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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

置及方法，包括烟气换热器，烟气换热器内部设

有互相独立的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第一管道连

接进气管道和高温布袋除尘器；所述高温布袋除

尘器上端连接碱洗脱硫塔底部，下端连接烟尘颗

粒收集装置；所述碱洗脱硫塔顶部依次连接烟气

冷凝器和活性焦吸附箱，活性焦吸附箱通过烟气

换热器内部的第二管道连接催化氧化箱，催化氧

化箱连接SCR脱硝处理装置。本发明采用非燃烧

法处理活性焦再生废气，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

将烟尘颗粒物的排放降低了90%以上，二氧化硫

降低了95%以上，氮氧化物降低了80%以上，在视

觉上看不到白色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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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烟气换热器，烟气换热器内部设有互相

独立的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第一管道连接进气管道和高温布袋除尘器；所述高温布袋除

尘器上端连接碱洗脱硫塔底部，下端连接烟尘颗粒收集装置；所述碱洗脱硫塔顶部依次连

接烟气冷凝器和活性焦吸附箱，活性焦吸附箱通过烟气换热器内部的第二管道连接催化氧

化箱，催化氧化箱连接SCR脱硝处理装置。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冷凝器和活性

焦吸附箱之间设有引风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SCR脱硝处理装置

包括SCR反应器和尿素溶液储罐，SCR反应器前端通过管路连接催化氧化箱，管路上设有喷

嘴，喷嘴与尿素溶液储罐相连接。

4.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使用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处理装置，包

括以下步骤：

1）活性焦再生产生的废气由进气管道被送入到烟气换热器的第一通道中，在烟气换热

器的作用下，对废气进行降温；

2）降温后的废气进入到高温布袋除尘器里，去除废气中的烟尘颗粒物；

3）去除烟尘后的烟气进入到碱洗脱硫塔，烟气自下向上流动，与塔内自上往下的喷淋

水进行充分的气液接触，去除废气中的二氧化硫；

4）去除二氧化硫后的烟气进入烟气冷凝器，去除烟气中的水雾，然后进入到引风机中，

引风机为烟气提供动力；

5）从引风机出来的烟气进入到活性焦吸附箱，去除烟气中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

6）处理后的烟气再进入到烟气换热器的第二通道中，第二通道内的低温烟气与再生出

来的第一通道内的高温废气，进行无直接接触的热量交换；

7）低温烟气被加热后进入到催化氧化箱，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去除烟气中未充分燃尽

的可燃气体；

8）经过催化后的烟气再进入到SCR脱硝处理装置，在SCR反应器前端管路向烟气喷射尿

素溶液，去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最后烟气通过烟囱排放到大气中。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碱洗脱

硫塔内的喷淋水为氢氧化钠溶液，与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反应生成亚硫酸钠，去除烟气中的

二氧化硫。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7）中，烟气内

的可燃气体为一氧化碳和氢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一氧化碳和氧反应成为二氧化碳，氢气

和氧气反应生成水。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烟气进

入SCR反应器前，与喷嘴喷出的尿素溶液充分混合，进入SCR反应器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发

生还原反应，生成氮气和水，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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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及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用的活性焦再生废气的处理技术，是采用三级喷淋的方式，对再生废气进

行处理，用以去除废气中的烟尘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经过处理后的废气可以达

到排放标准。但由于采用了水喷淋的方法，高温烟气在处理的过程中，也将喷淋水进行了加

热，产生了大量的蒸汽，排出的烟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随之在排烟口产生大量的白雾，烟

气中含有的烟尘颗粒物在白色雾气的背景的衬托下，呈现出较明显的黑色烟雾，给工厂周

边居民带来一种感官上的错觉，常被误以为违规排放，给工厂的管理带来很大的不便。

[0003] 另外，由于烟气中含有的其他一些少量的一氧化碳，非甲烷总烃等物质，虽然在排

放上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但在厂区的一定范围内，还是偶尔会感觉到这种异味的存在。由

于活性焦的使用场合为市政类以及其他污水处理的深度提标工程，均为高标准排放工程，

而且工程也常常建设在大中型城市周边，因此，对配套的活性焦再生所产生的废气，自然也

有更高的期望。目前的处理技术虽然能满足国家标准的规定，但还不能满足人们在感官上

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及方法，采用非燃烧法来处理

活性焦再生废气，以更高的超低排放的控制要求排入大气。

[0005] 为此，本发明的第一个技术方案是：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烟气换热器，烟气换热器内部设有互相独立的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第一管道连接进气管

道和高温布袋除尘器；所述高温布袋除尘器上端连接碱洗脱硫塔底部，下端连接烟尘颗粒

收集装置；所述碱洗脱硫塔顶部依次连接烟气冷凝器和活性焦吸附箱，活性焦吸附箱通过

烟气换热器内部的第二管道连接催化氧化箱，催化氧化箱连接SCR脱硝处理装置。

[0006] 优选地，所述烟气冷凝器和活性焦吸附箱之间设有引风机。

[0007] 优选地，所述SCR脱硝处理装置包括SCR反应器和尿素溶液储罐，SCR反应器前端通

过管路连接催化氧化箱，管路上设有喷嘴，喷嘴与尿素溶液储罐相连接。

[0008] 本发明的第二个技术方案是：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方法，使用上述装置，包括以下

步骤：

[0009] 1)活性焦再生产生的废气由进气管道被送入到烟气换热器的第一通道中，在烟气

换热器的作用下，对废气进行降温；

[0010] 2)降温后的废气进入到高温布袋除尘器里，去除废气中的烟尘颗粒物；

[0011] 3)去除烟尘后的烟气进入到碱洗脱硫塔，烟气自下向上流动，与塔内自上往下的

喷淋水进行充分的气液接触，去除废气中的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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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4)去除二氧化硫后的烟气进入烟气冷凝器，去除烟气中的水雾，然后进入到引风

机中，引风机为烟气提供动力；

[0013] 5)从引风机出来的烟气进入到活性焦吸附箱，去除烟气中的有机物VOCs；

[0014] 6)处理后的烟气再进入到烟气换热器的第二通道中，第二通道内的低温烟气与再

生出来的第一通道内的高温废气，进行无直接接触的热量交换；

[0015] 7)低温烟气被加热后进入到催化氧化箱，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去除烟气中未充分

燃尽的可燃气体；

[0016] 8)经过催化后的烟气再进入到SCR脱硝处理装置，在SCR反应器前端管路向烟气喷

射尿素溶液，去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最后烟气通过烟囱排放到大气中。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碱洗脱硫塔内的喷淋水为氢氧化钠溶液，与烟气中的二氧

化硫反应生成亚硫酸钠，去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硫。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7)中，烟气内的可燃气体为一氧化碳和氢气，在催化剂的作用

下，一氧化碳和氧反应成为二氧化碳，氢气和氧气反应生成水。

[0019] 优选地，所述步骤8)中，烟气进入SCR反应器前，与喷嘴喷出的尿素溶液充分混合，

进入SCR反应器后，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发生还原反应，生成氮气和水，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

物。

[0020] 本发明采用非燃烧法处理活性焦再生废气，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将烟尘颗粒物

的排放降低了90％以上，二氧化硫降低了95％以上，氮氧化物降低了80％以上，在视觉上看

不到白色烟雾。一氧化碳，非甲烷总烃等其他物质均进行了更加有效的处理，在满足国家排

放标准的前提下，将活性焦再生产生的废气以更高的超低排放的控制要求排入大气，使工

厂周边的大气环境大大改善，基本上察觉不到废气排放带来的异味，从而减少了工厂在大

气排放上的管理负担。

附图说明

[0021] 以下结合附图和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来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0023] 图中标记为：烟气换热器1、高温布袋除尘器2、碱洗脱硫塔3、烟气冷凝器4、引风机

5、活性焦吸附箱6、催化氧化箱7、SCR脱硝处理装置8、烟囱9、进气管道10、烟尘颗粒收集装

置11、排污管12、尿素溶液储罐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见附图。本实施例所述的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装置，包括烟气换热器1、高温布

袋除尘器2、碱洗脱硫塔3、活性焦吸附箱6、催化氧化箱7和SCR脱硝处理装置8。烟气换热器1

内部设有互相独立的第一管道和第二管道，第一管道连接进气管道10和高温布袋除尘器2，

袋式除尘器是一种干式滤尘装置，下方设有灰斗，适用于捕集细小、干燥、非纤维性粉尘，灰

斗可以连接烟尘颗粒收集装置11。所述高温布袋除尘器2上端连接碱洗脱硫塔3底部，碱洗

脱硫塔3侧面上方设有喷淋管，侧面下方连接排污管12；碱洗脱硫塔3连接烟气冷凝器4，烟

气冷凝器4通过引风机5连接活性焦吸附箱6，引风机对烟气提供动力。活性焦吸附箱6通过

烟气换热器内部的第二管道连接催化氧化箱7，催化氧化箱7连接SCR脱硝处理装置8，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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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脱硝处理装置包括SCR反应器和尿素溶液储罐13，SCR反应器前端通过管路连接催化氧

化箱，管路上设有喷嘴，喷嘴与尿素溶液储罐相连接。SCR脱硝处理装置8的排气端连接烟囱

9。

[0025] 活性焦再生废气处理过程如下：

[0026] 1)活性焦再生产生的废气由进气管道10被送入到烟气换热器1中，在烟气换热器

的作用下，对废气进行降温，使烟气温度从400℃降至200度以下。

[0027] 2)经过换热后的烟气进入到高温布袋除尘器，袋式除尘器是一种干式滤尘装置，

当含尘气体进入袋式除尘器后，颗粒大、比重大的粉尘，由于重力的作用沉降下来，落入灰

斗，含有较细小粉尘的气体在通过滤料时，粉尘被阻留，使气体得到净化，从而去除废气中

的烟尘颗粒物。

[0028] 3)去除烟尘后的烟气进入到碱洗脱硫塔3，烟气自下向上流动，与塔内自上往下的

喷淋水进行充分的气液接触，用以去除废气中的二氧化硫；采用氢氧化钠溶液作为脱硫剂，

将配制好的氢氧化钠溶液直接打入脱硫塔，与烟气中的SO2反应生成亚硫酸钠，从而达到烟

气脱硫的目的。主要的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0029] 2NaOH+SO2＝Na2SO3+H2O

[0030] 这一步处理时，废气产生量少，二氧化硫含量低，从而需要的脱硫剂使用量少，每

天产生的脱硫废水量极少，其中废水中主要含有亚硫酸钠，且浓度低，经过简单的中和，沉

淀，澄清后，水质符合《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的纳管标准，排入排

水管道。

[0031] 4)去除二氧化硫后的烟气进入到烟气冷凝器4，用来去除烟气中的水雾，然后进入

到引风机5中，引风机是整个工艺流程中，烟气的动力提供装置。

[0032] 5)从引风机出来的烟气进入到活性焦吸附箱6，用以去除烟气中的VOCs等有机物；

活性焦吸附箱6主要用于低浓度的有机废气处理，含VOCs的废气进入活性焦吸附层，由于活

性焦表面上存在着未平衡和未饱和的分子引力或化学键力，因此当活性焦的表面与气体接

触时，就能吸引气体分子，使其浓聚并保持在活性焦表面。利用活性焦表面的吸附能力，使

废气与大表面的多孔性活性焦相接触，废气中的污染物被吸附在活性焦表面上，使其与气

体混合物分离，达到净化VOCs废气的目的。

[0033] 6)此时的烟气经过前阶段处理后，温度已经接近常温，然后再进入到烟气换热器1

中，经过前阶段处理过的低温烟气与再生出来的高温废气，进行无直接接触的热量交换，换

热后的烟气被加热到200度左右，然后进入到催化氧化箱7。

[0034] 7)低温烟气被加热后进入到催化氧化箱7，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用以去除烟气中未

充分燃尽的一氧化碳和氢气等可燃气气体。催化氧化箱7内装有以堇青石蜂窝陶瓷为载体，

采用独特的涂层材料，以高含量贵金属Pd、Pt为活性组分制得的催化载体，用于脱除各类可

燃气未充分燃烧而产生的一氧化碳，氢气。在催化剂的作用下，一氧化碳和氧反应成为二氧

化碳，氢气和氧气反应生成水。主要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0035] 2CO+O2＝2CO2

[0036] 2H2+O2＝2H2O

[0037] 8)经过催化后的烟气再进入到SCR脱硝处理装置8，在SCR脱硝处理装置8前端管道

开孔布设喷嘴，往烟道喷射还原剂，使还原剂与烟气充分混合，进入反应器后在催化剂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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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发生还原反应，生成氮气和水，从而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采用尿素溶液作为还原

剂，把尿素溶液喷入到烟道中，与原烟气充分混合后进入SCR反应器，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并

在有氧气的条件下，尿素溶液受热分解后的氨气选择性地与烟气中的NOX(主要是NO、NO2)发

生化学反应，生成无害的氮气(N2)和水(H2O)。主要反应化学方程式为：

[0038] 4NO+4NH3+O2→4N2+6H2O

[0039] 6NO2+8NH3→7N2+12H2O

[0040] NO+NO2+2NH3→2N2+3H2O

[0041] 经过以上处理工艺后，将活性焦上吸附的这些污染物，通过受热裂解气化，再通过

本方案中超低排放的工艺，彻底分解成了对环境无害的二氧化碳，氮气和水，为污染物的转

移，画上了一个句号。

[0042] 其中主要污染物：烟尘≤10mg/NM^3，二氧化硫≤35mg/NM^3，氮氧化物≤50mg/NM^

3，一氧化碳≤80mg/NM^3，非甲烷总烃≤50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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