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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

脱硫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待处理的

初始烟气除尘，降温进入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

扰动气体输入气液混合器与海水混合，得到的气

液混合物进入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气液混合物

和步骤（1）中的烟气分别进入中空纤维膜两侧，

并在中空纤维膜表面发生吸收作用；最后烟气和

海水分别排出。本发明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

气脱硫方法，利用扰动气体的作用，提升海水对

烟气中二氧化硫去除率；在热量利用上分别利用

初始烟气、脱硫后烟气、吸收后海水进行换热，充

分烟气本身热量，降低热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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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特征为包括以下步骤：

(1)烟气的预处理

待处理的初始烟气依次经过除尘器去除烟尘，经烟气换热器降低烟气温度至40℃-60

℃，再经海水换热器二次降温至20℃-40℃后进入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

(2)海水的预处理

吸收剂海水输送进入精度为0.1～10μm的过滤器，除去悬浮物后进入气液混合器；烟气

与海水体积流量比为1-50：1；

(3)烟气中二氧化硫的吸收

利用气体压缩机将扰动气体输入气液混合器与同时进入的海水混合，得到的气液混合

物进入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气液混合物和步骤(1)中的烟气分别进入中空纤维膜两侧，并

在中空纤维膜表面发生吸收作用；其中，体积流量比扰动气体：海水＝1：1-100；所述中空纤

维膜吸收装置中的膜材料为疏水性材料；

(4)烟气及海水的后处理

发生吸收作用后的烟气由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排出后进入烟气换热器与初始烟气换

热，升温至70℃-90℃后进行排放；发生吸收作用后海水由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排出，再经

曝气氧化后排放；

所述扰动气体为空气、氧气和氮气中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气液混合器为静态混合器、溶气器和气液两相泵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特征为所述的初始

烟气中的SO2体积浓度为0.2‰-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特征为所述的海水

的流量为1-500m3/h。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特征为所述的中空

纤维膜吸收装置由1支或多支中空纤维膜元件串联或并联构成；所述中空纤维膜元件为柱

式膜元件或帘式膜元件。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特征为所述的疏水

性材料具体为聚偏氟乙烯、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乙烯或聚砜中的一种或几种。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特征为所述中空纤

维膜元件中膜材料的孔径为0.05-1μm，孔隙率为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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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属于大气污染控制及治理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利用气泡强化膜

吸收过程从而利用海水脱除烟气中二氧化硫的工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伴随全球工业化进程所产生的能源需求使得化石燃料的燃烧也越来越多，而其产

生的二氧化硫及随之生成的酸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巨大。酸雨不仅能使水体、土壤酸

化，直接破坏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腐蚀破坏人类的建筑、雕塑等，而且可能对人体产生直接

影响，从而引起健康问题。所以，对工业源烟气进行脱硫处理，从源头减少排放，是解决日益

严重的二氧化硫污染的重要办法。目前常用的脱硫方法有三种：干法、湿法和半干法。与此

同时，海水体量巨大且呈弱碱性，是一种天然的烟气脱硫吸收剂，同时经无害化处理后的吸

收后海水排放简单，因此是沿海地区极具推广价值的烟气脱硫方案，且已实现工业化。目前

大部分烟气脱硫技术均使用塔设备来进行二氧化硫的吸收，普遍存在着设备庞大，运行灵

活性差，易产生雾沫夹带、液泛等问题。为解决塔设备普遍存在的上述问题，结合天然海水

的优势，新型脱硫技术——膜吸收烟气脱硫也已被提出并进行研究。

[0003] 发明专利CN101091873B《一种膜吸收法海水脱除烟气中二氧化硫的工艺方法》公

开了一种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工艺，其主要流程为烟气经除尘降温后，由气体压缩机调压

后进入中空纤维吸收器管程，同时海水及经简单预处理进入壳程，进而两相在膜内外流动，

并在膜孔中实现发生烟气吸收过程，所公开实施例中烟气脱硫率约95％。发明专利

CN102485320B《膜吸收法海水烟气脱硫装置及其工艺》公开了一种海水膜吸收法海水烟气

脱硫装置及其工艺，其装置由一级或多级膜吸收器组成，膜吸收器由多组帘式或柱式中空

纤维构成，为解决其清洗问题，装置集成有清洗装置实现在线清洗。上述两专利均公开了利

用膜吸收技术进行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主要是将膜吸收技术应用于海水脱硫过程，有待

进一步提升，同时膜吸收过程可能产生膜表面结垢，清洗过程为被动式的补偿措施，吸收过

程与后续曝气过程相互分离，过程集成性较差。目前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技术并未有工业

化应用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为针对当前技术中存在的传统吸收塔设备存在的液泛、漏液、雾沫

夹带等现象，提供一种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该方法在吸收剂的海水中同

时鼓入空气，在吸收侧形成气液两相流，增加吸收侧膜表面附近湍流程度，降低二氧化硫由

烟气侧向海水侧的传质阻力，提升吸收速率；同时改变膜清洗这一被动式措施，将清洗过程

与吸收过程相耦合，形成集成式的新型高效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可有效提升单位膜

面积处理烟气能力，同时降低膜的清洗频率，延长膜使用寿命，并实现过程的热量与流程的

集成。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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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一种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烟气的预处理

[0008] 待处理的初始烟气依次经过除尘器去除烟尘，经烟气换热器降低烟气温度至40

℃-60℃，再经海水换热器二次降温至20℃-40℃后进入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

[0009] (2)海水的预处理

[0010] 吸收剂海水输送进入精度为0.1～10μm的过滤器，除去悬浮物后进入气液混合器；

烟气与海水体积流量比为1-50：1；

[0011] (3)烟气中二氧化硫的吸收

[0012] 利用气体压缩机将扰动气体输入气液混合器与同时进入的海水混合，得到的气液

混合物进入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气液混合物和步骤(1)中的烟气分别进入中空纤维膜两

侧，并在中空纤维膜表面发生吸收作用；其中，体积流量比扰动气体：海水＝1：1-100；所述

中空纤维膜洗手装置中的膜材料为疏水性材料；

[0013] (4)烟气及海水的后处理

[0014] 发生吸收作用后的烟气由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排出后进入烟气换热器与初始烟

气换热，升温至70℃-90℃后进行排放；发生吸收作用后海水由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排出，

再经曝气氧化后排放。

[0015] 所述扰动气体为空气、氧气和氮气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6] 所述气液混合器为静态混合器、溶气器和气液两相泵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而成。

[0017] 所述的初始烟气中的SO2体积浓度优选为0.2‰-5‰。

[0018] 所述的海水的流量优选为1-500m3/h；

[0019] 所述的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由1支或多支中空纤维膜元件串联或并联构成；所述

中空纤维膜元件为柱式膜元件或帘式膜元件。

[0020] 所述的疏水性材料具体为聚偏氟乙烯、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乙烯或聚砜中的一

种或几种。

[0021] 所述中空纤维膜元件中膜材料的孔径为0.05-1μm，孔隙率为40-80％。

[0022] 本发明的实质性特点为：

[0023] 本发明的核心在于在作为吸收剂的海水中同时鼓入扰动气体，形成气-液两相流，

这一新型的方法可产生如下作用：

[0024] 1，在吸收侧形成气液两相流，增加吸收侧膜表面附近湍流程度，降低二氧化硫由

烟气侧向海水侧的传质阻力，提升吸收速率；

[0025] 2，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气体溶解于烟气中可形成亚硫酸、亚硫酸氢根、亚硫酸根等

离子，而当鼓入气体为空气或氧气时，可以利用含有的氧气可将上述离子氧化为硫酸根，此

过程可有效促进二氧化硫的吸收与溶解，进而提升反应。

[0026] 3，鼓入的空气与吸收侧海水形成气液两相流，可对膜表面产生振动冲刷作用，有

效的阻碍污染物的沉积，实现吸收过程与清洗作用的集成。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1)本发明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相较于吸收塔设备，由于气液两

相仅在微米级的膜孔中接触，单个接触面积小而总接触面积巨大因此可有效避免塔式海水

脱硫方法液泛、漏液、雾沫夹带等问题；同时所采用的膜及元件均为高分子材料对海水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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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体具有很好的耐腐蚀性能；

[0029] (2)本发明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相较于现有的膜吸收海水烟气

脱硫方法，由于鼓气相的加入，伴随产生物理扰动及化学反应，两方面协同耦合均可对二氧

化硫的吸收过程产生促进作用，进而提高海水对烟气中二氧化硫的吸收效率；与此同时鼓

入的空气可对膜表面产生擦洗、振动作用，因此可有效提高膜表面的抗污染性能，实现吸收

过程与清洗过程的耦合；

[0030] (3)本发明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在热量利用上分别利用初始烟

气、脱硫后烟气、吸收后海水进行换热，充分烟气本身热量，降低热量消耗。

附图说明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0033] 图2为采用帘式中空纤维膜元件的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3为采用柱式中空纤维膜元件的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本发明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方法的工艺流程是：待处理的烟气依次

经过除尘器除尘，烟气换热器降温和海水换热器二次降温后进入中空纤维膜装置的管程

(壳程)；一定流量海水经过滤器后进入气液混合器，与同时进入的一定流量的扰动气体混

合后形成气液混合流，共同进入中空纤维膜装置的壳程(管程)；在膜吸收装置中进行烟气

中二氧化硫气体的去除，排出的烟气在烟气换热器与原始烟气换热升温后进入烟气排放系

统；而吸收后海水进入曝气氧化系统进行水质恢复后排放。

[0036] 所述的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为公知器件。该装置由1支或多支中空纤维膜元件串

联或并联构成；所述为柱式膜元件或帘式膜元件，基本结构如图2，3所示。

[0037] 所述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中的膜元件的构成数目：处理烟气中二氧化硫质量流量

(g/h)÷单位膜面积二氧化硫吸收量(g/m2·h)÷单支膜元件面积(m2)，其中单位膜面积二

氧化硫吸收量为10-60g/m2·h，单支膜元件面积为所选用膜元件的面积。

[0038] 所述中空纤维膜元件中膜材料为疏水性材料。具体为聚偏氟乙烯、聚四氟乙烯、聚

丙烯、聚乙烯或聚砜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9] 所述中空纤维膜元件中膜孔径为0.05-1μm，孔隙率为40-80％。

[0040] 本发明所公开的一种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其具体实施方式如

下：

[0041] (1)烟气的预处理

[0042] 待处理的初始烟气依次经过除尘器去除烟尘，经烟气换热器降低烟气温度，经海

水换热器二次降温后进入由1支或多支中空纤维膜元件构成的中空纤维膜装置的管程(或

壳程)；中空纤维膜元件所使用膜孔径为0.05-1μm；

[0043] (2)海水的预处理

[0044] 吸收剂海水经泵以一定流量输送进入精度为0.1～10μm的过滤器，除去悬浮物后

进入气液混合器，烟气与海水体积流量比为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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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3)烟气中二氧化硫的吸收

[0046] 利用气体压缩机将扰动气体(空气、氧气、氮气及类似气体中的一种或若干种的混

合物)输入气液混合器与海水混合形成气液两相，扰动气体与海水体积流量比为1-100，共

同进入中空纤维膜装置的壳程(管程)。烟气中二氧化硫与海水在中空纤维膜的微孔界面发

生吸收反应，进行二氧化硫的脱除。在作为吸收液的海水侧，随之进入的扰动气体所形成的

微小气泡可对膜表面的海水形成湍流，进而促进二氧化硫吸收；同时气泡的流动可实现膜

表面的擦洗，防止垢类物质在膜表面的沉积；

[0047] (4)烟气及海水的后处理

[0048] 由膜吸收装置排出的烟气在烟气换热器与初始烟气换热升温后进入烟气排放系

统；由膜吸收装置排出的吸收后海水进入曝气氧化系统进行水质恢复后排放。

[0049] 膜材料为疏水性材料，具体为聚偏氟乙烯、聚四氟乙烯、聚丙烯、聚乙烯、聚砜等的

一种或几种。

[0050] 具体实施例如下。

[0051] 实施例1

[0052] 采用如附图所示采用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作为初始烟气，初始烟气中SO2体积浓度

为2.39‰，烟气温度约110℃，烟气流量1m3/h，经除尘后颗粒物浓度为20mg/Nm3，经烟气换热

器降温至60℃，随后经海水换热器温度降至40℃，而后进入1支柱式中空纤维元件的管程，

中空纤维膜元件参数如表所示1所示；海水温度30℃，控制海水流量0.24m3/h(烟气体积流

量：海水体积流量＝4.2：1)以0.2MPa压力通过精密过滤器，过滤精度5μm，干扰气体为空气，

鼓气量0.18m3/h(干扰气体体积流量：海水体积流量＝1:1.3)，经混合器混合后进入中空纤

维元件的壳程，经稳定运行之后烟气SO2质量浓度为0.06‰，脱硫率约为97.5％，脱硫后烟

气温度为38℃，进入烟气换热器与初始烟气换热后升温至88℃，送至排放系统排放；吸收后

海水中SO32--HSO3--H2SO3总浓度为35mg/L(以SO32-计)，温度约30℃，进入海水换热器温升约

31℃，后送至水质恢复系统进行曝气恢复。

[0053] 表1.单支中空纤维膜元件参数

[0054]

[0055]

[0056] (所述中空纤维膜吸收装置中的膜元件的构成数目是根据烟气中二氧化硫体积浓

度、烟气流量进行成比例增减的，可由如下公式近似计算获得：膜元件的构成数目＝二氧化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6582211 B

6



硫体积浓度×烟气体积流量÷22.4L/mol×64g/mol÷单位膜面积二氧化硫吸收量÷单支

膜元件膜面积。其中22.4L/mol为标准气体的摩尔体积，64g/mol为二氧化硫的摩尔质量，单

位膜面积二氧化硫吸收量为10-60mg/m2·h，单支膜元件膜面积为标准化商品膜产品的面

积。后面实施例同。

[0057] 根据以上计算，本实施例中，单位膜面积二氧化硫吸收量为11g/m2·h。

[0058] 实施例2

[0059] 采用如图所示采用燃煤电厂排放烟气作为初始烟气，初始烟气中SO2质量浓度为

2.39‰，烟气温度约130℃，烟气流量10m3/h，经除尘后颗粒物浓度为20mg/Nm3，经烟气换热

器降温至70℃，随后经海水换热器温度降至35℃，而后进入并联的2支柱式中空纤维元件的

管程，中空纤维膜元件参数如表所示2所示；海水温度20℃，控制海水流量3m3/h(烟气体积

流量：海水体积流量＝3.3:1)，以0.2MPa压力通过精密过滤器，过滤精度5μm，干扰气体为氮

气，鼓气量3.6m3/h(干扰气体体积流量：海水体积流量＝1.2:1)，经混合器混合后进入中空

纤维元件的壳程，经稳定运行之后烟气SO2质量浓度为0.07‰，脱硫率约为97％，脱硫后烟

气温度为30℃，进入烟气换热器与初始烟气换热后升温至90℃，送至排放系统排放；吸收后

海水中SO32--HSO3--H2SO3总浓度为34mg/L(以SO32-计)，温度约21℃，进入海水换热器温升约

22℃，后送至水质恢复系统进行曝气恢复。

[0060] 表2.单支中空纤维膜元件参数

[0061]

[0062] 本实施例中，单位膜面积二氧化硫吸收量为11g/m2·h。

[0063] 实施例3

[0064] 采用如图所示采用燃煤锅炉排放烟气作为初始烟气，初始烟气中SO2质量浓度为

2.65‰，烟气温度约120℃，烟气流量4m3/h，经除尘后颗粒物浓度为30mg/Nm3经烟气换热器

降温至60℃，随后经海水换热器温度降至30℃，而后进入1支柱式中空纤维元件的管程，中

空纤维膜元件参数如表所示3所示；海水温度20℃，控制海水流量0.48m3/h(烟气体积流量：

海水体积流量＝8.3:1)，以0.2MPa压力通过精密过滤器，过滤精度2μm，干扰气体为空气，鼓

气量0.4m3/h(干扰气体体积流量：海水体积流量＝0.8:1)，经混合器混合后进入中空纤维

元件的壳程，经稳定运行之后烟气SO2质量浓度为0.01％，脱硫率约为96.4％，脱硫后烟气

温度为25℃，进入烟气换热器与初始烟气换热后升温至85℃，送至排放系统排放；吸收后海

水中SO32--HSO3--H2SO3总浓度为76mg/L(以SO32-计)，温度约21℃，进入海水换热器温升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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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送至水质恢复系统进行曝气恢复。

[0065] 表3.单支中空纤维膜元件参数

[0066]

[0067] 本实施例中，单位膜面积二氧化硫吸收量为14.6g/m2·h。

[0068] 由上述实施例可见，本发明所公开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由

于烟气中二氧化硫与海水之间的吸收反应发生在中空纤维膜的微孔界面，因此可有效避免

塔设备的液泛、雾沫夹带等问题；同时在作为吸收液的海水侧，随之进入的扰动气体所形成

的微小气泡可对膜表面的海水形成湍流，进而促进二氧化硫吸收；同时气泡的流动可实现

膜表面的擦洗，防止垢类物质在膜表面的沉积。综合上述优势，本发明所公开的气泡强化式

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对烟气中二氧化硫的脱除率大于96％，大于普通塔式烟气脱

硫系统及专利公开的普通膜吸收烟气脱硫系统；同时系统整体均为高分子材质，对海水具

有较好的耐腐蚀性；由此可见，本发明所公开的气泡强化式膜吸收海水烟气脱硫的方法，能

够较大程度提升二氧化硫脱除效率，同时克服塔设备海水腐蚀问题，具有良好效果。

[0069] 本发明未尽事宜为公知技术。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06582211 B

8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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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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