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057185.3

(22)申请日 2020.09.18

(73)专利权人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200040 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1287

号

    专利权人 上海耀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玺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房豪杰　顾治强　刘广涛　冯波　

肖春平　赵开兴　邵嫩飞　蒯含平　

沈毅　胡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科琪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1117

代理人 董艳慧

(51)Int.Cl.

B01D 53/86(2006.01)

B01D 46/00(2006.01)

B01D 46/24(2006.01)

B01D 53/04(2006.01)

B01D 53/40(2006.01)

B01D 53/83(2006.01)

B01D 53/56(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

烟气净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基于陶瓷滤芯及可

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包括依次

连接的换热降温组件、干法脱酸组件、陶瓷催化

滤芯除尘器（5）、余热锅炉省煤器（6）、活性炭吸

附组件和烟气排放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中

设有涂覆催化剂的陶瓷纤维过滤管（24）；换热降

温组件连至焚烧炉（1），使烟气通过脱酸、除尘、

脱硝、二噁英和重金属脱除；陶瓷催化滤芯除尘

器与活性炭吸附组件连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

排出的一部分烟气引入活性炭吸附组件中，饱和

活性炭脱附再生；活性炭吸附组件反接至焚烧

炉，脱附再生的废气返回焚烧炉。本实用新型通

过干法脱酸、陶瓷纤维脱硝除尘、活性炭吸附二

噁英和重金属，实现烟气的净化和全时段达标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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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是：包括依次

连接的换热降温组件、干法脱酸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余热锅炉省煤器（6）、活性

炭吸附组件和烟气排放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中设有若干根表面涂覆有催化剂的

陶瓷纤维过滤管（24）；换热降温组件连接至焚烧炉（1）的烟气出口，使焚烧炉（1）中的烟气

依次通过干法脱酸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活性炭吸附组件以及烟气排放组件；陶

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口（26）与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进口连接，活性炭吸附组

件的烟气出口反接至焚烧炉（1）的二次风入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进口（25）与干法脱酸组件的烟气出口之间

的管道上连接有还原剂供应管，还原剂供应管外接脱硝还原剂供应罐（12），使烟气与还原

剂混合后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

其特征是：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包括若干个相互独立的箱体（21），每个箱体（21）

内均通过花板（31）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空间，下部的独立空间用于安装陶瓷纤维过滤管

（24）和连通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底部的灰斗（22），上部的独立空间作为安装粉尘清洁器

（30）的净气室（23）并通过陶瓷纤维过滤管（24）与下部的独立空间连通；陶瓷催化滤芯除尘

器（5）的烟气进口（25）通过进口阀（27）与灰斗（22）连通，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

口（26）通过出口阀（28）与净气室（23）顶部连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的粉尘清洁器（30）包括引流管（33）、脉冲阀（34）、气包（35）、喷吹管道（36）和

喷吹口（37）；每根陶瓷纤维过滤管（24）的顶部内均同轴安装有引流管（33），喷吹管道（36）

的一端通过脉冲阀（34）与气包（35）连通，喷吹口（37）安装在喷吹管道（36）上并面向引流管

（33）设置，且每根陶瓷纤维过滤管（24）上方均对应安装有一个喷吹口（37）；气包（35）内的

压缩空气通过喷吹管道（36）和喷吹口（37）经引流管（33）反吹入陶瓷纤维过滤管（24）内，灰

斗（22）的底部外接至飞灰仓（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包括活性炭吸附塔（81）、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81）烟气进

口与余热锅炉省煤器（6）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1）、安装于活

性炭吸附塔（81）烟气出口与烟气排放组件之间管道上的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1）、

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81）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烟气出口（26）之间管道上的

第一脱附烟气入口阀（161）、以及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81）烟气出口与焚烧炉（1）二次风入

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一脱附烟气出口阀（171）和脱附热烟气风机（1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还包括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

（82）烟气进口与余热锅炉省煤器（6）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

（142）、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烟气出口与烟气排放组件之间管道上的第二活性炭

吸附塔出口阀（152）、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烟

气出口（26）之间管道上的第二脱附烟气入口阀（162）、以及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

烟气出口处的第二脱附烟气出口阀（172），第二脱附烟气出口阀（172）连接至脱附热烟气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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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13）的进气端。

7.根据权利要求1、5或6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

统，其特征是：所述的烟气排放组件包括引风机（9）和烟囱（10），引风机（9）连接至活性炭吸

附组件的烟气出口。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口（26）之

间的管道上安装有脱附烟气吸野风调节阀（18）。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其

特征是：所述的换热降温组件包括余热锅炉过热器（2）和余热锅炉蒸发器（3），余热锅炉过

热器（2）的烟气进口连接至焚烧炉（1）的烟气出口，余热锅炉过热器（2）的烟气出口连接至

余热锅炉蒸发器（3）的烟气进口，余热锅炉蒸发器（3）的烟气出口连接至干法脱酸组件的烟

气进口。

10.根据权利要求1、2或9所述的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

统，其特征是：所述的干法脱酸组件包括干法反应塔（4）和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1）；干法反

应塔（4）通过底部的烟气进口连接至换热降温组件的余热锅炉蒸发器（3）的烟气出口，干法

反应塔（4）通过顶部的烟气出口连接至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进口（25）；脱酸吸收

剂供应罐（11）连接至干法反应塔（4）的底部；所述的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1）中的脱酸吸收

剂为干粉并能附着在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陶瓷纤维过滤管（24）的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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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烟气的处理系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陶瓷滤芯

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与日俱增，

随着技术的发展，将生活垃圾用于焚烧发电不仅能解决垃圾问题，也能变废为宝，产生电

能，实现良好的环境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数量逐年增加，焚烧法在生

活垃圾处理方式中所占的比例也逐年上升，但生活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含

有颗粒物、HCl、SO2、NOx、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烟气，需要进行脱酸、脱硝等处理工艺。

[0003] 现有技术中用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的脱酸工艺主要有：干法、半干法、湿法，最常

用的工艺路线是：旋转喷雾半干法+干法+布袋除尘。其中，旋转喷雾半干法是利用喷雾干燥

的原理将消石灰浆送入旋转雾化器，旋转雾化器转速为8000‑15000r/min，将消石灰浆液雾

化成平均滴径30‑40um的雾滴喷入反应塔内，烟气中的酸性物质在液滴表面被吸收，发生气

相与液相反应为主的化学吸收反应，生成硫酸钙等盐类，同时，烟气中的热量与雾滴之间通

过强制性对流传热，使雾滴充分蒸发，形成固态反应产物。旋转雾化器作为烟气净化系统中

最关键的设备，其转速极高，用电功率较大，故障率较高，若无法保证旋转雾化器连续稳定

运行，酸性污染物的排放存在超标风险。因此，在部分发达地区使用湿法脱酸工艺，但湿法

脱酸工艺不可避免的有废水产生。

[0004] 现有技术中用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的脱硝工艺主要有：SNCR、SCR，SNCR脱硝技术

是在850‑1100℃的温度窗口内喷入氨水、尿素溶液等氨基还原剂，还原剂与NOx发生反应而

被去除。SNCR的脱硝效率低，通常为30%‑60%，随着排放标准越来越高，SNCR已经无法满足较

高的排放要求了。SCR脱硝技术是在O2和非均相催化剂存在条件下，在180‑230℃温度窗口

内，用还原剂NH3将烟气中的NOx还原为N2和H2O，SCR的脱硝效率可达80%以上。SCR布置在布

袋除尘器后端，布袋除尘器出口的温度为145℃左右，烟气需要进一步升温才能达到SCR反

应温度窗口，增加了能耗和处理流程。

[0005] 现有技术中用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的二噁英及重金属脱除技术主要是通过活性

炭吸附，在进除尘器前的烟气管道内喷入活性炭使其吸附二噁英、Hg等重金属污染物，活性

炭未达到饱和并与烟气一起进入袋式除尘器中，活性炭吸附在滤袋表面上并与通过滤袋表

面的烟气充分接触，从而去除重金属及二噁英。但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准确计量活性炭，导致

活性炭与烟气混合不均，二噁英及重金属存在超标风险。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

净化系统，通过干法脱酸、陶瓷纤维脱硝除尘、活性炭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属等工艺步骤，实

现了烟气的净化和全时段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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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8] 一种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包括依次连接的换

热降温组件、干法脱酸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余热锅炉省煤器、活性炭吸附组件和烟

气排放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中设有若干根表面涂覆有催化剂的陶瓷纤维过滤管；换

热降温组件连接至焚烧炉的烟气出口，使焚烧炉中的烟气依次通过干法脱酸组件、通过陶

瓷催化滤芯除尘器、活性炭吸附组件以及烟气排放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的烟气出口

与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进口连接，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出口反接至焚烧炉的二次风入

口。

[0009] 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的烟气进口与干法脱酸组件的烟气出口之间的管道

上连接有还原剂供应管，还原剂供应管外接脱硝还原剂供应罐，使烟气与还原剂混合后进

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

[0010] 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包括若干个相互独立的箱体，每个箱体内均通过花板

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空间，下部的独立空间用于安装陶瓷纤维过滤管和连通在陶瓷纤维过

滤管底部的灰斗，上部的独立空间作为安装粉尘清洁器的净气室并通过陶瓷纤维过滤管与

下部的独立空间连通；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的烟气进口通过进口阀与灰斗连通，陶瓷催化

滤芯除尘器的烟气出口通过出口阀与净气室顶部连通。

[0011] 所述的粉尘清洁器包括引流管、脉冲阀、气包、喷吹管道和喷吹口；每根陶瓷纤维

过滤管的顶部内均同轴安装有引流管，喷吹管道的一端通过脉冲阀与气包连通，喷吹口安

装在喷吹管道上并面向引流管设置，且每根陶瓷纤维过滤管上方均对应安装有一个喷吹

口；气包内的压缩空气通过喷吹管道和喷吹口经引流管反吹入陶瓷纤维过滤管内，灰斗的

底部外接至飞灰仓。

[0012] 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包括活性炭吸附塔、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烟气进口与余热

锅炉省煤器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烟气出

口与烟气排放组件之间管道上的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烟气进口

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一脱附烟气入口阀、以及安装于活性炭吸

附塔烟气出口与焚烧炉二次风入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一脱附烟气出口阀和脱附热烟气风机。

[0013] 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还包括备用活性炭吸附塔、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烟气

进口与余热锅炉省煤器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安装于备用活性

炭吸附塔烟气出口与烟气排放组件之间管道上的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安装于备用活

性炭吸附塔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二脱附烟气入口阀、

以及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烟气出口处的第二脱附烟气出口阀，第二脱附烟气出口阀连

接至脱附热烟气风机的进气端。

[0014] 所述的烟气排放组件包括引风机和烟囱，引风机连接至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出

口。

[0015] 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的烟气出口之间的管

道上安装有脱附烟气吸野风调节阀。

[0016] 所述的换热降温组件包括余热锅炉过热器和余热锅炉蒸发器，余热锅炉过热器的

烟气进口连接至焚烧炉的烟气出口，余热锅炉过热器的烟气出口连接至余热锅炉蒸发器的

烟气进口，余热锅炉蒸发器的烟气出口连接至干法脱酸组件的烟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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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所述的干法脱酸组件包括干法反应塔和脱酸吸收剂供应罐；干法反应塔通过底部

的烟气进口连接至换热降温组件的余热锅炉蒸发器的烟气出口，干法反应塔通过顶部的烟

气出口连接至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的烟气进口；脱酸吸收剂供应罐连接至干法反应塔的底

部；所述的脱酸吸收剂供应罐中的脱酸吸收剂为干粉并能附着在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的陶

瓷纤维过滤管的外表面。

[0018]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干法脱酸，避免了现有技术湿法脱酸产生的废水问题，

也避免了现有技术旋转雾化器的高能耗和白烟问题，在确保脱酸效果的基础上，提高了环

保效益，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0] 2、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并结合前置的脱硝还原剂供应罐

实现了脱硝、除尘一体化，无需设置现有技术的SCR反应器，无白烟产生也无需升温，大大降

低了能耗，不产生二次污染，通过反吹设备布置所需成本和空间小；同时，陶瓷纤维过滤管

能通过压缩空气反吹实现自清洁，使用寿命长，运行稳定性高。

[0021] 3、本实用新型由于采用了两个互为备用的活性炭吸附塔，能实现活性炭对二噁英

和重金属的持续吸附净化，采用固定床式活性炭确保与烟气的充分接触，同时利用热烟气

的引入实现饱和活性炭的原位再生，确保了二噁英和重金属全时段达标，且使用寿命长。

[0022] 4、本实用新型使烟气在高温段实现脱酸、脱硝、除尘一体化，实现能源梯级清洁利

用，全程无二次污染，节能环保，具有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0023] 本实用新型通过干法脱酸、脱硝除尘、活性炭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属等工艺步骤，脱

酸效率高于98%，脱硝效率高于95%，除尘效率接近100%，二噁英及重金属脱除效率高于

99.5%，全程无废水产生，且能持续、稳定的运行，从而实现生活垃圾焚烧烟气的净化和全时

段达标排放。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的主视

图；

[0025] 图2是本实用新型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中陶瓷

催化滤芯除尘器的剖视图；

[0026] 图3是本实用新型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中陶瓷

催化滤芯除尘器的侧视图；

[0027] 图4是本实用新型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中粉尘

清洁器的主视图。

[0028] 图中，1焚烧炉，2余热锅炉过热器，3余热锅炉蒸发器，4干法反应塔，5陶瓷催化滤

芯除尘器，6余热锅炉省煤器，7飞灰仓，81活性炭吸附塔，82备用活性炭吸附塔，9引风机，10

烟囱，11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2脱硝还原剂供应罐，13脱附热烟气风机，141第一活性炭吸附

塔入口阀，142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51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2第二活性炭吸

附塔出口阀，161第一脱附烟气入口阀，162第二脱附烟气入口阀，171第一脱附烟气出口阀，

172第二脱附烟气出口阀，18脱附烟气吸野风调节阀，21箱体，22灰斗，23净气室，24陶瓷纤

维过滤管，25烟气进口，26烟气出口，27进口阀，28出口阀，30粉尘清洁器，31花板，33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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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34脉冲阀，  35气包，36喷吹管道，37喷吹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30] 请参见附图1，一种基于陶瓷滤芯及可再生活性炭的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包括

通过管道依次连接换热降温组件、干法脱酸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余热锅炉省煤器

6、活性炭吸附组件和烟气排放组件；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中设有由若干根表面涂覆有催

化剂的陶瓷纤维过滤管24组成的陶瓷催化滤芯；换热降温组件通过管道连接至用于焚烧生

活垃圾的焚烧炉1的烟气出口，使焚烧炉1中的烟气依次通过干法脱酸组件进行脱酸、通过

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进行脱酸、除尘和脱硝、以及通过活性炭吸附组件进行二噁英和重金

属脱除，再通过烟气排放组件排出；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口26通过管道与活性炭

吸附组件的烟气进口连接，使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排出的一部分烟气引入活性炭吸附

组件中，并使饱和活性炭脱附再生；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出口通过管道反接至焚烧炉1的

二次风入口，使脱附再生产生的废气返回入焚烧炉1焚烧。优选的，陶瓷纤维过滤管表面的

催化剂可以是V‑Ti（钒钛）、V‑W‑Ti（钒钨钛）、Ce‑W‑Ti（铯钨钛）、Cu‑Fe‑Ce‑Ti（铜铁铯钛）中

的一种或多种。

[0031] 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进口25与干法脱酸组件的烟气出口之间的连

接管道上连接有还原剂供应管，还原剂供应管外接脱硝还原剂供应罐12，使烟气与还原剂

混合后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能将烟气的温度调节至合适的温度窗口，确保脱硝效

果。优选的，所述的还原剂为氨水，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的温度为280‑350℃，

能达到良好的脱硝效果。

[0032] 请参见附图2和附图3，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包括若干个相互独立的箱体

21，每个箱体21内由下至上设有灰斗22、陶瓷纤维过滤管24和净气室23；，陶瓷催化滤芯除

尘器5的烟气进口25通过进口阀27与灰斗22连通，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口26通过

出口阀28与净气室23顶部连通。箱体21内通过花板31分隔成上下两个独立空间，下部的独

立空间用于安装陶瓷纤维过滤管24和连通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底部的灰斗22，上部的独立

空间作为安装粉尘清洁器30的净气室23并通过陶瓷纤维过滤管24与下部的独立空间连通。

[0033] 优选的，花板31上预留用于安装陶瓷纤维过滤管24的安装孔，便于陶瓷纤维过滤

管24的安装以及上下两个独立空间的连通。烟气由烟气进口25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

底部并由下至上流动，烟气从外部进入陶瓷纤维过滤管24时粉尘被过滤，同时通过陶瓷纤

维过滤管24表面涂覆的催化剂实现烟气的脱硝，NOx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还原反应而被

去除，达到进一步脱硝的目的，无需设置SCR反应器，也无需升温措施，大大降低了能耗和设

备占用空间，被脱酸、除尘、脱硝之后的干净烟气进入净气室23并从顶部的烟气出口26排

出。

[0034] 优选的，从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顶部的净气室23排出的烟气温度被降至

130‑150℃，即进入余热锅炉省煤器6的烟气温度为130‑150℃。现有技术中将省煤器直接连

接至蒸发器后，烟气持续降温，从省煤器出来的烟气温度约为200℃，而本实用新型使余热

锅炉蒸发器3排出的烟气（温度为300‑350℃）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经陶瓷纤维过滤

管24脱酸、脱硝除尘之后，再进入余热锅炉省煤器6，此时进入余热锅炉省煤器6的烟气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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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净化，且可将余热锅炉省煤器6出口的烟气温度降至150℃左右，一方面可减少余热锅炉

省煤器6的积灰、堵塞、磨损和腐蚀，提高换热效率，大大延长了余热锅炉省煤器6的寿命，另

一方面出口烟气温度相比现在技术的200℃，有50℃的热能得到清洁利用，实现能源的梯级

清洁利用。

[0035] 请参见附图3和附图4，所述的粉尘清洁器30包括脉冲阀34、气包35、喷吹管道36和

喷吹口37；喷吹管道36的一端通过脉冲阀34与气包35连通，喷吹口37安装在喷吹管道36上

并面向陶瓷纤维过滤管24内部设置，且每根陶瓷纤维过滤管24上方均对应安装有一个喷吹

口37，气包35内的压缩空气通过喷吹管道36经喷吹口37反吹入陶瓷纤维过滤管24内，用于

吹扫附着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表面上的粉尘、颗粒等，灰斗22的底部形成有通过管道外接

至飞灰仓7的飞灰口。

[0036] 优选的，喷吹口37同轴安装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上方60‑100mm位置处，气包35内

存储0.4‑0.6Mpa的压缩空气并通过喷吹口37同轴吹入陶瓷纤维过滤管24内，高速气流经陶

瓷纤维过滤管24从内向外贯穿管壁，将附着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外表面的粉尘吹落。通过

灰斗22收集的飞灰粉尘通过底部的飞灰口经输灰系统输送至飞灰仓7，便于后期处理。

[0037] 为了使气包35内的压缩空气更顺畅的进入陶瓷纤维过滤管24，也避免陶瓷纤维过

滤管24顶部被压缩空气损坏，可在每根陶瓷纤维过滤管24的顶部内均同轴安装引流管33，

喷吹口37面向引流管33设置，确保压缩空气在引流管33的导向作用下反吹入陶瓷纤维过滤

管24内。为了避免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内的烟气和反吹的压缩气体的相互干涉，不同的箱

体21可通过其进口阀27和出口阀28独立/间隔运行。

[0038] 所述的干法脱酸组件包括干法反应塔4和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1；干法反应塔4通过

底部的烟气进口连接至换热降温组件的余热锅炉蒸发器3的烟气出口，干法反应塔4通过顶

部的烟气出口连接至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进口25；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1通过管道

连接至干法反应塔4的底部，且位于干法反应塔4烟气进口的上方。烟气从底部进入干法反

应塔4，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1将脱酸吸收剂从干法反应塔4下部喷入，脱酸吸收剂与酸性物

质在干法反应塔4内由下至上同向流动的同时发生酸碱中和反应，烟气及喷入的脱酸吸收

剂由干法反应塔4顶部的烟气出口排出，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

[0039] 优选的，所述的脱酸吸收剂供应罐11中的脱酸吸收剂可采用碳酸氢钠或高效熟石

灰，通过干粉的形式喷入干法反应塔4内，便于与烟气中的酸性物质发生酸碱中和反应，并

随烟气同步排出至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未反应完全的脱酸吸收剂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

尘器5后附着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的外表面上，由于滤风速极小（小于0.8m/min），烟气中的

酸性物质与脱酸吸收剂进一步充分反应，从而使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具有脱酸功能，实现

脱硝、脱酸、除尘一体化。相比现有技术的湿法脱酸工艺，本实用新型不产生废水，更环保；

相比现有技术的旋转雾化器，具有用电功率小、故障率低的优点，且无浆液等液体介质进入

烟气系统，不会产生白烟，更环保。

[0040] 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包括活性炭吸附塔81、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81烟气进口与

余热锅炉省煤器6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1、安装于活性炭吸附

塔81烟气出口与烟气排放组件之间的管道上的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1、安装于活性

炭吸附塔81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烟气出口26之间的管道上的第一脱附烟气入

口阀161、以及安装于活性炭吸附塔81烟气出口与焚烧炉1二次风入口之间的管道上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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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附烟气出口阀171和脱附热烟气风机13。通过活性炭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属，确保排放的达

标。

[0041] 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还包括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

烟气进口与余热锅炉省煤器6烟气出口之间管道上的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2、安装于

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烟气出口与烟气排放组件之间的管道上的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

152、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烟气出口之间的管道上

的第二脱附烟气入口阀162、以及安装于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烟气出口处的第二脱附烟气

出口阀172，第二脱附烟气出口阀172连接至脱附热烟气风机13的进气端。通过备用活性炭

吸附二噁英和重金属，确保排放的全时段达标。

[0042] 优选的，活性炭吸附塔81和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均可采用固定床式的活性炭吸附

塔，具有较大的表面积，烟气经过活性炭床层，烟气能与活性炭充分接触并有效吸附烟气中

的二噁英及重金属，使二噁英及重金属全时段达标。活性炭吸附塔81和备用活性炭吸附塔

82互为备用，交替运行，可实现活性炭的原位再生，以确保活性炭吸附的持续运行，提高净

化工艺的效率。

[0043] 活性炭吸附塔81的活性炭吸附饱和后，打开第一脱附烟气入口阀161，从陶瓷催化

滤芯除尘器5烟气出口26与余热锅炉省煤器6烟气进口之间抽取一路热烟气，热烟气引入活

性炭吸附塔81并对其吸附饱和的活性炭进行脱附再生，热烟气进入活性炭吸附床层，吸附

饱和被富集的二噁英及重金属随着温度升高逐渐从活性炭孔隙中脱附出来，经过一段时间

之后，脱附完成，活性炭实现原位再生。打开第一脱附烟气出口阀151，脱附再生产生的废气

经脱附热烟气风机13送入焚烧炉1的二次风入口进行焚烧，避免二次污染。备用活性炭吸附

塔82的工作原理和脱附再生方式与活性炭吸附塔81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0044] 优选的，从所述的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排出并引入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占陶

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排出烟气总量的10‑20%，以满足吸附饱和的活性炭的脱附再生需求。

[0045] 所述的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烟气进口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口26之间的

管道上设有脱附烟气吸野风调节阀18，用于调节引入活性炭吸附组件的热烟气的温度（调

节至200‑300℃），使吸附饱和的活性炭能够在适合温度的热烟气作用下实现高效的脱附再

生。

[0046] 所述的换热降温组件包括余热锅炉过热器2和余热锅炉蒸发器3，余热锅炉过热器

2的烟气进口连接至焚烧炉1的烟气出口，余热锅炉过热器2的烟气出口连接至余热锅炉蒸

发器3的烟气进口，余热锅炉蒸发器3的烟气出口连接至干法脱酸组件的烟气进口，通过余

热锅炉过热器2和余热锅炉蒸发器3实现高温烟气的降温。优选的，经余热锅炉过热器2和余

热锅炉蒸发器3降温后的烟气温度为300‑350℃。余热锅炉过热器2和余热锅炉蒸发器3可采

用现有技术中用于焚烧烟气换热降温的过热器和蒸发器，此处不再赘述。

[0047] 所述的烟气排放组件包括引风机9和烟囱10，引风机9连接至活性炭吸附组件烟气

出口，通过引风机9经烟囱10将净化达标的烟气排出。

[0048] 实施例1：

[0049] 生活垃圾在焚烧炉1中燃烧而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余热锅炉过热器2和余热锅炉蒸

发器3换热降温至350℃。降温后的烟气从底部进入干法反应塔4，同时，脱酸吸收剂供应罐

11从干法反应塔4的下部喷入碳酸氢钠干粉末（即脱酸吸收剂），使脱酸吸收剂与酸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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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内由下至上同向流动的同时能充分混合并发生酸碱中和反应，烟气及喷入的脱酸吸收

剂由干法反应塔4顶部的烟气出口排出，并从底部进入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其中一个或

多个箱体21。烟气在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内由下至上，从外部进入陶瓷纤维过滤管24，经

粉尘过滤后从陶瓷纤维过滤管24的中心孔排出至顶部的净气室23。在粉尘过滤的同时，陶

瓷纤维过滤管24表面的催化剂使NOx发生还原反应而被去除，实现脱硝，酸性物质在脱酸吸

收剂的作用下进一步脱除，实现脱酸。粉尘清洁器30在陶瓷纤维过滤管24附着大量脱酸吸

收剂粉末后启动反吹清洁，其所在的箱体21停止进气，其他箱体21继续运行，清洁作业的箱

体21底部的灰斗22收集的飞灰经输灰系统送至飞灰仓7。被脱酸、除尘、脱硝之后的干净烟

气由箱体21顶部的净气室23排出并进入余热锅炉省煤器6并降温至150℃，降温后的烟气进

入活性炭吸附塔81，此时，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1和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1打

开，经活性炭吸附二噁英及重金属后的合格烟气通过引风机9经烟囱10排放。

[0050] 活性炭吸附塔81和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互为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1的活性炭吸附

饱和后，关闭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1和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1，并打开第二活

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2和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2，确保活性炭吸附的持续运行，关闭

后的活性炭吸附塔81进入活性炭脱附再生过程。当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的活性炭吸附饱和

后，关闭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入口阀142和第二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2，打开第一活性炭吸

附塔入口阀141和第一活性炭吸附塔出口阀151，切换至活性炭吸附塔81，备用活性炭吸附

塔82进入活性炭脱附再生过程。

[0051] 活性炭吸附塔81和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中活性炭脱附再生过程相同，以活性炭吸

附塔81为例：当活性炭吸附塔81中活性炭吸附饱和并切换至备用活性炭吸附塔82后，打开

脱附热烟气风机13、第一脱附烟气入口阀161、第一脱附烟气出口阀171和脱附烟气吸野风

调节阀18，从陶瓷催化滤芯除尘器5的烟气出口26抽取总烟气量的15%至活性炭吸附塔81内

对活性炭进行脱附再生，脱附再生产生的废气通过脱附热烟气风机13抽出至焚烧炉1中进

行焚烧。

[0052] 对烟囱10排出的烟气进行检测，经本实用新型干法脱酸、脱硝、除尘和二噁英及重

金属脱除后的烟气排放指标优于国标及欧盟标准，其脱酸效率高于98%，脱硝效率高于95%，

除尘效率接近100%，二噁英及重金属脱除效率高于99.5%。

[0053] 以上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因此，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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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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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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