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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Disclosed are a method and a device for providing heat and carbon dioxide to vegetables and/or algae using power
station flue gas. The method comprises the steps of: introducing the flue gas into a first- stage heat exchange station (5) t o carry out a
first heat exchange with air and provide hot air to a vegetable greenhouse (6) and/or an algae cultivation room (9); introducing a part
of the flue gas which has experienced cooling in the first-stage heat exchange station into a second-stage heat exchange station (12)
to carry out a second heat exchange with air and cool the flue gas temperature to an extent suitable for extracting carbon dioxide; ex -
tracting carbon dioxide fiOm the flue gas and supply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vegetable greenhouse and/or the microalgae car
bon-absorbing pool of the algae cultivation room. The device mainly consists of a flue gas delivery pipe (4) connected to a flue gas
induced draught fan (3), the first stage heat exchange station (5), a flue gas returning pipe (1) connected to a chimney, the second
stage heat exchange station (12), a CO 2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 device (14) and a CO2 gas storage tank (16), etc. I t reduces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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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利用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方法和设备。该方法包括：将烟气弓I到一级热交换

站 （5) ，与空气进行第一次热交换，为蔬菜大棚 （6) 和/或藻类养殖房 （9) 提供热空气；将一部分经过一级热交

换站降温的烟气引到二级热交换站 （12) ，与空气进行第二次热交换，使烟温降到适合二氧化碳提取的程度；提取

烟气中的二氧化碳；根据需要将二氧化碳补充到蔬菜人棚和/或藻类养殖房的微藻吸碳池中。该设备主要 与烟气

引风机 （3 ) 相连的烟气送风管道 （4) 、一级热交换站 （5) 、与烟囱相连的烟气回风管道 （1) 、二级热交换站 （12) 、

C0 2变压吸附装置 （14 ) 和 C0 2储气罐 （16 ) 等组成。其通过对烟气的综合利用减少了其直排造成的能量浪费和环

境污染，同时解决了冬季蔬菜和/或藻类产量不足的难题。



利用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方法及设备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 电厂特别是生物质 电厂燃烧所排放烟气的回收利用技术，具体地指一种

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方法及设备。

背景技术

目前，在全球煤炭和石油资源 日益紧缺的状况下，各 国都加大了对生物能源产业的

投资，采用生物质燃烧发 电的电厂也越来越多。生物质燃烧所排放烟气中包含大量的水

蒸汽和 12〜20% 的二氧化碳 ，还含有少量 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以及烟尘 。

同时，所排放烟气 的温度大约为 110〜 140 C ，其 中携带有大量的热量 。计算表 明，一台

30MW 的 生物 质 锅 炉 发 电机 组 正 常 运 行 时 ，每 小 时烟 气 排 放 所 携 带 的 能量 约 为

6628500kcal ，相 当于 7710kw 的热量，这些热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因烟气直排而 白白浪

费掉了。不仅如此，烟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持续直排到大气中，导致全球气候趋暖，温

室效应 日益加重。

另一方面，我国大陆性气候特征十分明显，特别是冬季时间长、气候寒冷、降水稀

少。数据表明，我国冬季 比世界上同纬度地区的温度偏低 8〜 10 C，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冬

季气候约为 3〜4 个月，在华北地区冬季气候约为 4〜5 个月，而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冬季气

候可达半年 以上。为了保证冬季蔬菜的供应，蔬菜大棚在这些地区非常普遍 。然而，这

些蔬菜大棚的供暖系统普遍 以煤作为燃料，燃烧形式粗放，热能利用效率不高，不仅能

量浪费十分严重，而且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经常发生农 民煤气中毒的事件 。同时，由

于供暖不足，冬季蔬菜生长的较为缓慢，导致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研究发现，我国蔬菜大棚主要分布在人 口稠密、农林业发达的地区，而生物质 电厂

主要是 以燃烧农林废弃物发 电，因此两者的分布区域基本上是一致的。为了解决冬季蔬

菜生产和供暖的问题，人们 曾试 图将生物质 电厂排放的烟气直接引入蔬菜大棚中，利用

其所含有的余热和二氧化碳促进蔬菜等生物质的生长，但烟气中所含有的少量一氧化碳

等有害成份一直被科研人员认为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 。

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 目的就是要提供一种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 /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方法及设备 ， 旨在通过对 电厂燃煤或生物质锅炉烟气 的综合利用减少其直排造成 的能

量 浪 费和环 境污 染 ，为蔬菜和/或藻类 生长所 需要 的温 度环境提供热量 ， 同时为蔬菜和/

或藻类 生长提供最佳浓度 的二氧化碳环境 ，从而加快蔬菜和 /或藻类 的生长速度 ，缩短其

成长周期 ，提 高单位面积 的产量 ，降低 生产成本 ，提 高企业或农 民收入 ，解决冬季蔬菜

生产供不应求 的难题 。

为实现上述 目的，本发 明所设计利用 电厂烟气 为蔬菜和 /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

1) 将 电厂排放 的烟气通 过烟气送风 管道 引到一级热交换站 ，与来 自蔬菜大棚和 /或

藻类养殖房 暖气供给系统 的空气进行第一次 间接热交换 ，为蔬菜大棚和 /或藻类养殖房提

供热 空气 ；

2 )将 一部分经过一级热交换站放热 降温后 的烟气通过烟气 回风管道 引到二级热交换

站 ，与来 自室外 的空气进行第二次 间接热交换 ， 以使烟气 的温度进一步 降低 到适合二氧

化碳 吸附处理 的程度 ；

3 ) 将 经 过二级热 交换站放热 降温 后 的烟气输送 到 C0 2变压 吸附装 置 中，提取其 中

的二氧化碳 ，并将所得二氧化碳抽 吸到 C0 2储气罐 中储存 ；

4 ) 在 蔬菜和 /或藻类 的生长周期 内，根据 需要将 C0 2储气罐 中的二氧化碳补充到蔬

菜大棚和 /或藻类养殖房 的微藻吸碳池 中。

进一步地 ，上述步骤 2 ) 中，将 吸收 了烟气热量 的室外 空气 引到三级热交换站 ，与

来 自微藻吸碳池温水供给系统 的循环水进行热交换 ，为微藻吸碳池提供温水 。这样 ，可

以充分利用烟气 的余热 ，为藻类 生长提供最适合 的温水条件 。

具体地 ，上述步骤 1) 中，电厂排放 的烟气温度 为 110~140 C ，经过一级热交换站放

热 降温后 的烟气温度控制在 80〜90 C ，输送 到蔬菜大棚和 /或养 藻池 暖房 的热 空气温度控

制在 40~50 C 。

具体地 ，上述步骤 2 ) 中，经过二级热交换站放热 降温后 的烟气温度控制在 50〜60 C ，

吸收 了烟气热量 的室外 空气温度控制在 40~50 C ，微 藻吸碳池 的水温控制在 25~35 C 。

更进一步地 ，上述步骤 4 ) 中，每天在 阳光充足 时段给蔬菜大棚补充二氧化碳一次 ，

并且控制蔬菜大棚 内二氧化碳 的浓度在 600~1200ppm ，蔬菜大棚封 闭 1.5~2.0h 后 ，打 开

通风 口适 当通风 除湿 。这样 ，可 以促使蔬菜在其适合浓度 的二氧化碳气肥条件下快速 生



长，大幅提高单位面积 的蔬菜产量 。

本发明所设计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设备，主要 由与

烟气引风机相连 的烟气送风管道 、一级热交换站 、与烟 肉相连的烟气 回风管道 、二级热

交换站 、C0 2变压吸附装置和 C0 2储气罐等装置组合而成 。

所述一级热交换站采用列管热管换热器 ，列管热管换热器的烟气进 口管道通过第一

加压风机与烟气送风管道相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的烟气 出口管道与烟气 回风管道相

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的空气进 口管道通过第二加压风机与蔬菜大棚和/或藻类养殖房

中暖气供给系统的回风管相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的空气 出口管道与蔬菜大棚和/或藻

类养殖房 中暖气供给系统的出风管相连 。

所述二级热交换站采用热管热交换器 ，热管热交换器 的冷空气输入端通过循环泵与

室外空气相通 ，热管热交换器 的烟气输入端通过压缩机与烟气回风管道相连 ，热管热交

换器 的烟气输 出端与变压吸附装置的输入端相连 ，C0 2变压吸附装置 的输 出端通过真空

泵与 C0 2储气罐相连 ，C0 2储气罐通过 C0 2输送管及其上的控制 阀与蔬菜大棚和/或藻类

养殖房 的微藻吸碳池相连 。

进一步地 ，它还包括三级热交换站 ，所述三级热交换站采用气液 间接换热器 ，气液

间接换热器 的空气进 口通过送风管与热管热交换器 的热空气输出端相连 ，气液 间接换热

器 的空气 出口通过排风管与大气相连 ；气液 间接换热器 的温水输 出端通过循环水泵与微

藻吸碳池 的进水端相连 ，气液 间接换热器 的温水 回流端通过 电磁 阀与微藻吸碳池 的出水

端相连 。

本发明通过烟气与空气 的间接热交换提取烟气 中的热量 ，通过成熟的 C0 2变压吸附

装置提取烟气 中的二氧化碳 ，并将所获得 的热量和二氧化碳气肥应用于蔬菜和/或藻类 的

生产 ，其优点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采用 间接传热方式为蔬菜大棚和/或藻类养殖房供暖，既充分利用 了烟气 中的

废热 、降低 了供暖系统的运行成本 ，又有效减少 了燃煤供暖的消耗 、达到了节能减排 的

目的，特别适合近距离分布于各农业生产区的生物质 电厂 。

其二 ，烟气 中的二氧化碳经过提取后才供给蔬菜大棚和 /或藻类养殖房 的微藻吸碳

池 ，既有效避免 了烟气 中少量有毒有害成份对蔬菜和/或藻类的污染，又可大幅促进蔬菜

和/或藻类 的生长，解决 了冬季蔬菜短缺 的难题 。



其三 ，烟气 中的废热和二氧化碳被蔬菜等生物质吸收后 ，可有效降低烟气直排造成

的能量浪费和环境污染，减轻温室效应 。同时，生物质成才后又是 电厂的燃料 ，如此可

变废为宝，形成 良性的绿色循环 。

附图说明

图 1 是本发 明利用 电厂烟气 为蔬菜和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设备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 是 图 1 中一级热交换站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3 是 图 1 中三级热交换站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4 是 图 1 中二氧化碳提取部分的结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

如 图 1〜4 所示，本发明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设备，主

要 由如下几部分构成 ：一 、烟气引风机 3 和与其连接 的烟气送风管道 4，用于抽吸输送

生物质 电厂锅炉所排放 的烟气 ；二、与烟 囱 2 相连 的烟气 回风管道 1，用于排放经过热

交换处理后 的多余烟气 ；三 、一级热交换站 5、二级热交换站 12 和三级热交换站 8，用

于实现烟气与清洁空气和水 的间接热交换，为蔬菜大棚 6 和藻类养殖房 9 提供暖气和温

水 ；四、C0 2变压吸附装置 14 和 C0 2 储气罐 16，C0 2 变压吸附装置 14 为现有技术，采

用硅胶或活性炭作为吸附剂 ，通过压差将烟气 中的 C0 2 气体提取 出来 ，用于 向蔬菜大棚

6 和藻类养殖房 9 的微藻吸碳池 10 中补充二氧化碳 。

上述一级热交换站 5 采用多个并列设置的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的烟气进 口管道 5.3 通过第一加压风机 5.2 与烟气送风管道 4 相连，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的烟气 出口管道 5.4 与烟气 回风管道 1 相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的空气进 口管

道 5.6 通过第二加压风机 5.5 与蔬菜大棚 6或藻类养殖房 9 中暖气供给系统的回风管相连 ，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的空气 出口管道 5.7 与蔬菜大棚 6 或藻类养殖房 9 中暖气供给系

统的出风管相连 。这样 ，蔬菜大棚 6 和藻类养殖房 9 的室 内空气通过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吸收烟气 的热量 ，给蔬菜或藻类供暖。

上述二级热交换站 12 采用一个热管热交换器 12。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冷空气输入端

通过循环泵 13 与室外空气相通 。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烟气输入端通过压缩机 11 与烟气 回



风管道 1 上的一个分流支路相连，用于取出一部分经过一级热交换站 5 降温的烟气，并

将其冷却到适合二氧化碳吸附处理的温度 。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烟气输出端与 C0 2变压

吸附装置 14 的输入端相连，C0 2变压吸附装置 14 的输出端通过真空泵 15 与 C0 2储气罐

16 相连，C0 2储气罐 16 通过 C0 2输送管 7 及其上的控制阀 19 与蔬菜大棚 6 和藻类养殖

房 9 的微藻吸碳池 10 相连，给蔬菜或藻类补充二氧化碳气肥。在蔬菜大棚 6 内还设置有

C0 2气体浓度测定仪 6.1，用于 自动调节控制伐 19 的开启或关闭。

上述三级热交换站 8 采用常规的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的空气进

口通过送风管 17 与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热空气输出端相连，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的空气

出口通过排风管 18 与大气相连。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的温水输出端通过循环水泵 8.2 与

微藻吸碳池 10 的进水端相连，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的温水回流端通过电磁阀 8.3 与微藻

吸碳池 10 的出水端相连，从而形成温水循环回路，为微藻吸碳池 10 中的藻类提供恒久

的温水。同时，在微藻吸碳池 10 内设置有用于电磁阀 8.3 自动开启或关闭的温度传感器

8.4 和水位传感器 8.5 。

本发明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设备的工作流程如下：

1) 来 自电厂排放的温度为 110〜140 C 的烟气，在烟气引风机 3 的抽吸下通过烟气送

风管道 4 进入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与来 自蔬菜大棚 6 和藻类养殖房 9 暖气供给系统

的空气进行第一次间接热交换，空气被加热到 40〜50 C ，直接输送到蔬菜大棚 6 和养藻

池暖房 9 中，为蔬菜和藻类提供暖气。通过对暖气供给量的调节，可控制蔬菜大棚 6 内

白天温度在 20~28 C ，晚上温度在 14~18 C ，从而满足蔬菜快速生长的需要。

2 ) 经过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换热后的烟气温度约在 80〜90 C ，其中一部分烟气通过

烟气回风管道 1 从烟囱 2 排出，另一部分烟气则在压缩机 11 的作用下通过烟气回风管道

1 上的一个分流支路进入热管热交换器 12，与来 自循环泵 13 的室外空气进行第二次间接

热交换，将室外空气加热到 40~50 C 。

3 ) 经过热管热交换器 12 进一步降温的烟气温度约在 50〜60 C ，将其输送到 C0 2变

压吸附装置 14 中，采用硅胶或活性炭作为吸附剂，通过间歇变压的方式将烟气中的二氧

化碳气体提取出来，然后通过真空泵 15 输送到 C0 2储气罐 16 中储存。

4 )经过热管热交换器 12 加热升温的室外空气通过送风管 17进入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中，与来 自微藻吸碳池 10 温水供给系统的循环水进行热交换，将微藻吸碳池 10 的水温



维持在 25〜35 C，以利于藻类的快速生长。温度传感器 8.4 和水位传感器 8.5 用于监测微

藻吸碳池 10 内的水温和水位，当水温达到 35 C、水位达到池内设定高度时，微藻吸碳

池 10 循环水路上的电磁阀 8.3 关闭，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停止工作；当水温下降到 25 C

时，电磁阀 8.3 开启，气液间接换热器 8.1 重新开始工作。

5 ) 在蔬菜和藻类的生长周期内，可根据需要将 C0 2储气罐中的二氧化碳气肥补充

到蔬菜大棚 6 和藻类养殖房 9 的微藻吸碳池 10 中。具体针对蔬菜大棚 6 操作时，每天在

阳光充足时段给蔬菜大棚 6 补充二氧化碳气肥一次。设置在蔬菜大棚 6 内的 C0 2气体浓

度测定仪 6.1 用于实时监测二氧化碳的浓度，并通过控制伐 19 的自动开启或关闭对其进

行调节，使其浓度控制在 800~1000ppm 的范围内。蔬菜大棚封闭 1.5~2.0h 后，打开通风

口适当通风除湿。通过对黄瓜、芹菜等时令蔬菜的小批量栽培试验得知：在冬季利用生

物质电厂烟气为其提供暖气和补充二氧化碳，可使黄瓜、芹菜的单位产量分别提高 26.6%

和 39.3% 。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利用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

1) 将电厂排放的烟气通过烟气送风管道引到一级热交换站，与来 自蔬菜大棚和/或

藻类养殖房暖气供给系统的空气进行第一次间接热交换，为蔬菜大棚和/或藻类养殖房提

供热空气；

2 )将一部分经过一级热交换站放热降温后的烟气通过烟气回风管道引到二级热交换

站，与来 自室外的空气进行第二次间接热交换，以使烟气的温度进一步降低到适合二氧

化碳吸附处理的程度；

3) 将经过二级热交换站放热降温后的烟气输送到 C0 2变压吸附装置中，提取其中

的二氧化碳，并将所得二氧化碳抽吸到 C0 2储气罐中储存；

4) 在蔬菜和/或藻类的生长周期内，根据需要将 C0 2储气罐中的二氧化碳补充到蔬

菜大棚和/或藻类养殖房的微藻吸碳池中。

2 .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利用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 2 ) 中，将吸收了烟气热量的室外空气引到三级热交换站，与来

自微藻吸碳池温水供给系统的循环水进行热交换，为微藻吸碳池提供温水。

3 .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 1) 中，电厂排放的烟气温度为 110~140 C ，经过一级热交

换站放热降温后的烟气温度控制在 80~90 C ，输送到蔬菜大棚和/或养藻池暖房的热空气

温度控制在 40~50 C 。

4 . 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利用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上述步骤 2 ) 中，经过二级热交换站放热降温后的烟气温度控制在 50~60 C ，

吸收了烟气热量的室外空气温度控制在 40~50 C ，微藻吸碳池的水温控制在 25~35 C 。

5 .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 2 所述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的



方法 ，其特 征在于 ：上述步骤 4 ) 中，每天在 阳光充足 时段给蔬菜大棚补 充二氧化碳一

次 ，控制蔬菜大棚 内二氧化碳 的浓度在 600~1200ppm ，蔬菜大棚封 闭 1.5~2.0h 后 ，打开

通风 口适 当通风 除湿 。

6 . 一种权利要求 1 所述利用 电厂烟气 为蔬菜和 /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设备 ，

包括与烟气 引风机 （3) 相连 的烟气送风管道 （4)、一级热交换站 （5)、与烟 囱 （2) 相

连 的烟气 回风管道 （1) 、二级热交换站 （12) 、C0 2变压 吸附装置 （14) 和 C0 2储气罐 （16) ，

其特征在于 -

所述一级热交换站 （5) 采用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 ，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 的烟气

进 口管道 （5.3) 通过第一加压风机 （5.2) 与烟气送风管道 （4) 相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

热器 （5.1 ) 的烟气 出 口管道 （5.4) 与烟气 回风管道 （1) 相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

的空气进 口管道 （5.6) 通过第二加压风机 （5.5) 与蔬菜大棚 （6) 和 /或藻类养殖房 （9)

中暖气供给系统 的回风管相连 ，烟气列管热管换热器 （5.1 ) 的空气 出 口管道 （5.7) 与蔬

菜大棚 （6) 和 /或藻类养殖房 （9) 中暖气供给系统 的出风管相连 ；

所述二级热交换站 （12) 采用热管热交换器 （12) ，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冷 空气输

入端通过循环泵 （13) 与室外 空气相通 ，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烟气输入端通过压缩机

( 11 ) 与烟气 回风管道 （1) 相 连 ，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烟气输 出端 与 C0 2变压 吸附

装置 （14) 的输入端相连 ，C0 2变压 吸附装 置 （14) 的输 出端通过真 空泵 （15) 与 C0 2

储气罐 （16) 相连 ，C0 2储气罐 （16) 通 过 C0 2输送管 （7) 及其上 的控制 阀 （19) 与蔬

菜大棚 （6) 和 /或藻类养殖房 （9) 的微藻吸碳池 （10) 相连 。

7 . 根据权利要求 6 所述利用 电厂烟气 为蔬菜和 /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设备 ，

其特征在于 ：它还包括三级热交换站 （8)，所述三级热交换站 （8) 采用气液 间接换热器

(8.1 ) ，气液 间接换热器 （8.1 ) 的空气进 口通过送风管 （17) 与热管热交换器 （12) 的

热 空气输 出端相连 ，气液 间接换热器 （8.1 ) 的空气 出 口通过排风管 （18) 与大气相连 ；

气液 间接换热器 （8.1 ) 的温水输 出端通过循环水泵 （8.2) 与微藻吸碳池 （10) 的进水端

相连 ，气液 间接换热器 （8.1 ) 的温水 回流端通过 电磁 阀 （8.3) 与微藻吸碳池 （10) 的出

水端相连 。



8 . 根据权利要求 Ί 所述利用 电厂烟气为蔬菜和/或藻类提供热量和二氧化碳 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微藻吸碳池 （10) 内设置有温度传感器 （8.4) 和水位传感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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