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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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981896.X

(22)申请日 2020.12.11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2021731955.1 2020.08.19 CN

(73)专利权人 中石化南京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210049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马群科

技园马群大道3号

    专利权人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72)发明人 李军东　杨婷　陈辉　张刚　

汤先凯　周亮　赵红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天华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32218

代理人 韩正玉　徐冬涛

(51)Int.Cl.

B01D 53/00(2006.01)

B01D 53/75(2006.01)

B01D 53/50(2006.01)

B01D 53/68(2006.01)

B01D 53/73(2006.01)

B01D 53/9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脱除高湿度烟气中

硫氧化物的装置，该装置包括凝液回收塔和脱硫

塔；凝液回收塔自下而上依次包括洗涤段及冷凝

段；脱硫塔自下而上依次包括氧化段、一级吸收

段、二级吸收段及除雾段；凝液回收塔的洗涤段

设置烟气入口，凝液回收塔的洗涤段与脱硫塔的

除雾段连接，凝液回收塔出口与脱硫塔的一级吸

收段连接。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实现分部脱除高湿

度烟气中的强酸性气体(SO3、HCl等)、冷凝水及

弱酸性气体(SO2)等组分，并使回收的冷凝水经

过简单的物化处理后，水质就能满足《城市污水

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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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凝液回收塔(1)和脱硫塔

(4)；

所述凝液回收塔(1)自下而上依次包括洗涤段(2)及冷凝段(3)；

所述脱硫塔(4)自下而上依次包括氧化段(5)、一级吸收段(6)、二级吸收段(7)及除雾

段(8)；所述凝液回收塔(1)的洗涤段(2)设置烟气入口，所述凝液回收塔(1)的洗涤段(2)与

脱硫塔(4)的除雾段(8)连接，所述凝液回收塔(1)出口与脱硫塔(4)的一级吸收段(6)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洗涤段

(2)包括自下而上依次为填料、洗涤液喷淋层及除雾器；所述冷凝段(3)自下而上依次为集

液盘、填料、喷淋层及除雾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段

(5)内部设有吸收液分布管和氧化空气分布管，一级吸收液循环泵入口设置在氧化段(5)中

上部液位处，母液输送泵(19)入口设置在氧化段(5)底部液位处；一级吸收段(6)自下而上

依次为一级吸收段喷淋层及集液盘底部反冲洗喷淋层，所述反冲洗喷淋液作为氧化段(5)

及一级吸收段(6)的补液；所述二级吸收段(7)自下而上依次为二级吸收段喷淋层及除雾

器；所述除雾段(8)自下而上依次为填料、洗涤喷淋层、除雾器及换热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在凝液回收塔

(1)洗涤段(2)顶部与烟气入口之间设置循环烟气风机(2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凝液回收

塔(1)洗涤段(2)为两段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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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脱除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尤其涉及一种脱除高湿度烟气

中硫氧化物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硫污染指硫及其化合物在环境中所造成的污染。硫在地壳中分布很广，各种矿物

燃料(煤和石油等)都含有硫。硫在环境中大量以硫氧化物存在，还有部分以硫化氢与有机

硫(如硫醇、硫醚、二甲硫等)存在，并发生刺激性很强的恶臭污染。硫在大气中的重要污染

物是二氧化硫。

[0003] 烟气中硫氧化物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和三氧化硫。其中主体为二氧化硫，主要

来自矿物燃料燃烧、含硫矿石冶炼、石油炼化硫回收焚烧尾气和硫酸、磷肥生产等。全世界

SO2的人为排放量每年约1.5亿吨，矿物燃料燃烧产生的SO2占70％以上。

[0004] 对于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脱除，目前主流的工艺为湿法脱硫工艺，但对于高氢含硫

燃料焚烧产生的高湿度烟气中含硫氧化物的脱除(如石油炼化硫回收焚烧尾气)，由于烟气

中水含量(体积分数)一般在25％以上，此时对应的烟气水露点温度在65℃，酸露点温度在

150℃左右，为避免酸腐蚀，一般入塔前原烟气温度在200℃以上，为使进入脱硫塔的烟气温

度控制在脱硫反应最适温度窗口从而保证脱硫效率，一般方法为通过大量低浓度吸收液或

工艺水循环喷淋降温至脱硫反应最适温度窗口，此过程大量的冷凝水及强酸性气体进入到

吸收液或循环工艺水中，而导致此部分脱硫溶液浓度较低无法达到饱和浓度，需通过外部

热源蒸发结晶后再离心干燥生产商品硫酸盐固体，能耗较大，且生产过程产生的高氨氮高

硫酸盐废水处理困难。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为提供一种实现分部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的强酸

性气体(SO3、HCl等)、冷凝水及弱酸性气体(SO2)等组分，并回收冷凝水的脱除高湿度烟气中

硫氧化物的装置。

[0006] 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的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包括凝液回收塔和

脱硫塔；

[0007] 凝液回收塔自下而上依次包括洗涤段及冷凝段；

[0008] 脱硫塔自下而上依次包括氧化段、一级吸收段、二级吸收段及除雾段；凝液回收塔

的洗涤段设置烟气入口，凝液回收塔的洗涤段与脱硫塔的除雾段连接，凝液回收塔出口与

脱硫塔的一级吸收段连接。

[0009] 进一步地，洗涤段包括自下而上依次为填料、洗涤液喷淋层及除雾器；冷凝段自下

而上依次为集液盘、填料、喷淋层及除雾器。洗涤段主要功能是脱除烟气中的98％以上的强

酸性气体(SO3、HCl等)及烟尘(若有)，同时使携带至冷凝段的雾滴含量小于20mg/Nm3，洗涤

段可以为一段洗涤也可以为多段洗涤，各洗涤段之间通过集液盘实现气液分离，具体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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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烟气中强酸性气体(SO3、HCl等)及烟尘(若有)浓度确定，冷凝段主要功能是使烟气温度

降低至露点温度以下且满足脱硫塔入口烟气最适温度，并脱除烟气中的冷凝水。

[0010] 氧化段内部设有吸收剂分布管和氧化空气分布管，一级吸收液循环泵入口设置在

氧化段中上部液位处，母液输送泵入口设置在氧化段底部液位处；一级吸收段自下而上依

次为一级吸收段喷淋层及集液盘底部反冲洗喷淋层，反冲洗喷淋液作为氧化段及一级吸收

段的补液；二级吸收段自下而上依次为二级吸收段喷淋层及除雾器；除雾段自下而上依次

为填料、洗涤喷淋层、除雾器及换热器。

[0011] 氧化段的主要功能是对脱硫后吸收液氧化中和生成硫酸盐，并通过反应产物的增

加及反应过程产生的反应热实现浆液提浓至过饱和，同时通过吸入口设置的高度不同，实

现浆液在氧化段不同液位处的氧化率、PH值及密度的差异化分布，从而保证母液输送泵输

出浆液氧化率及含固量满足硫酸盐后处理设施要求，并使一级吸收液中亚硫酸根离子浓度

满足脱除烟气中大部分二氧化硫的要求。

[0012] 一级吸收段主要功能是脱除烟气中大部分二氧化硫，由于一级吸收段循环喷淋为

过饱和溶液，集液盘气窗位置可能形成硫铵晶垢而使烟气通过集液盘时的阻力增加，所以

需定期通过集液盘底部反冲洗喷淋层去除集液盘气窗位置形成的硫铵晶垢，同时此部分反

冲洗喷淋液作为氧化段及一级吸收段的补液而使氧化段维持在稳定液位。二级吸收段主要

功能是脱除烟气中剩余的二氧化硫并通过除雾器去除烟气中夹带的吸收液雾滴。除雾段主

要功能是脱除烟气中逃逸氨(氨法脱硫中存在)、高浓度硫酸盐雾滴及气溶胶，及通过换热

器与高温洗涤液换热升温，使排烟温度高于净烟气露点温度5～10℃，实现烟气消白。

[0013] 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装置还包括凝液回收罐、吸收罐、SO2吹脱罐、PH值

调节罐、凝液换热器、膜处理设施、洗涤液循环泵、冷凝液循环泵、一级吸收液循环泵、二级

吸收液循环泵、母液输送泵、加压泵及循环烟气风机。

[0014] SO2吹脱罐由罐本体、换热盘管(吹脱汽为低压蒸汽时不含)、吹脱气(汽)体分布管

组成，其主要功能是吹脱溶解于冷凝水中的SO2气体，高温洗涤液通过换热盘管对SO2吹脱罐

中的冷凝水加热至80℃左右，并通过通入吹脱气体使溶解于冷凝水中的SO2吹脱至气相中，

相应含SO2吹脱气体通过管路返回至凝液回收塔中。

[0015] 作为优选，吹脱气(汽)体应采用不含氧及酸性气的洁净气(汽)体，宜采用洁净氮

气或低压蒸汽，当采用洁净氮气为吹脱气体时，吹脱SO2后气体宜通过低温低浓度碱液洗涤

脱除SO2后重复利用。作为优选，凝液回收塔洗涤段填料宜选用蓄热性能及导热性能好的材

料，如陶瓷填料。

[0016] 在凝液回收塔洗涤段顶部与烟气入口之间设置循环烟气风机。从凝液回收塔洗涤

段除雾器顶部抽取部分烟气与高温原烟气混合，从而降低入口烟气的温度，使烟气中的热

能更多的以洗涤液升温的显热形式被带走，从而降低冷凝段的换热负荷，同时烟气循环后

降低了入口烟气中的强酸性气体(SO3、HCl等)及烟尘(若有)的浓度，烟气流速不变条件下，

相应脱除效率有较大提高。作为优选，若入口原烟气中强酸性气体(SO3、HCl等)浓度≥

200mg/Nm3、烟气中烟尘浓度≥5mg/Nm3或脱硫剂为液氨或氨水时，凝液回收塔洗涤段宜为两

段及以上，各洗涤段之间通过集液盘实现气液分离，从而保证冷凝段中冷凝水氨氮浓度≤

10mg/L，进入冷凝段中的烟气中强酸性气体(SO3、HCl等)浓度≤5mg/Nm3，烟气中烟尘浓度≤

1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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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作为优选，若入口原烟气中含有烟尘时，宜设置烟尘过滤设施去除洗涤液中烟尘。

[0018] 通过凝液换热器对循环冷凝水降温，可采用空气冷却或循环水进行换热。

[0019] 脱硫塔氧化段、一级吸收段及二级吸收段、吸收罐及相应管线阀门宜保温处理，减

少相应区域的热耗散，使反应过程产生的反应热在循环喷淋过程中主要用于吸收液中水分

的蒸发，从而保证装置的水平衡。

[0020] 对于吸收并氧化二氧化硫的反应热较高的脱硫工艺(如氨法脱除高浓度二氧化硫

烟气)，宜通过反应热对吸收液的蒸发提浓，实现塔内饱和结晶，降低生产能耗；对于脱硫副

产物为溶解度较低的物质的脱硫工艺(如钙法)，宜将离心脱水设施产生的部分滤液调PH沉

淀处理后返回至洗涤段，实现装置的水平衡，而使装置稳定运行；对于吸收并氧化二氧化硫

的反应热较少的脱硫工艺，如入口烟气温度较高(一般要求原烟气温度需比酸露点温度高

100℃以上)，可设置喷雾干燥设施，利用前端高温原烟气余热直接将脱硫后产生的硫酸盐

溶液干燥得到固体硫酸盐，具体工艺流程见附图2，如入口原烟气温度仅高于酸露点温度高

20℃左右时，可在洗涤塔前端设置浓缩设施，通过原烟气与脱硫后产生的硫酸盐溶液直接

接触换热，将硫酸盐溶液提浓至过饱和后输送至副产物离心脱水设施生产商品硫酸盐固

体，离心脱水设施产生的饱和滤液返回浓缩设施，具体工艺流程见图3。

[0021]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如下显著优点：

[0022] (1)装置实现分部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的强酸性气体(SO3、HCl等)、冷凝水及弱酸性

气体(SO2)等组分，使烟气排放指标满足所属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要求，并使回收的冷

凝水经过简单的物化处理后，水质就能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要求，实现装置废水零排放；

[0023] (2)由于烟气中烟尘在凝液回收塔洗涤段中被去除，从而保证了后处理设施生产

的副产物硫酸盐固体杂质含量低，提高了产品品质，商业价值高；

[0024] (3)通过凝液回收塔对高湿度原烟气中的大部分水蒸汽冷凝回收，降低了进入脱

硫塔烟气的体积流量，在脱硫塔烟气流速不变下，脱硫塔直径减少，降低了脱硫塔设备投

资；

[0025] (4)通过凝液回收塔对高湿度原烟气中的降温，使脱硫塔入口烟气温度降低至最

适温度区间，从而保证了脱硫塔的脱硫效率；

[0026] (5)通过凝液回收塔对高湿度原烟气中的预处理，降低了高湿度原烟气温度、湿

度、强酸性气体(SO3、HCl等)浓度及烟尘浓度变化对脱硫塔的影响，提高了装置的运行稳定

性；

[0027] (6)对于氨法脱硫工艺，此装置在凝液回收塔洗涤段中对烟气中的强酸性气体

(SO3、HCl等)进行了脱除，从源头消减脱硫过程气溶胶的产生。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脱除高温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低反应热脱硫工艺流程示

意图；

[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脱除中温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低反应热脱硫工艺流程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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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说明。

[0032] 用于某炼化企业硫回收焚烧后尾气氨法脱硫装置侧线处理装置，液氨作为脱硫

剂，副产物为硫酸铵，烟气处理量为1000Nm3/h(湿基)，原烟气中水蒸汽体积分数为28.5％、

温度为200℃、SO2含量为10000mg/Nm3，SO3含量为200mg/Nm3，烟气中无烟尘。

[0033] 流程参见图1，该图示为本实用新型脱除高湿度烟气中硫氧化物的工艺流程：

[0034] 原烟气进入凝液回收塔1洗涤段2，洗涤段2为两段洗涤，各洗涤段之间通过集液盘

实现气液分离，其中凝液回收塔1一段洗涤液与脱硫塔2除雾段洗涤液共用，同时脱除凝液

回收塔1烟气中的强酸性气体及脱除脱硫塔4烟气中的逃逸氨，一段洗涤液补水来自二段洗

涤液，一段洗涤液无需外源补充吸收剂，PH值稳定在2.8至3.2左右，循环量为2.5Nm3/h，洗

涤液中溶解性总固体含量≤30000mg/L，二段洗涤液补水来自凝液回收塔1冷凝段3冷凝水，

PH值稳定在2.5至2.8左右，循环量为3Nm3/h，洗涤液中溶解性总固体含量≤3000mg/L，洗涤

后烟气通过除雾器去除烟气中夹带的洗涤液雾滴进入凝液回收塔1冷凝段3；

[0035] 经过洗涤段2处理后的近饱和湿烟气进入凝液回收塔1冷凝段3与低温循环冷凝水

逆流接触，烟气温度降低至50℃，烟气冷凝水产量约170kg/h，其中约111kg/h冷凝水用于装

置补水，其余59kg/h冷凝水经过加热、吹脱及加碱液调PH值后作为企业工业用水回用；3)冷

凝后烟气进入脱硫塔4一级吸收段6及二级吸收段7脱除烟气中二氧化硫，脱硫吸收液通过

氧化浓缩后输送至副产物离心脱水设施生产商品硫酸盐固体21kg/h；4)脱除二氧化硫后的

烟气进入除雾段，通过温度为70℃左右的洗涤液循环喷淋脱除烟气夹带至除雾段的逃逸

氨、高浓度硫酸盐雾滴、气溶胶，并提高烟气温度至60℃左右，洗涤液循环量为2.5Nm3/h，洗

涤后的烟气经过除雾器除雾后通过换热器加热至65℃，实现烟气消白。

[0036] 装置投运后，脱硫塔出口烟气SO2浓度25mg/Nm3、粉尘浓度5mg/Nm3、氨逃逸浓度

3mg/Nm3，优于《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2015)相关要求；烟气排烟温度

为65℃，高于净烟气露点温度5℃左右，实现烟气消白；回收冷凝水水质经检测满足《城市污

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回用水标准，其中硫酸盐

浓度≤100mg/Nm3、氯离子浓度≤100mg/Nm3、氨氮浓度≤8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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