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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技术问题：提供一种气化发电系统中的高温

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能够在高温区域实现较

高的脱盐/脱硫性能，并且不会导致焦油成分附

着于粉尘、煤焦而因装置的堵塞造成压力损失上

升。解决方案：在气化工序后且在旋风分离器处

理工序前，将从发电工序输出的气体在热回收后

用作添加剂运载气体，向气化气体供给具有脱

盐/脱硫功能的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在气

体温度区域为450～700℃的温度区域下使在CO2

吸收/改性工序中使用的CO2吸收剂进行CO2吸

收，当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将改性催化剂层升

温用的氧或空气的流向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

游切换，将该吸收剂填充层升温到800～950℃的

温度区域，而使CO2从该吸收剂中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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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气化发电系统包括：

对气化材料进行部分燃烧气化的气化工序、对从所述气化工序输出的气化气体进行粗

粉末捕集处理的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对从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输出的已经去除了粗

粉末的气化气体进行除尘处理的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对从所述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输出

的已经除尘的气化气体进行CO2吸收/改性处理的CO2吸收/改性工序、以及利用从所述CO2吸

收/改性工序输出的改性气体进行发电的发电工序，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气化工序后且在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前，将从所述发电工序中输出的气体

在热回收后用作添加剂运载气体，向气化气体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的旋风分离器上游

侧添加剂；以及

在气体温度区域为450～700℃的温度区域下使在所述CO2吸收/改性工序中使用的CO2

吸收剂进行CO2吸收，当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将改性催化剂层升温用的氧或空气的流向

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游切换，并将该吸收剂填充层升温到800～950℃的温度区域，而使

CO2从该吸收剂中脱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也具有CO2吸收/去除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特征在

于，

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的平均粒径是100～100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

特征在于，

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从煅烧白云石、消石灰、铝酸钠以及碳酸氢钠构成的组

中选择。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

特征在于，

在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后且在所述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前，将从所述发电工序输

出的气体在热回收后用作添加剂运载气体，向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供给添加剂，

所述添加剂是具有脱盐/脱硫功能，且与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既可以相同也可以

不同的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并从煅烧白云石、消石灰、铝酸钠以及碳酸氢钠构成的组

中选择。

6.根据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

特征在于，

在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中捕集包含所述添加剂的粗粉末，并将该捕集粗粉末与所

述气化材料一起向所述气化工序供给。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

特征在于，

在所述CO2吸收/改性工序中使用的CO2吸收剂从CaO、Ca(OH)2以及煅烧白云石构成的组

中选择。

8.根据权利要求1～7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

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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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改性气体热回收处理后通过NaOH水溶液进行CO2吸收处理，并回收/去除所产生

的Na2CO3。

9.一种气化发电系统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装置，所述气化发电系统包括：

对气化材料进行部分燃烧气化的气化炉、设置于所述气化炉的下游并对从该炉输出的

气化气体进行粗粉末捕集处理的旋风分离器、设置于所述旋风分离器的下游并对从该处输

出的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进行除尘处理的袋式过滤器、设置于所述袋式过滤器的

下游并对从该处输出的已经除尘的气化气体进行CO2吸收/改性处理的CO2吸收/改性炉、以

及设置于所述CO2吸收/改性炉的下游并利用从该炉输出的改性气体进行发电的发电设备，

其特征在于，

在从所述气化炉通往所述旋风分离器的流路上设置有用于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的

添加剂的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并在该供给线连接有来自所述发电设备的运载

气体线，在所述CO2吸收/改性炉的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游连接有氧或空气供给线，当CO2

吸收量达到饱和时，所述氧或空气供给线将改性炉升温用的氧或空气向CO2吸收剂填充层

切换。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气化发电系统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

在从所述旋风分离器通往所述袋式过滤器的流路上设置有用于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

能的添加剂的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并在该供给线连接有来自所述发电设备的

运载气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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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化发电系统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及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利用对废弃物进行气化/改性而获得的可燃性气体通过燃气轮

机、燃气发动机进行发电的系统中，以较高的去除率实现去除高温的气化气体中的酸成分

的方法以及用于实施该方法的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强烈要求应对全球变暖的措施，即使在利用废弃物进行的发电中，也正在

研究通过使垃圾焚烧发电(BTG发电)的蒸气温度变高来提高发电效率、以及利用对废弃物

进行了气化/改性而成的可燃性气体并通过燃气轮机、燃气机进行发电的系统。

[0003] 在这样的发电系统中，包含不可燃物、各种金属类尤其是金属铝的废弃物的气化

一般在700℃以下、通常在500～650℃左右下进行。在改性炉中，气化的气体的未燃烧的煤

焦、焦油成分通过水蒸气而改性成可燃性气体。关于改性反应，在无催化剂的情况下，在

1000～1200℃左右下进行，在使用催化剂的情况下，在800～1000℃左右下进行。

[0004] 例如，在专利文献1中记载有一种气化发电系统，其由气化炉、高温集尘设备、焦油

分解设备、纯化设备等构成。在该气化发电系统中，在气化炉中生成的800～900℃的气体被

具备陶瓷过滤器等的高温集尘设备除尘后，向具备焦油成分等的分解催化剂的焦油分解设

备输送。

[0005] 在对废弃物进行了气化而成的气体中，除了未燃烧的煤焦、焦油之外，还包含H2、

CH4、CO等可燃性气体、CO2、粉尘、包含于废弃物的卤素、来源于S的HCl、SO2、SO3气体等。

[0006] 在使用催化剂进行改性反应的情况下，使用镍类、贵金属类的改性催化剂，而由于

包含于气化的气体中的HCl、SO2、SO3气体等而使改性催化剂毒化。为了防止这样的改性催化

剂的毒化，而需要在改性炉的上游去除有毒的气体成分。但是，由于在专利文献1所记载的

高温集尘设备中仅进行除尘而不进行脱盐/脱硫，因此焦油成分等的分解催化剂的性能有

可能降低。

[0007] 以往，作为应用了干式法的垃圾焚烧系统等的脱盐/脱硫技术，而已知有如下技

术，即，向排气流中吹入消石灰(Ca(OH)2)、碳酸氢钠(NaHCO3)等粉末药剂，并用袋式过滤器

去除固体状的反应生成物。该技术应用于150～200℃的排气温度区域，温度越低去除效率

越好。另外，公开有一种应用这样的技术纯化热分解气体的技术(专利文献2)。在专利文献2

中公开的技术之一通过粉尘去除用的袋式过滤器、和脱盐用的第二袋式过滤器进行热分解

气体的纯化。已经去除粉尘的热分解气体在第二袋式过滤器的近前与消石灰、氧化钙

(CaO)、碳酸钙、碳酸氢钠、碳酸钠(Na2CO3)等碱剂混合，而使HCl在第二袋式过滤器中作为固

体的反应生成物被去除，并在接近热分解温度区域的300～600℃下应用。但是，在该温度区

域下，HCl与二氧化碳竞争，要获得较高的HCl去除率就需要较多的药剂。另外，由于在粉尘

去除用的袋式过滤器中不进行脱盐/脱硫，因此热分解气体的纯化有可能不充分。

[0008] 另外，公开有一种在对碳酸钠和氧化铝溶胶的混合物进行了干燥后，通过粉碎/烧

成而制造的铝酸钠(NaA1O2)类的卤化物吸收剂(专利文献3)。该卤化物吸收剂的粒径是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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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μm，在专利文献3中，使用固定床流通式反应装置在400℃下进行卤化物去除性能的评

价。但是，如果在不足500℃的温度区域将固定床流通式反应装置设置于废弃物的热分解气

体烟道而进行干式脱盐/脱硫，则由于焦油成分附着于粉尘、煤焦，且其固定附着于固定床

流通式反应装置内的卤化吸收剂，因堵塞而造成压力损失上升，从而无法稳定地运转。报道

有：例如在作为油成分(焦油成分)而使用了聚苯乙烯的过滤试验中，聚苯乙烯附着于过滤

器；附着于过滤器的聚苯乙烯如果在500℃以上的温度下进行加热处理则油成分被去除而

使压力损失恢复到原来(非专利文献1)。

[0009] 现有技术文献

[0010] 专利文献

[0011]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公开2006-037012号公报

[0012] 专利文献2：日本专利公开2002-130628号公报

[0013] 专利文献3：日本专利第3571219号公报

[0014] 非专利文献

[0015] 非专利文献1：小川彰一等，利用陶瓷过滤器的聚苯乙烯热分解气体的烃成分的捕

集/再生特性，粉末工学会杂志，Vo1.40No.11、p19-25、2003

发明内容

[0016] (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1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解决上述的现有技术的问题，而提供一种气化发电系统

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及其装置，其能够在高温区域实现较高的脱盐/脱硫性能，另

外，不会导致焦油成分附着于粉尘、煤焦而因装置的堵塞造成压力损失上升。

[0018] (二)技术方案

[0019] 本发明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完成的，其包含下述方式。

[0020] (1)一种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气化发电系统包括：对气化

材料进行部分燃烧气化的气化工序、对从所述气化工序输出的气化气体进行粗粉末捕集处

理的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对从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输出的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

气体进行除尘处理的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对从所述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输出的已经除尘

的气化气体进行CO2吸收/改性处理的CO2吸收/改性工序、以及利用从所述CO2吸收/改性工

序输出的改性气体进行发电的发电工序，其特征在于，

[0021] 在所述气化工序后且在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前，将从所述发电工序输出的气

体在热回收后用作添加剂运载气体，向气化气体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的旋风分离器上

游侧添加剂；以及

[0022] 在气体温度区域为450～700℃、优选为540～640℃的温度区域下使在所述CO2吸

收/改性工序中使用的CO2吸收剂进行CO2吸收，当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将改性催化剂层升

温用的氧或空气的流向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游切换，并将该吸收剂填充层升温到800～

950℃、优选为850～900℃的温度区域，而使CO2从该吸收剂中脱离。

[0023] (2)根据所述(1)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也具有CO2吸收/去除功能。

[0024] (3)根据所述(1)或(2)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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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的平均粒径是100～1000μm。

[0025] (4)根据所述(1)～(3)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从煅烧白云石、消石灰、铝酸钠以及碳酸氢

钠构成的组中选择。

[0026] (5)根据(1)～(4)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后且在所述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前，将从所述发

电工序输出的气体在热回收后用作添加剂运载气体，向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供给

添加剂，所述添加剂是具有脱盐/脱硫功能，且与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既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的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并从煅烧白云石、消石灰、铝酸钠以及碳酸氢钠构

成的组中选择。

[0027] (6)根据(1)～(5)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中捕集包含所述添加剂的粗粉末，并将该捕集粗

粉末与所述气化材料一起向所述气化工序供给。

[0028] (7)根据(1)～(6)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

其特征在于，在所述CO2吸收/改性工序中使用的CO2吸收剂从CaO、Ca(OH)2以及煅烧白云石

构成的组中选择。

[0029] (8)根据(1)～(7)中任一项所述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

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改性气体热回收处理后通过NaOH水溶液进行CO2吸收处理，并回收/去

除所产生的Na2CO3。

[0030] (9)一种气化发电系统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装置，所述气化发电系统包括：对

气化材料进行部分燃烧气化的气化炉、设置于所述气化炉的下游并对从该炉输出的气化气

体进行粗粉末捕集处理的旋风分离器、设置于所述旋风分离器的下游并对从该处输出的已

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进行除尘处理的袋式过滤器、设置于所述袋式过滤器的下游并

对从该处输出的已经除尘的气化气体进行CO2吸收/改性处理的CO2吸收/改性炉、以及设置

于所述CO2吸收/改性炉的下游并利用从该炉输出的改性气体进行发电的发电设备，其特征

在于，

[0031] 在从所述气化炉通往所述旋风分离器的流路上设置有用于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

能的添加剂的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并在该供给线连接有来自所述发电设备的

运载气体线，在所述CO2吸收/改性炉的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游连接有氧或空气供给线，

当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所述氧或空气供给线将改性炉升温用的氧或空气向CO2吸收剂填

充层切换。

[0032] (10)根据(9)所述的气化发电系统中的高温下酸成分的去除装置，其特征在于，在

从所述旋风分离器通往所述袋式过滤器的流路上设置有用于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的添

加剂的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并在该供给线连接有来自所述发电设备的运载气

体线。

[0033] 粒子的平均粒径是利用激光衍射式粒度分布测定装置测定的值。

[0034] 本说明书及权利要求书全文通篇中，将对气化材料进行部分燃烧气化而获得的气

体称为“气化气体”。

[0035] (三)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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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根据本发明，通过在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前向气化气体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

的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而且在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前，向气化气体供给具有脱盐/脱

硫功能的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从而能够对450～700℃这样的高温度区域的气化气体

实现较高的脱盐/脱硫性能，能够防止改性催化剂的催化剂毒化。

[0037] 另外，通过使用上述那样的添加剂从而能够防止焦油成分附着于粉尘、煤焦而因

装置的堵塞造成压力损失上升的问题。

[0038] 而且，使在CO2吸收/改性工序中使用的CO2吸收剂在450～700℃的气体温度区域进

行CO2吸收，当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将改性催化剂层升温用的氧或空气的流向CO2吸收剂

填充层的正上游切换，将该吸收剂填充层升温到800～900℃的温度区域，而使CO2从该吸收

剂脱离，从而能够有效且永久地去除气化气体中的CO2。

附图说明

[0039] 图1是表示本发明的实施例的气化发电系统的流程图。

[0040] 图2是表示脱盐/脱硫剂与脱盐/脱硫性能的关系的图表以及表。

[0041] 图3-1是表示各种脱盐/脱硫剂与脱盐/脱硫性能的关系的图表(温度：550℃)。

[0042] 图3-2是表示各种脱盐/脱硫剂与脱盐/脱硫性能的关系的图表(温度：600℃)。

[0043] 图3-3是表示各种脱盐/脱硫剂与脱盐/脱硫性能的关系的图表(温度：650℃)。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基于附图示出本发明的实施例。但是，其并不限定本发明。

[0045] 首先，按照图1对气化发电系统进行说明。

[0046] 气化发电系统包括：对气化材料进行部分燃烧气化的气化炉1、设置于气化炉1的

下游并对从该炉输出的气化气体进行除尘的袋式过滤器3、设置于袋式过滤器3的下游并对

已经除尘的气体进行改性处理的CO2吸收/改性炉4、以及设置于CO2吸收/改性炉4的下游并

利用从该炉输出的改性气体进行发电的发电设备5。

[0047] 在从气化炉1通往袋式过滤器3的流路上设置有旋风分离器2，在旋风分离器2的上

游侧流路连接有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6，所述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6

从添加剂容器8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并优选还具有脱CO2功能的添加剂。另外，在从旋

风分离器2通往袋式过滤器3的流路上设置有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7，所述旋风

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7从添加剂容器10供给具有脱盐/脱硫功能、并优选还具有脱

CO2功能的添加剂。

[0048] 在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6及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7的各起

始端部，从发电设备5起经由低温锅炉13、除湿器14、升压器15以及罐16而连接有运载气体

线9。

[0049] 在所述CO2吸收/改性炉4的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游连接有氧或空气供给线19，

所述氧或空气供给线19在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将改性炉升温用的氧或空气的流向CO2吸收

剂填充层切换。该线19通常向CO2吸收/改性炉4的催化剂填充层的正上游供给升温用的氧

或空气。

[0050] 接着，按照图1的流程图针对每个工序具体地说明本发明的气化发电方法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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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下酸成分的去除方法。

[0051] 气化工序

[0052] 将废弃物、RDF、木片等气化材料在气化炉1中进行部分燃烧气化。从炉底向气化炉

1供给氧及水蒸气。

[0053] 旋风分离器处理工序

[0054] 从气体炉1的炉顶输出的气化气体向旋风分离器2输送，气化气体中的粒子分成平

均粒径为100μm以上的粗粉末和平均粒径不足100μm的微粉末。进入旋风分离器2的气体的

温度是700℃以下，优选是550～650℃，从旋风分离器2输出的气体的温度是550～650℃。

[0055] 从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6向旋风分离器2的上游侧流路吹入具有脱盐/

脱硫功能的添加剂。该添加剂优选在脱盐/脱硫功能之外还具有CO2吸收/去除功能。其能够

在700℃以下转换成氯化物、硫酸盐，优选从煅烧白云石、消石灰、铝酸钠以及碳酸氢钠构成

的组中选择。所述添加剂的平均粒径优选是100～1000μm，更优选是300～600μm。从成本方

面考虑优选是煅烧白云石，从脱盐/脱硫率方面考虑优选是铝酸钠。在本实施例中，从添加

剂容器8通过线6向旋风分离器上游供给具有几百μm的平均粒径的煅烧白云石。

[0056] 通过向旋风分离器2的上游侧流路吹入具有脱盐/脱硫功能、优选还具有CO2吸收/

去除功能的添加剂，从而对气化气体进行脱盐/脱硫处理，优选能够进行脱碳酸处理，并且

能够进行附着于旋风分离器2内的粉尘、焦油的自净作用，能够抑制下游的袋式过滤器的压

力损失，并能够没有障碍地进行其运转。通过所述旋风分离器而在底部回收平均粒径为100

～1000μm的粗粉末添加剂的一部分或者全部、粉尘、焦油，并将该回收物与所述气化材料一

起向所述气化炉1供给。由此，能够补足下游的CO吸收/改性炉4中的焦油的改性。

[0057] 袋式过滤器处理工序

[0058] 接着，将从旋风分离器6输出的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向对该气体进行除

尘处理的袋式过滤器3输送。该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包含平均粒径不足100μm的粒

子。

[0059] 利用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7向从旋风分离器2通往袋式过滤器3的流路

吹入具有脱盐/脱硫功能的添加剂。该添加剂优选在脱盐/脱硫功能之外还具有CO2吸收/去

除功能。该添加剂能够在700℃以下转换成氯化物、硫酸盐，优选从煅烧白云石、消石灰、铝

酸钠以及碳酸氢钠构成的组中选择。所述添加剂的平均粒径优选是20μm以下，更优选是15μ

m以下。从成本方面考虑优选是煅烧白云石，从脱盐/脱硫率方面考虑优选是铝酸钠。旋风分

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与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既可以是相同种类，也可以是不同种类。在

本实施例中，从添加剂罐10通过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7向旋风分离器下游侧供

给具有20μm以下的平均粒径的煅烧白云石。

[0060] 通过向旋风分离器2的下游侧流路吹入具有脱盐/脱硫功能、并优选还具有CO2吸

收/去除功能的添加剂，从而对已经去除了粗粉末的气化气体进行脱盐/脱硫处理，优选能

够进行脱碳酸处理。尤其通过脱盐/脱硫处理，能够延长在下游的CO2吸收/改性炉4中通用

的Ni类改性催化剂的寿命。

[0061] 为了提高脱盐、脱硫的效果，该添加剂的平均粒径优选是20μm以下。也能够在旋风

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中并用公知的过滤辅助剂。

[0062] 粒子的平均粒径是利用激光衍射式粒度分布测定装置测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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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在本实施例中，为了防止包含焦油成分的粉尘向滤布附着，并使滤布表面的滤饼

层的剥离性良好，作为袋式过滤器3而使用预涂袋式过滤器。进入预涂袋式过滤器的气体的

温度是550～650℃，从该袋式过滤器输出的气体的温度由于散热等而下降至540～640℃左

右。当在预涂袋式过滤器中压力损失变大时，通过脉冲/喷气方式掸落滤布表面的滤饼层，

之后，在短时间内向滤布表面预涂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或者在该添加剂中并用了过

滤辅助剂的混合物。预涂时的压力损失目标设定为0.5～0.6kPa。滤布表面的滤饼层的掸落

优选在压力损失处于1.5～1.8kPa(153.0～183.5mmH2O)的范围时进行。

[0064] 关于预涂的量，约20分钟左右吹入气体中的HCl+SO2的3当量。基准是将预涂所需

要的时间与稳定运转时间的总和约3.5个小时作为一个循环。基于脉冲/喷气的掸落优选通

过袋的压力损失控制来进行。

[0065] CO2吸收/改性工序

[0066] 气化气体在袋式过滤器3除尘后向CO2吸收/改性炉4输送。在CO2吸收/改性炉4的上

部填充有CO2吸收剂，在下部填充有改性催化剂。作为CO2吸收剂而使用如下化合物，其在450

～700℃、优选为540～640℃的温度区域下基于CO2吸收而进行碳酸盐化，在800～950℃、优

选为850～900℃的温度区域下，引起脱碳酸即CO2脱离。作为CO2吸收剂的例子，可举出CaO、

Ca(OH)2、煅烧白云石(CaO/MgO)等，在本实施例中，作为CO2吸收剂而使用CaO。

[0067] 对通过氧或空气供给线19的流路切换而使CO2从CO2吸收剂脱离进行说明。

[0068] 1)在通常的CO2吸收运转时，气化气体的温度区域是450～700℃，优选是540～640

℃，CO2吸收剂的温度也保持于该温度区域。在作为CO2吸收剂而使用CaO的情况下，根据CaO+

CO2→CaCO3的反应而利用吸收剂吸收去除CO2。通过这样去除气化气体中的CO2，从而容易向

右侧进行下述的转移反应。

[0069] CO+H2O→CO2+H2

[0070] 在该状态下，通过氧或空气供给线19的正常流路向改性催化剂层的正上游供给升

温用氧或空气。

[0071] 2)在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将在正常运转时用于催化剂填充层的升温的氧或空

气通过氧或空气供给线19的流路切换而向CO2吸收剂填充层的正上游供给，并将该吸收剂

升温到800～950℃、优选为850～900℃的温度区域。在该温度区域下，CO2吸收剂的碳酸化

物进行热分解而CO2从该吸收剂中脱离。

[0072] 在CO2吸收/改性炉4中，注入氧或空气导致的升温是由于焦油成分、H2、CO、CH4的氧

化反应热而产生。

[0073] 当CO2吸收剂的CO2吸收量达到饱和时，设置于高温锅炉11的下游并指示气化气体

中的CO2浓度的下游侧CO2分析计18的值开始上升，因此如上述那样，向CO2吸收剂填充层的

正上游供给升温用氧或空气。当该吸收剂升温到800～950℃、优选为850～900℃的温度区

域时，CaCO3开始分解，所产生的CO2向下游侧流动。此时，气化气体中的CO2的浓度暂时地上

升，因此不会促进转移反应。当利用设置于CO2吸收/改性炉4的上游并指示气化气体中的CO2

浓度的上游侧CO2分析计17与所述下游侧CO2分析计18分别表示的CO2浓度接近时，使升温用

氧或空气的流向改性催化剂层的正上游返回，并将该催化剂填充层的温度下降到450～700

℃、优选为540～640℃的范围。

[0074] 之后重复上述1)和2)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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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通过利用CO2吸收剂填充层去除CO2，从而能够促进改性催化剂填充层中的下述转

移反应。

[0076] 当作为焦油的代表例而假定甲苯时，则在CO2吸收/改性炉4中发生的主要反应如

下。

[0077] i)C7H8+9O2→7CO2+4H2O··氧化反应

[0078] ii)C7H8+7H2O→7CO+11H2·改性反应

[0079] iii)CO+H2O→CO2+H2····转移反应

[0080] iv)除此之外，在氧过剩地存在的情况下，也会发生H2、CO、CH4等的氧化反应。

[0081] 冷却塔处理

[0082] 从CO2吸收/改性炉4的底部输出的850～900℃的高温气体被输送到高温锅炉11中

并在此进行了热回收处理，之后，在温度为170～180℃下输送到冷却塔12。NaOH水溶液在冷

却塔12内循环，由此吸收气化气体中的CO2，并回收/去除所产生的Na2CO3盐。因而，不排出温

室效应气体。

[0083] 发电工序

[0084] 从冷却塔12输出的温度为55～60℃的低温气体输送至具备燃气轮机、燃气发动机

的发电设备5，并在此用于发电。

[0085] 运载气体

[0086] 从发电设备5排出的温度为400℃的气体随后被低温锅炉13进行热回收处理后，一

部分在170～180℃下向大气排出，剩下部分通过运载气体线9经由除湿器14、升压器15以及

罐16而被输送至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供给线6及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供给线7的

各起始端部，并用作旋风分离器上游侧添加剂及旋风分离器下游侧添加剂的运载气体(气

体温度为50℃)。该气体中的氧浓度是1～2容量％左右，该运载气体向气化炉的出口气体的

注入比例是1/15～1/30，因此不会由于可燃气体的燃烧而导致低位发热量(LHV)降低。

[0087] 实验例

[0088] 接着示出本发明的实验例。

[0089] 在利用对废弃物进行气化/改性而获得的可燃性气体进行发电的图1所示的系统

中，改变各条件进行了实验。在表1中示出气化炉1的出口气体的组成的一例，在表2中示出

气化炉1及CO2吸收/改性炉4的温度以及相对于各出口气体的空气比，在图2中示出脱盐/脱

硫剂与脱盐/脱硫性能的关系，在表3中示出发电设备5的相对于出口气体的空气比，在表4

及图3中示出各处的脱盐/脱硫剂与脱盐/脱硫性能的关系，在表5中示出关于碳酸钙的生

成/分解 的热力学平衡计算的结果。

[0090] 根据表5，在CO2吸收塔中，入口CO2是8.1％，在600℃下通过平衡计算96.98％的CO2

被吸收去除(在650℃下为89.37％)。另外，当将吸收塔的温度升温到850℃时，分解到出口

CO2浓度为38.59％(在900℃下分解到79.48％)。

[009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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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表2]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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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表3]

[0096] GE出口气体vsGE空气比

[0097]

[0098] [表4]

[0099]

[0100]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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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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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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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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