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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

化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

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脱硫吸收塔的底部设有

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脱硫吸收塔的侧壁上设

有进烟口，吸收塔入口烟道与进烟口相连，吸收

塔入口烟道内布置若干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

机械高效雾化喷嘴的浆液由喷雾浆液循环泵从

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供浆，吸收塔入口烟道底

部设有入口烟道冲洗系统，吸收塔入口烟道进烟

口上方设有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侧向旋转雾化

喷淋层上方布置垂直雾化喷淋层，垂直雾化喷淋

层上部设有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石灰石新鲜

浆液通过石灰石新鲜浆液输送管路补充到喷雾

浆液循环泵的泵出口管道。本发明具有改造占用

空间小，系统阻力小、能耗小、投资小、运行稳定、

反应充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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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械高效

雾化喷嘴(1)、烟道冲洗系统(2)、脱硫吸收塔(3)、吸收塔入口烟道(4)、喷雾浆液循环泵

(5)、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垂直雾化喷淋层(7)、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脱硫吸收

塔氧化浆液池(9)及石灰石新鲜浆液输送管路(10)；

所述脱硫吸收塔(3)的底部设有所述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9)，所述脱硫吸收塔(3)

的侧壁上设有进烟口，所述吸收塔入口烟道(4)与进烟口以一定角度相连，所述吸收塔入口

烟道(4)内布置若干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的浆液由所述

喷雾浆液循环泵(5)从所述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9)供浆，所述吸收塔入口烟道(4)底部

设有所述入口烟道冲洗系统(2)，所述吸收塔入口烟道(4)进烟口上方设有所述侧向旋转雾

化喷淋层(6)，所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上方布置有所述垂直雾化喷淋层(7)，所述垂直

雾化喷淋层(7)上部设有所述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石灰石新鲜浆液通过所述石灰石

新鲜浆液输送管路(10)补充到所述喷雾浆液循环泵(5)的泵出口管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喷雾浆液循环泵(5)流量为常规喷淋层浆液循环泵流量的10％-40％，总的液气比

为1.5-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吸收塔入口烟道(4)为U型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采用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

(1)的数量根据脱硫吸收塔(3)塔径及脱硫效率要求确定，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沿所

述脱硫吸收塔(3)以一定角度布置，与脱硫吸收塔(3)塔壁切线呈30°-75°侧向喷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的布置层数根据烟气条件确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的层数为1-3层。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垂直雾化喷淋层(7)采用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垂直向下喷淋，喷淋覆盖率＞

50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喷射液滴雾化粒径为30-200μm。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为结构为管束式，内部设有高旋低阻叶片，对粒径大于2

μm的液滴去除率大于99％。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特征

在于，所述吸收塔入口烟道(4)内的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垂直

雾化喷淋层(7)构成的内部喷淋系统总阻力＜500Pa，所述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阻力

＜300Pa，所述一体化系统总阻力＜100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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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火电厂烟气脱硫除尘净化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火电厂转角式烟道

+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提再提，目前全国火电厂

要求烟气污染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河北省在超低排放的基础上要求达到深度减排标

准。

[0003] 目前超低排放改造中，脱硫效率需达到99％以上，除尘效率需达到99.99％，为达

到此效率，现阶段采用的方法主要抬高吸收塔，增加吸收塔喷淋层，采用单塔双循环，双塔

双循环，新增吸收塔内气流均布装置，塔后新增湿式静电除尘器等改造方式，这些方式占地

面积大，改造难点大，改造工程量大，投资高，改造完成后运行能耗高，系统复杂，不利于系

统稳定运行。

[0004] 有鉴于上述缺陷，本设计人，针对上述缺陷进行研究创新，以期设计一种改造占用

空间小、阻力小、能耗小、投资小、运行稳定、反应充分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

除尘一体化系统，从而达到脱硫除尘系统节能降耗的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高脱硫效率，高除尘效率，占地面积小，投资省，运

行能耗低，系统简单，运行稳定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包括机械

高效雾化喷嘴、烟道冲洗系统、脱硫吸收塔、吸收塔入口烟道、喷雾浆液循环泵、侧向旋转雾

化喷淋层、垂直雾化喷淋层、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及石灰石新鲜

浆液输送管路；

[0007] 脱硫吸收塔的底部设有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脱硫吸收塔的侧壁上设有进烟

口，吸收塔入口烟道与进烟口以一定角度相连，吸收塔入口烟道内布置若干机械高效雾化

喷嘴，机械高效雾化喷嘴的浆液由喷雾浆液循环泵从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供浆，吸收塔

入口烟道底部设有入口烟道冲洗系统，吸收塔入口烟道进烟口上方设有侧向旋转雾化喷淋

层，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上方布置有垂直雾化喷淋层，垂直雾化喷淋层上部设有离心式高

效除尘除雾器，石灰石新鲜浆液通过石灰石新鲜浆液输送管路补充到喷雾浆液循环泵的泵

出口管道。

[0008] 进一步地，喷雾浆液循环泵流量为常规喷淋层浆液循环泵流量的10％-40％，总的

液气比为1.5-8.0。

[0009] 进一步地，吸收塔入口烟道(4)为U型结构。

[0010] 进一步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采用机械高效雾化喷嘴，机械高效雾化喷嘴的数

量根据脱硫吸收塔塔径及脱硫效率要求确定，机械高效雾化喷嘴沿脱硫吸收塔以一定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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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与脱硫吸收塔塔壁切线呈30°-75°侧向喷入。

[0011] 进一步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的布置层数根据烟气条件确定。

[0012] 进一步地，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的层数为1-3层。

[0013] 进一步地，垂直雾化喷淋层采用机械高效雾化喷嘴垂直向下喷淋，喷淋覆盖率＞

500％。

[0014] 进一步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喷射液滴雾化粒径为30-200μm。

[0015] 进一步地，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为结构为管束式，内部设有高旋低阻叶片，对粒

径大于2μm的液滴去除率大于99％。

[0016] 进一步地，吸收塔入口烟道内的机械高效雾化喷嘴、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垂直雾

化喷淋层构成的内部喷淋系统总阻力＜500Pa，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阻力＜300Pa，一体

化系统总阻力＜1000Pa。

[0017] 借由上述方案，通过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能够解决

火电厂燃煤硫分高、灰分高，二氧化硫及烟尘排放浓度高的超低排放问题，可以有效降低湿

法脱硫液气比，减少浆液循环泵流量，进而实现节能降耗的目的，同时提高脱硫、除尘系统

超低排放环保要求下的达标稳定性，具有改造占用空间小，系统阻力小、能耗小、投资小、运

行稳定、反应充分的特点。

[0018]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并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以下以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后。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脱硫吸收塔、吸收塔入口烟道布置的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2] 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

化系统，包括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烟道冲洗系统2、脱硫吸收塔3、吸收塔入口烟道4、喷雾浆

液循环泵5、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垂直雾化喷淋层7、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脱硫吸收

塔氧化浆液池9及石灰石新鲜浆液输送管路10；

[0023] 脱硫吸收塔3的底部设有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9，脱硫吸收塔3的侧壁上设有进

烟口，吸收塔入口烟道4与进烟口以一定角度相连，吸收塔入口烟道4内布置若干机械高效

雾化喷嘴1，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的浆液由喷雾浆液循环泵5从脱硫吸收塔氧化浆液池9供

浆，吸收塔入口烟道4底部设有入口烟道冲洗系统2，吸收塔入口烟道4进烟口上方设有侧向

旋转雾化喷淋层6，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上方布置有垂直雾化喷淋层7，垂直雾化喷淋层7

上部设有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石灰石新鲜浆液通过石灰石新鲜浆液输送管路10补充

到喷雾浆液循环泵5的泵出口管道。

[0024] 本实施例提供的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其机械高效

雾化喷嘴喷射的液滴与传统喷嘴相比，雾化粒径可大幅度降低，达到30-200μm，使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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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反应更加充分；该喷嘴布置在吸收塔入口烟道内，不新增场地，脱硫塔不需加高，也不

需新增串联吸收塔；吸收塔入口烟道设置转角，烟气携带浆液每经过一次转角，都会增加湍

流强度，减少烟气与液滴的短路，增大烟气与喷淋液滴的反应强度，进一步促进吸收反应发

生；同时烟气以一定角度进入塔内，配合塔内以一定角度侧向喷入的雾化喷嘴，可在塔内形

成气旋，提高塔内烟气停留时间及湍流强度，促进液滴吸收烟气中的SO2，增大碰撞概率，吸

收烟气中的烟尘。喷淋区最上层需布置垂直向下的喷射的喷淋层，可防止烟气短路，进一步

脱硫除尘。由于喷射液滴粒径较小，喷淋区上部需设置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取代传统的

板式除雾器，塔内流场经旋流优化后，此除雾器除尘效果可大幅度提高，除雾器内的烟气经

过曲线叶片时由垂直向上流动转变为向上旋流，烟气中夹带的粉尘、雾滴会在离心力作用

下被甩到壁面，从烟气中被分离出来，经过叶轮边缘布置的排污槽排放到脱硫塔浆液池内，

达到净化烟气，脱除烟尘和雾滴的目的，保证除尘除雾效果。

[0025] 同时喷淋液滴雾化粒径的大幅度降低，可降低喷淋浆液总量，进而降低浆液循环

泵电耗；系统的整体逆流喷淋碰撞区减少，而且不需要湿式静电除尘器及气流均布装置，不

需串联塔，减少喷淋层数量，系统阻力可大幅度降低，因此，该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

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具有改造占用空间小，系统阻力小、能耗小、投资小、运行稳定、反应充

分的特点。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喷雾浆液循环泵5流量为常规喷淋层浆液循环泵流量的10％-

40％，总的液气比为1.5-8.0。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吸收塔入口烟道4为U型结构。

[0028] 在本实施例中，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采用所述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机械高效雾

化喷嘴1的数量根据脱硫吸收塔3塔径及脱硫效率要求确定，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沿脱硫吸

收塔3以一定角度布置，与脱硫吸收塔3塔壁切线呈30°-75°侧向喷入。

[0029] 在本实施例中，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的布置层数根据烟气条件确定。

[0030] 在本实施例中，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6的层数为1-3层。

[0031] 在本实施例中，垂直雾化喷淋层7采用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垂直向下喷淋，喷淋覆

盖率＞500％。

[0032] 在本实施例中，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喷射液滴雾化粒径为30-200μm，烟道内与塔内

联合脱硫除尘。

[0033] 在本实施例中，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为结构为管束式，内部设有高旋低阻叶

片，对粒径大于2μm的液滴去除率大于99％。经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后，烟气中液滴含

量＜15mg/Nm3，烟尘含量＜5mg/Nm3。

[0034] 在本实施例中，吸收塔入口烟道4内的机械高效雾化喷嘴1、侧向旋转雾化喷淋层

6、垂直雾化喷淋层7构成的内部喷淋系统总阻力＜500Pa，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8阻力＜

300Pa，一体化系统总阻力＜1000Pa。

[0035] 火电厂烟气通过设有转角的吸收塔入口烟道4进入脱硫吸收塔3，高速烟气与机械

高效雾化喷嘴1喷射的液滴充分接触，脱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每一次转弯都增加湍流强

度，使二氧化硫的吸收反应速率更快，提高脱硫效率，减少烟气与液滴的短路，通过该结构，

仅烟道处最高的脱硫效率可达90％。同时烟气以一定角度进入塔内，配合塔内以一定角度

侧向喷入的雾化喷嘴，可在塔内形成气旋，提高塔内烟气停留时间及湍流强度，促进液滴吸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529591 A

5



收烟气中的SO2，增大碰撞概率，吸收烟气中的烟尘。喷淋区最上层布置垂直向下喷射的喷

淋层，防止烟气短路，进一步脱硫除尘。由于喷射液滴粒径较小，喷淋区上部设置离心式高

效除尘除雾器8取代传统的板式除雾器，塔内流场经旋流优化后，此除雾器除尘效果可大幅

度提高，除雾器内的烟气经过曲线叶片时由垂直向上流动转变为向上旋流，烟气中夹带的

粉尘、雾滴会在离心力作用下被甩到壁面，从烟气中被分离出来，经过叶轮边缘布置的排污

槽排放到脱硫塔浆液池内，达到净化烟气，脱除烟尘和雾滴的目的，保证除尘除雾效果，达

到深度减排要求，最终通过烟囱排入大气。

[0036] 吸收塔补充新鲜浆液通过喷雾浆液循环泵5，以期达到更高的反应速度，更快的变

负荷变浓度响应时间。

[0037] 吸收塔入口烟道4全程设置一定倾斜角度，以便较少在吸收塔底部沉积，并在底部

设置入口烟道冲洗系统2，冲洗液取自喷雾浆液循环泵5，进一步较少烟道底部沉积，减小烟

道堵塞风险。

[0038] 该火电厂转角式烟道+塔内喷雾脱硫除尘一体化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9] 雾化喷嘴喷淋粒径小，增加气液接触概率，防止烟气的逃逸和短路。当有烟气不与

脱硫浆液接触时，这部分烟气不会参与反应。传统的喷淋技术为了保证逆向洗涤，喷淋雾滴

必须足够大才能落下洗涤，液滴之间形成空隙，造成烟气局部短路，效率低下。喷雾技术则

大幅度提高反应概率，减少烟气逃逸。气液反应速度与气液相间的相对速度的0.5次方成正

比，高速喷雾相比于喷淋反应，气液相对速度相差近10倍，喷雾脱硫反应几乎瞬间完成。在

工业应用中，烟道中烟气速度达到10m/s以上，气液相对速度更高，反应速度更快，完全可以

在烟道内完成脱硫反应。喷雾反应相对于喷淋反应，效率高，反应速度快，液气比小，但喷雾

区域内仍然有喷雾死区，烟气短路逃逸，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利用烟气拐弯、折返时进行烟气

与雾滴的混合。对混合后的烟气继续喷雾脱硫。同时烟气以一定角度进入塔内，配合塔内以

一定角度侧向喷入的雾化喷嘴，可在塔内形成气旋，提高塔内烟气停留时间及湍流强度，促

进液滴吸收烟气中的SO2，增大碰撞概率，吸收烟气中的烟尘。喷淋区最上层布置垂直向下

的喷射的喷淋层，防止烟气短路，进一步脱硫除尘。由于喷射液滴粒径较小，喷淋区上部设

置离心式高效除尘除雾器取代传统的板式除雾器，塔内流场经旋流优化后，此除雾器除尘

效果可大幅度提高。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对于本技

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

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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