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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
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属于飞灰处理技术领域。垃
圾焚烧、
医疗废弃物焚烧、工业废弃物焚烧等行
业产生的飞灰中含有二噁英及重金属( 如生物毒
性显著的汞、
镉、
铅、
铬以及类金属砷等)，
属危险
固体废物，
必须进行无害处理。为实现同时彻底
地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本发明采用高温等离体与低温等离子体耦合技
术，
陶瓷纳米材料吸附及再生技术，
通过湿法提
取装置实现处置过程产生的汞盐、
汞炱等可废物
的资源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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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
将飞灰和成分调节剂混合，
在1300～1800℃高温等离子体作用下，
使飞灰中的
二噁英彻底分解为无害气体，
飞灰中除汞之外的重金属被稳定固化于熔融后形成的玻璃体
中，
得到含汞蒸气的烟气；
步骤2，
对含汞蒸气的烟气进行首先经过冷凝装置，
降低气体温度；
之后采用除水系统
降低烟气的含水量(水蒸气含量降至室温下的3％) ；
降温后的烟气进入进一步降低粉尘含
量；
之后由低温等离子体系统氧化、
分解污染物；
2+
步骤3，
为实现Hg 及其他污染物的深度净化，
低温等离子体系统处理后的烟气进入陶
瓷纳米材料吸附及再生系统，
实现烟气的达标排放。
步骤4，
处置过程产生的汞盐、
汞炱等可通过湿法提取装置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回收。。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
于：
采用高温等离体与低温等离子体耦合技术，
同时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
染问题。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
于：
在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的过程中，
采用低温等离子体系统氧化、
分解污染物，
并通过湿法提取装置实现汞盐、
汞炱等废物的资源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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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属于飞灰处理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
医疗废弃物焚烧、工业废弃物焚烧等行业产生的飞灰中含有二噁英及
重金属(如生物毒性显著的汞、镉、
铅、
铬以及类金属砷等) ，
属危险固体废物，
必须进行无害
化处理。
[0003] 有一些专利涉及到飞灰中重金属、
二噁英及汞等的处理。专利CN101797572A公开
了一种等离子体处理垃圾焚烧的方法，
该方法通过活性炭吸附塔除去尾气中汞蒸气，
吸附
了汞蒸气的活性炭仍是危废，
对汞的处理不彻底。专利CN 1632376A公开了一种利用旋风炉
高温熔融垃圾焚烧飞灰的方法，
该方法提到二噁英在高温下被分解和含二噁英及重金属的
飞 灰 在旋 风 炉内 进行 彻 底的 熔融 处 理 ，显 然该 方 法 不 适 用于 汞污染的 治理 。专 利C N
102531389A公开了一种利用电弧炉熔融垃圾焚烧飞灰制备微晶玻璃的方法，
该方法未涉及
汞污染物的处理。专利CN201711321111公开了一种飞灰中二噁英和金属汞的脱除方法，
该
方法对所述含汞尾气进行吸附处理以吸附所述含汞尾气中的汞元素，
优选采用活性炭进行
吸附处理同样对汞的处理不彻底。
因此，
现有技术亟需一种能够去除飞灰中二噁英、
一般重
金属和彻底处理汞污染的方案，
来同时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0004] 为实现同时彻底地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本发明采用高温
等离体与低温等离子体耦合技术，
陶瓷纳米材料吸附及再生技术，
通过湿法提取装置实现
处置过程产生的汞盐、
汞炱等可废物的资源化回收。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以同时
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0006] 所述的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
步骤：
[0007] 步骤1，
将飞灰和成分调节剂混合，
在1300～1800℃高温等离子体作用下，
使飞灰
中的二噁英彻底分解为无害气体，
飞灰中除汞之外的重金属被稳定固化于熔融后形成的玻
璃体中，
得到含汞蒸气的烟气；
[0008] 步骤2，
对含汞蒸气的烟气进行首先经过冷凝装置，
降低气体温度；
之后采用除水
系统降低烟气的含水量(水蒸气含量降至室温下的3％) ；
降温后的烟气进一步降低粉尘含
量；
之后由低温等离子体系统氧化、
分解污染物；
[0009] 步骤3，
为实现Hg 2+ 及其他污染物的深度净化，
低温等离子体系统处理后的烟气进
入陶瓷纳米材料吸附及再生系统，
实现烟气的达标排放。
[0010] 步骤4，
处置过程产生的汞盐、汞炱等可通过湿法提取装置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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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0011]

所述的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采用高温
等离体与低温等离子体耦合技术，
同时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0012] 所述的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解决飞
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的过程中，
采用低温等离子体系统氧化、
分解污染物，
并通过湿法提取装置实现汞盐、
汞炱等废物的资源化回收。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4] 本发明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采用高温等离体与低温等离
子体耦合技术，
同时彻底地解决飞灰中二噁英和汞等重金属的污染问题，
并在处理飞灰中
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过程中实现汞盐、
汞炱等废物的资源化回收。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用于飞灰中二噁英及汞等重金属的处理方法步骤说明图。
[0016] 图中：
1、
压块机，
2、
高温等离子体炉，
3、低温等离子体反应器，
4、
陶瓷纳米吸附塔，
5、
纳米陶瓷再生塔，
6、
湿法提取装置，
7、
汞盐、
汞炱，
8，
二噁英，
9、
玻璃体，
10、
达标排放的烟
气。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予以说明，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18] 实施例1：
[0019] 如图1所示，
[0020]
(1)、加入含SiO 2 调节剂到飞灰中混合，
然后将调节后的飞灰加入压块机1进行压
块预处理；
[0021]
(2)、在高温等离子炉2内对压块后的飞灰进行加热将其熔融，
在此阶段二噁英8彻
底分解为无害烟气，
除汞外的重金属稳定固化于熔融体冷却形成的玻璃体9中；
[0022]
(3)、含汞烟气经过冷凝装置，
降低气体温度；
之后采用除水系统降低烟气的含水
量(水蒸气含量降至室温下的3％) ；
降温后的烟气进入进一步降低粉尘含量；
之后进入低温
等离子体反应器3烟气中的污染物被氧化、
分解；
[0023]
(4)、
从低温等离子体反应器3出来的烟气进入陶瓷纳米吸附塔4，
烟气中所含Hg 2+
及其他污染物被吸附后达标排放10；
[0024]
(5)、
吸附塔中吸附饱和的陶瓷纳米材料进入纳米陶瓷再生塔5的再生系统，
通过
湿法提取装置6实现汞盐、
汞炱7等废物的资源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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