOX减排溶液为

尿素溶液或者氨水溶液。

[0059] 在步骤S500中，在烟气250～500℃温度段与500～800℃温度段内分别喷入二噁英

抑制剂溶液，所述二噁英抑制剂溶液为尿素溶液、氨水溶液等含有氨类基团的抑制剂溶液

或含有碱性的溶液。

[0060] 本实施例的方法采用如下装置进行，装置包括垃圾焚烧单元100、烟气分流单元

200、垃圾预热单元300、烟气换热单元400、烟气除尘单元500、抑制剂加入单元700和NOX减

排单元800，烟气分流单元200与垃圾焚烧单元100通过管道连通，NOX减排单元800设置于烟

气分流单元200内，NOX减排单元800用于向烟气分流单元200内喷射尿素溶液或者氨水溶

液，降低烟气中的NOX，烟气分流单元200将垃圾焚烧单元100焚烧后的烟气进行分流，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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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烟气通过管道进入垃圾预热单元300对垃圾团块进行预热并吸收降低烟气中的二噁英，

另一部分烟气进入烟气换热单元400中将烟气中的热量回收利用，烟气换热单元400与垃圾

预热单元300处理后的烟气进入烟气除尘单元500进行除尘，除尘后的烟气通过烟囱600排

出。

[0061] 本实施例中的垃圾焚烧单元100包括焚烧炉110、焚烧出气管130、焚烧出料管140

和焚烧入料口150，焚烧炉110用于焚烧垃圾，焚烧炉110的下侧面设有进风管160，进风管

160连通有鼓风管170，鼓风管170连通有鼓风机180，鼓风机180将空气输送到鼓风管170进

而通过进风管160向焚烧炉110内通入空气，对垃圾进行助燃。焚烧炉110通过焚烧出气管

130与烟气分流单元200连通，当垃圾团块从焚烧入料口150进入焚烧炉110燃烧，燃烧后产

生的烟气通过焚烧出气管130进入烟气分流单元200，燃烧后的垃圾灰烬通过焚烧出料管

140排出。

[0062] 本实施例中的烟气分流单元200包括分流进气管210、分流出气管250、荷电段220

和偏离电场段230，烟气分流单元200通过分流进气管210与垃圾焚烧单元100连通，分流出

气管250水平设置，分流进气管210与分流出气管250相互垂直，分流进气管210的出口处设

有荷电段220，荷电段220的出口处设有偏离电场段230，所述偏离电场段230的出口处管道

内设有挡板240将出口分割为上烟气分流口251和下烟气分流口252，上烟气分流口251与烟

气换热单元400连接，下烟气分流口252与垃圾预热单元300连接。当垃圾焚烧后的烟气进入

分流进气管210时，在分流进气管210与分流出气管250连接处发生偏转，然后进入荷电段

220，荷电段220对烟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施加正电荷，被施加正电荷的颗粒物和污染物

进入偏离电场段230，偏离电场段230上方为正极，下方为负极，被施加正电荷的颗粒物和污

染物在偏离电场段230发生向下的偏移，被电场偏移后的颗粒物和污染物会随着烟气进入

下烟气分流口252，而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小于20％的烟气会进入上烟气分流口251，挡

板240不仅可以起到导流的作用，还可以防止扬尘。当颗粒物和污染物在电场的作用下聚集

在分流出气管250的下端，下烟气分流口252连通垃圾预热单元300，垃圾预热单元300内设

有抽气泵341，当抽气泵341工作时，下烟气分流口252的烟气会在抽气泵341的作用力下向

垃圾预热单元300进行流动，此时，挡板240可用于阻挡上烟气分流口251的烟气向下移动。

[0063] 本实施例中的垃圾预热单元300包括垃圾输送装置310、密封罩320和风箱330；所

述的垃圾输送装置310用于承载垃圾团块，垃圾输送装置310一端设置有预热入料口323，该

垃圾输送装置310另一端的预热出料口321与垃圾焚烧单元100的焚烧入料口150相连，所述

垃圾输送装置310上端包裹有密封罩320，密封罩320上端的预热进气管322与下烟气分流口

252连通，密封罩320的下端与风箱330连通，风箱330的下端连通有预热出气管340，预热出

气管340与烟气除尘单元500中的除尘输气管520相连，预热出气管340的中段设有抽气泵

341。垃圾团块从预热入料口323进入垃圾输送装置310，在垃圾输送装置310上运送的过程

中，与预热进气管322输送来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含量大于80％的烟气进行接触换热，垃圾

团块在被烟气加热的过程中，温度升高并吸附烟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换热后的垃圾团

块从预热出料口321离开垃圾预热单元300进入垃圾焚烧单元100的焚烧入料口150。而换热

后的烟气进入预热出气管340，抽气泵341对预热出气管340中的烟气进行抽离，使得烟气可

以顺畅的从垃圾团块穿过，更好的吸附颗粒物和污染物，与此同时，下烟气分流口252内的

气流也会受到吸引，随之下烟气分流口252入口外部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大于80％的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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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随之受到吸引，使得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大于80％的烟气可以顺利的进入下烟气分流口

252。

[0064] 本实施例中的烟气换热单元400包括U型管410和换热管420，烟气除尘单元500包

括第一除尘器510、除尘输气管520和第二除尘器530。所述换热管420垂直设置于U型管410

的气流方向，所述U型管410一端连通有上烟气分流口251，另一端连通有渐缩的积尘管430，

积尘管430的上端侧壁设有开口与除尘输气管520连通，积尘管430的底部设置有第一除尘

器510，所述除尘输气管520远离积尘管430的一端连接有第二除尘器530，所述第二除尘器

530通过管道连通有烟囱600。当烟气从上烟气分流口251进入烟气换热单元400中的U型管

410时，与垂直设置于U型管410内的换热管420进行换热，换热后的烟气进入积尘管430，被

第一除尘器510净化，烟气中的颗粒物被第一除尘器510除去，净化后的烟气通过除尘输气

管520与来自预热出气管340的烟气混合，混合后的烟气进入第二除尘器530进行二次除尘，

二次除尘后的烟气通过烟囱600排放出。

[0065] 抑制剂加入单元700包括高温段喷头741、低温段喷头742和抑制剂储存罐710，所

述的高温段喷头741、低温段喷头742分别与抑制剂储存罐710相连，抑制剂储存罐710通过

管道与高温段喷头741相连，抑制剂储存罐710与高温段喷头741之间设有第一流量阀721和

第一喷射泵731，第一流量阀721用于调节高温段喷头741的流量大小，第一喷射泵731用于

对抑制剂进行加压；同时抑制剂储存罐710通过管道与低温段喷头742相连，抑制剂储存罐

710和低温段喷头742之间设有第二流量阀722和第二喷射泵732，第二流量阀722用于调节

低温段喷头742的流量大小，第二喷射泵732用于对抑制剂进行加压；抑制剂储存罐710为高

温段喷头741和低温段喷头742提供抑制剂溶液；高温段喷头741和低温段喷头742用于向烟

气换热单元400内喷入抑制剂溶液，所述高温段喷头741设置于烟气换热单元400内的500-

800℃温度段，即在烟气温度为500-800℃温度段向烟气换热单元400中喷入抑制剂溶液；高

温段喷头741设置有4-20个，本实施设置为8个，高温段喷头741设置于烟气换热单元400内

部，高温段喷头741均匀的布置于烟气换热单元400内壁上；低温段喷头742设置于烟气换热

单元400内的250-500℃温度段；本实施例优选高温段喷头741设置的温度段为600-700℃，

优选低温段喷头742设置的温度段为300-400℃。抑制剂溶液为尿素溶液、氨水溶液等含有

氨类基团的抑制剂溶液，同时也可以是含有碱性的溶液，例如氢氧化钙溶液，也可以多种抑

制剂溶液的混合物，本实施例采用的抑制剂溶液为尿素溶液。

[0066] 本实施例的NOX减排单元800包括减排液喷头840，减排液喷头840设置于烟气分流

单元200内部，减排液喷头840用于向烟气分流单元200内喷入NOX减排溶液，减排液喷头840

设置于烟气分流单元200的850-950℃温度段，即在烟气温度为850～950℃温度段向烟气分

流单元200中喷入NOX减排溶液，本实施例优选880～920℃温度段；所述的减排液喷头840设

置有4-30个，本实施例优选20个，减排液喷头840均匀的布置于分流进气管210内壁上。值得

说明的是：NOX减排单元800包括第二储存罐810、第三流量控制阀820、第三喷射泵830和减

排液喷头840，该第二储存罐810用于储存NOX减排溶液，第二储存罐810经第三喷射泵830与

减排液喷头840相连通，第三流量控制阀820设置于第三喷射泵830与第二储存罐810之间，

第三喷射泵830为减排液喷头840提供动力，NOX减排溶液为尿素溶液或者氨水溶液，本实施

例为氨水溶液。在850-950℃的高温条件下，氨水中的氨与烟气中的NOX反应，并将NOX还原生

成N2等无污染的气体，从而减少了烟气中的NOX的排放；进而实现了同时焚烧炉的NOX、二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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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协调减排。

[0067] 垃圾焚烧是产生二噁英类污染物较多的生产单元，其二噁英产生机理主要有高温

气相反应生成和低温异相催化反应生成。无论是哪种垃圾焚烧炉，其都具备二噁英生成的

大部分条件：(1)氯来自于垃圾原料中的有机氯和无机氯成分；(2)碳来源于未燃尽的飞灰，

如氯酚、氯苯或者多氯联苯等前驱物和飞灰中的大分子碳(焦炭、活性炭、碳黑等)；(3)带有

变形和缺位的石墨结构，无机氯化物，铜和铁金属离子，作为催化剂；(4)氧化性气氛，且焚

烧炉烟道中存在生成二噁英的250～500℃温度区间(低温异相催化反应)和500～800℃的

温度区间(高温气相反应)。此外，从头合成反应是焚烧过程二噁英生成的主要机理。

[0068] 500～800℃是二噁英高温合成反应的主要区间，烟气温度在500～800℃的温度区

间时，烟气中的前驱物或者大分子有机物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并合成二噁英，高温段喷

头741在烟气温度为500～800℃温度段向烟气换热单元400中喷入抑制剂溶液，烟气温度在

250～500℃温度区间时，低温段喷头742向烟气换热单元400中喷入抑制剂溶液；本实施例

抑制剂溶液即为尿素溶液，尿素溶液中的尿素受热分解生成氨类物质，氨类物质与烟气中

前驱物反应，抑制前驱物合成二噁英，或者与烟气中的作为催化剂的金属及金属氧化物反

应活性，抑制催化剂的活性，从而抑制了二噁英合成的高温反应。而且，尿素溶液中的尿素

受热分解生成氨类物质，氨类物质可与飞灰表面的残炭结合，并占据残炭表面的活性位置，

使得将要合成为二噁英的有机物转而合成为相似结构的含氮有机物，从而降低烟气中持久

性有机物的毒性和危害；且氨类物质与HCl反应，减少了二噁英合成反应的氯源，抑制了二

噁英的合成，进而抑制了烟气中二噁英的合成，减少了二噁英的生成，进而实现了焚烧过程

中的二噁英减排。

[0069] 本实施例的设备的工作流程如下：垃圾团块从焚烧入料口150进入垃圾焚烧单元

100的焚烧炉110中进行焚烧，燃烧后的垃圾灰烬通过焚烧出料管140排出，燃烧后产生的烟

气通过焚烧出气管130进入烟气分流单元200的分流进气管210，而后进入与分流进气管210

垂直设置的分流出气管250，同时分流进气管210内的减排液喷头840向烟气分流单元200内

喷入NOX减排溶液。烟气在进入分流出气管250的过程中，在垂直拐弯处，由于颗粒物和污染

物的质量大于气体，所以颗粒物和污染物会在拐弯后进入管道中相对靠下的一方，而后进

入荷电段220。在荷电段220中，颗粒物和污染物会被加载正电荷，被加载正电荷的颗粒物和

污染物被烟气裹挟着进入偏离电场段230，在偏离电场段230中受到电场力的作用向下偏

移，而后堆积在分流出气管250的下端，进入下烟气分流口252。而分流出气管250的上端的

含颗粒物和污染物较少的烟气会进入上烟气分流口251。

[0070] 进入下烟气分流口252中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大于80％的烟气，会被垃圾预热单

元300中垃圾输送装置310输送的垃圾团块进行吸附和换热，不仅对待焚烧的垃圾团块进行

加热，还使得烟气中的颗粒物和污染物大大减少，被换热净化后的烟气进入除尘输气管

520。进入上烟气分流口251的含颗粒物和污染物较少的烟气，随后进入烟气换热单元400中

的U型管410，与U型管410中设置的换热管420进行换热，在烟气换热单元400中设置的高温

段喷头741在烟气温度为500～800℃温度段向烟气换热单元400中喷入抑制剂溶液，烟气温

度在250～500℃温度区间时，低温段喷头742向烟气换热单元400中喷入抑制剂溶液，抑制

二噁英的生成。换热后的烟气进入积尘管430，被第一除尘器510净化，烟气中的颗粒物被第

一除尘器510除去，净化后的烟气通过除尘输气管520与来自预热出气管340的烟气混合，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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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后的烟气进入第二除尘器530进行二次除尘，二次除尘后的烟气通过烟囱600排放出。

[0071]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某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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