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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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091157.7

(22)申请日 2020.06.15

(73)专利权人 科睿多技术服务（湖南）有限公司

地址 410008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

道檀木岭社区自安村张家坪组330号

(72)发明人 李建辉　易丹　易双　

(51)Int.Cl.

F23G 5/027(2006.01)

F23G 5/02(2006.01)

F23G 5/033(2006.01)

F23G 5/04(2006.01)

F23G 5/46(2006.01)

F23G 7/00(2006.01)

F23G 5/10(2006.01)

F23J 15/04(2006.01)

F23J 15/02(2006.01)

B01D 53/78(2006.01)

B01D 53/50(2006.01)

B01D 53/56(2006.01)

B01D 53/52(2006.01)

B01D 53/62(2006.01)

B01D 50/0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

属于垃圾处理装置技术领域。本实用新型提供的

系统，包括垃圾热解部分、气体处理部分、飞灰处

理部分和能量重复利用部分；垃圾热解部分包括

气化炉；气体处理部分包括二次燃烧室、余热蒸

汽锅炉、余热热水锅炉、尿素吸收塔、脱酸塔、活

性炭吸附塔、布袋除尘器、引风机、湿式电除尘

器、气体汇集箱、烟囱；飞灰处理部分包括等离子

体喷射枪、高温燃烧室、气‑气换热器、静电除尘

器、粉尘收集器。通过各部分对生活垃圾处理后

的资源进行重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对所得

飞灰进行高温燃烧，避免二次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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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相互连通的垃圾热解部分、气体处理部

分、飞灰处理部分和能量重复利用部分；

所述垃圾热解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垃圾破碎机、垃圾磁选机、垃圾烘干设备和气化炉；

所述气体处理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二次燃烧室、余热蒸汽锅炉、余热热水锅炉、尿素吸

收塔、脱酸塔、活性炭吸附塔、布袋除尘器、引风机、湿式电除尘器、气体汇集箱、烟囱；

所述尿素吸收塔包括尿素吸收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尿素吸收塔本体内的第一

布气与排液装置、第一冷能交换装置、第一丝网捕获床装置、第一雾化喷液装置和第一气液

分离装置；所述尿素吸收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一进气口和第一排液口；所述尿素吸收塔本

体顶部设置有第一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一排气口；所述第一雾化喷液装置包括第一喷头、

第一进液管和尿素溶液箱；

所述飞灰处理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等离子体喷射枪、高温燃烧室、气‑气换热器、静电

除尘器、粉尘收集器；

所述湿式电除尘器的固废排出口与污泥烘干窑相连；所述二次燃烧室、布袋除尘器的

飞灰排出口和污泥烘干窑的排出口与高温燃烧室的进料口相连；

所述等离子体喷射枪与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和微波发生器相连；

所述高温燃烧室的玻璃体出口、气化炉的炉渣出口均与粉碎机相连；

所述能量重复利用部分包括余热蒸汽锅炉、与微藻培植车间供暖系统相连的余热热水

锅炉、与气化炉相连的气‑气换热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脱酸塔包括脱酸塔本

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脱酸塔本体内的第二布气与排液装置、第二冷能交换装置、第二丝

网捕获床装置、第二雾化喷液装置和第二气液分离装置；所述脱酸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二

进气口和第二排液口；所述脱酸塔本体顶部设置有第二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二排气口；所

述第二雾化喷液装置包括第二喷头、第二进液管和碱液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炭吸附塔包括活性

炭吸附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活性炭吸附塔本体内的布气装置、活性炭捕获床装置

和气固分离装置；所述活性炭吸附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三进气口；所述活性炭吸附塔本体

顶部设置有第三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三排气口。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气体汇集箱分别

与烟囱进气口、二氧化碳捕捉器进气口、微藻培植管进气口相连通；所述烟囱出气口直接与

大气相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氧化碳捕捉器的出气

口与罗茨风机相连，所述罗茨风机出气口与微藻培植管相连。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微藻培植管依次与微藻

分离机、微藻烘干机、微藻包装机相连通；所述微藻烘干机通过蒸汽冷凝器与余热蒸汽锅炉

连通，实现利用余热蒸汽锅炉的热量进行烘干；所述微藻分离机与污水处理装置、水软化与

净化器、微藻培植管形成闭合的水循环使用系统。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液口、第二排液

口和湿式电除尘器的排液口均与污水处理装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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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垃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世界各国城市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堆肥、焚烧和热解气化等。填埋容

易造成土壤、地下水和空气环境的二次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堆肥与填埋方式有近似之处，

同样会产生有毒气体和渗透液，也会造成二次污染；焚烧容易造成空气中硫化物、粉尘，甚

至致癌物质二噁英的出现，对于空气污染极其严重；热解气化是目前相对比较重要的处理

方式，热解气化后仍会产生大量气体和灰渣，需要人们采取新的处理方式来进行解决。

[0003] 针对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生活垃圾没有大力实行分类制度，各种垃圾进行混杂的情

况，有必要提供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理方法。

[0004] CN201610814339.4公开一种垃圾洁净处理工艺，以空气、水蒸气的混合气体作为

气化剂，以生活垃圾为原料，在高温条件下发生气化还原反应，产生以烷类气体和氢气为主

要可燃成分的节能环保设备，能够实现当前垃圾热解气化好富氧燃烧的有机结合，满足垃

圾热解气化焚烧的需求。

[0005] CN201710814793.4公开一种规模化的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生

活垃圾运至垃圾坑后，用抓斗将生活垃圾抓到热解气化炉的顶部，通过装料装置装入热解

气化炉中的热解气化罐，生活垃圾在罐内完成热解和气化，热解气化后的灰渣通过排料装

置装入灰罐后外运。热解气化罐所需要的热量是通过隔墙从热解气化炉中的燃烧室传入

的，燃烧室中的高温烟气通过余热利用和净化等装置后排入大气。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通过优化热解

气化后的尾气和飞灰处理系统，实现对生活垃圾热解气化处理效率的提高，控制二次污染

及尾气的排放，对处理过程的热量进行循环利用，降低运维和处理成本，实现将生活垃圾的

无害化和减量化处理。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方面，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包括相互连通的垃圾热解部

分、气体处理部分、飞灰处理部分和能量重复利用部分；

[0009] 所述垃圾热解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垃圾破碎机、垃圾磁选机、垃圾烘干设备和气

化炉；

[0010] 所述气体处理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二次燃烧室、余热蒸汽锅炉、余热热水锅炉、尿

素吸收塔、脱酸塔、活性炭吸附塔、布袋除尘器、引风机、湿式电除尘器、气体汇集箱、烟囱；

[0011] 所述尿素吸收塔包括尿素吸收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尿素吸收塔本体内的

第一布气与排液装置、第一冷能交换装置、第一丝网捕获床装置、第一雾化喷液装置和第一

气液分离装置；所述尿素吸收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一进气口和第一排液口；所述尿素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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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本体顶部设置有第一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一排气口；所述第一雾化喷液装置包括第一喷

头、第一进液管和尿素溶液箱；

[0012] 所述飞灰处理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等离子体喷射枪、高温燃烧室、气‑气换热器、

静电除尘器、粉尘收集器；

[0013] 所述湿式电除尘器的固废排出口与污泥烘干窑相连；所述二次燃烧室、布袋除尘

器的飞灰排出口和污泥烘干窑的排出口与高温燃烧室的进料口相连；

[0014] 所述等离子体喷射枪与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和微波发生器相连；

[0015] 所述高温燃烧室的玻璃体出口、气化炉的炉渣出口均与粉碎机相连；

[0016] 所述能量重复利用部分包括余热蒸汽锅炉、与微藻培植车间供暖系统相连的余热

热水锅炉、与气化炉相连的气‑气换热器。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脱酸塔包括脱酸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脱酸塔本体内的第

二布气与排液装置、第二冷能交换装置、第二丝网捕获床装置、第二雾化喷液装置和第二气

液分离装置；所述脱酸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二进气口和第二排液口；所述脱酸塔本体顶部

设置有第二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二排气口；所述第二雾化喷液装置包括第二喷头、第二进

液管和碱液箱。

[0018] 进一步地，所述活性炭吸附塔包括活性炭吸附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活性

炭吸附塔本体内的布气装置、活性炭捕获床装置和气固分离装置；所述活性炭吸附塔本体

底部设置有第三进气口；所述活性炭吸附塔本体顶部设置有第三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三排

气口。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气体汇集箱分别与烟囱进气口、二氧化碳捕捉器进气口、微藻培植

管（池）进气口相连通；所述烟囱出气口直接与大气相连。

[0020] 进一步地，所述二氧化碳捕捉器的出气口与罗茨风机相连，所述罗茨风机出气口

与微藻培植管（池）相连。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微藻培植管（池）依次与微藻分离机、微藻烘干机、微藻包装机相连

通；所述微藻烘干机通过蒸汽冷凝器与余热蒸汽锅炉连通，实现利用余热蒸汽锅炉的热量

进行烘干；所述微藻分离机与污水处理装置、水软化与净化器、微藻培植管（池）形成闭合的

水循环使用系统。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排液口、第二排液口和湿式电除尘器的排液口均与污水处理

装置连接。

[0023] 本申请提供一种利用上述系统实现处理生活垃圾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4] 步骤A)将生活垃圾经过预处理后进行热解气化产生可燃气体和炉渣；

[0025] 步骤B）将可燃气体进行二次燃烧产生飞灰和高温烟气；

[0026] 步骤C）将高温烟气经过换热、除氮氧化物、脱酸、吸附、除尘处理后进行排放；

[0027] 步骤D）将飞灰进行高温燃烧后与炉渣一起制成疏水建材。

[002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A）中预处理过程如下：

[0029] i）将生活垃圾破碎、磁选预处理回收可回收物质；

[0030] ii）将破碎后的生活垃圾进行烘干，使得含水率低于20%。

[003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A）中热解温度在500~900℃；所述热解气化经过缺氧热解和富

氧燃烧过程。具体热解气化过程请参考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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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B）中二次燃烧的温度为850~1100℃，所述高温烟气的温度为

800~1000℃。

[003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C）中换热过程如下：将高温烟气送入余热蒸汽锅炉进行第一

次换热处理，使得烟气在2‑5s内降低至400℃以下；高温烟气再送入余热热水锅炉进行第二

次换热处理，使得烟气在2‑5s内降低至200℃以下。

[0034]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除氮氧化物过程如下：将烟气流与尿素水溶液在尿素吸

收塔的第一丝网捕获床装置中逆向交流发生反应，实现脱除氮氧化物;烟气经冷却后进入

第一丝网捕获装置被丝网强制性改变烟气运行轨迹和运行状态，与被雾化成小液滴的尿素

水溶液反应，形成氮气、二氧化碳和水，脱除率达到75%以上。

[0035]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脱酸过程如下：经除氮氧化物后的烟气与碱液在脱酸塔

的第二丝网捕获床装置中逆向交流发生反应，实现脱除酸性气体。烟气经冷却后进入第二

丝网捕获床装置被丝网强制性改变烟气运行轨迹和运行状态，与被雾化成小液滴的碱液发

生酸碱中和反应，形成中性盐溶液，脱除率达到82%以上。

[0036]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吸附过程如下：经脱酸处理的烟气经活性炭捕获床装置

强行改变气流运行轨迹和运行状态，实现被活性炭吸附脱除臭气。

[0037]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除尘过程如下：经吸附处理的烟气进入先后布袋除尘器、

湿式电除尘器收集飞灰处理，使得烟气温度降至60℃以下，粉尘含量降至4mg/m3以下。

[0038] 进一步地，所述除氮氧化物、脱酸和湿式电除尘器过程产生的废液经污水处理后

进行回收利用。

[0039]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排放的处理方式有多种：方式一：经除尘处理的烟气直接

排放；方式二：将除尘处理的烟气排入二氧化碳捕捉器内，使用物理或化学方法将二氧化碳

捕捉后排放；方式三：将除尘处理的烟气直接排入微藻培植装置内，采用光生物方式再次进

行洁净处理，然后直接排放。进一步地，方式二所得二氧化碳可直接排入微藻培植装置内使

用。

[0040] 进一步地，步骤D）中所述飞灰来源有如下方式：来源一：步骤B）二次燃烧产生的飞

灰；来源二：除尘处理后所得飞灰；来源三：湿式电除尘器产生的污泥经过烘干后所得飞灰。

[0041] 进一步地，步骤D）所述高温燃烧采用等离子体喷射枪产生燃烧火焰。进一步地，所

述燃烧火焰的中心点温度达到1600℃以上。进一步地，所述等离子体喷射枪的能量和气体

来自于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和微波发生器。进一步地，所述飞灰进行高温燃烧后冷却得到

玻璃体，所述玻璃体经粉碎后制成疏水建材。

[0042] 进一步地，步骤D）所述高温燃烧过程产生的烟气与冷空气进行气‑气换热，所得冷

空气进入步骤A）循环使用；所得热空气经静电除尘收集飞灰后进入步骤C）的排放处理。

[0043] 进一步地，步骤C）换热后所得能量用于微藻培植；步骤D）换热所得能量用于热解

气化。

[0044] 有益效果

[0045]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46]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生活垃圾通过热解气化产生可燃气体

和炉渣，对可燃气体二次燃烧产生飞灰和高温烟气；高温烟气经过换热、除氮氧化物、脱酸、

吸附和除尘处理后可洁净排放，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在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的废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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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均可合理的得到回收利用和处理；所产生的的热能也能循环利用，降低运维成本。炉渣

和飞灰均可作为疏水建材，减少废弃物排放，降低二次污染。

[0047] 本实用新型对生活垃圾处理后的资源（二氧化碳、热量）进行重复利用，提高资源

利用率；对生活垃圾处理后所得飞灰进行高温燃烧，避免二次污染物的排放。

[0048] 本实用新型系统针对高温烟气的一系列处理后获得洁净烟气和交换所得热能，可

直接用于微藻培植，降低微藻培植的成本，提高垃圾处理过程的资源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49] 图1 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的流程结构示意图；

[0050] 图2  尿素吸收塔‑脱酸塔‑活性炭吸附塔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图中，尿素吸收塔1、第一布气与排液装置1A、第一冷能交换装置1B、第一丝网捕获

床装置1C、第一雾化喷液装置1D、第一气液分离装置1E、脱酸塔2、活性炭吸附塔3、布气装置

3A、活性炭捕获床装置3B、气固分离装置3C、尿素溶液箱4、垃圾磁选机5、垃圾烘干设备6、气

化炉7、二次燃烧室8、余热蒸汽锅炉9、余热热水锅炉10、布袋除尘器11、湿式电除尘器12、气

体汇集箱13、微藻培植管（池）14、二氧化碳捕捉器15、微藻分离机16、微藻烘干机17、微藻包

装机18、蒸汽冷凝器19、污水处理池20、污泥烘干窑21、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22、微波发生器

23、高温燃烧室24、气‑气换热器25、静电除尘器26、粉尘收集器27、粉碎机28、等离子体喷射

枪29、垃圾破碎机30、微藻培植车间供暖系统31、烟囱32、疏水建材33。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此理解为，

本实用新型所述主题范围仅限于以下实施例。

[0053] 下列实施例中未具体注明的工艺设备或装置均采用本领域内的常规设备或装置；

本实用新型未公开的相关设备和工艺方式均属于常规技术，所有试剂均可来自于商购。

[0054] 实施例1

[005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包括相互连通的垃圾热解部分、气体

处理部分、飞灰处理部分和能量重复利用部分；

[0056] 所述垃圾热解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垃圾破碎机30、垃圾磁选机5、垃圾烘干设备6

和气化炉7；垃圾热解部分的各设备一次实现将生活垃圾进行破碎、磁选回收可回收物质

后，对生活垃圾进行烘干处理，经烘干的垃圾经热解气化，获得炉渣和可燃气体；

[0057] 所述气体处理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二次燃烧室8、余热蒸汽锅炉9、余热热水锅炉

10、尿素吸收塔1、脱酸塔2、活性炭吸附塔3、布袋除尘器11、引风机、湿式电除尘器12、气体

汇集箱13、烟囱；可燃气体在气体处理部分进行二次燃烧，获得高温烟气和飞灰；高温烟气

经过两次热量回收后经尿素脱氮氧化物、脱酸、吸附后除尘，获得洁净的烟气；

[0058] 所述尿素吸收塔1包括尿素吸收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尿素吸收塔本体内

的第一布气与排液装置1A、第一冷能交换装置1B、第一丝网捕获床装置1C、第一雾化喷液装

置1D和第一气液分离装置1E；所述尿素吸收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一进气口和第一排液口；

所述尿素吸收塔本体顶部设置有第一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一排气口；所述第一雾化喷液装

置1D包括第一喷头、第一进液管和尿素溶液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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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所述脱酸塔2包括脱酸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脱酸塔本体内的第二布气与

排液装置、第二冷能交换装置、第二丝网捕获床装置、第二雾化喷液装置和第二气液分离装

置；所述脱酸塔本体底部设置有第二进气口和第二排液口；所述脱酸塔本体顶部设置有第

二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二排气口；所述第二雾化喷液装置包括第二喷头、第二进液管和碱

液箱；

[0060] 所述活性炭吸附塔3包括活性炭吸附塔本体、从下至上依次设置在活性炭吸附塔

本体内的布气装置3A、活性炭捕获床装置3B和气固分离装置3C；所述活性炭吸附塔本体底

部设置有第三进气口；所述活性炭吸附塔本体顶部设置有第三气体排出调压阀和第三排气

口；

[0061] 所述气体汇集箱13分别与烟囱进气口、二氧化碳捕捉器进气口、微藻培植管（池）

进气口相连通；所述烟囱出气口直接与大气相连；洁净的烟气在气体汇集箱汇集后有多种

处理方式，①直接排放，②将二氧化碳回收富集后用于微藻培植，③直接将洁净烟气用于微

藻培植；

[0062] 所述二氧化碳捕捉器15的出气口与罗茨风机相连，所述罗茨风机出气口与微藻培

植管（池）14相连；所述微藻培植管（池）14依次与微藻分离机16、微藻烘干机17、微藻包装机

18相连通；所述微藻烘干机17通过蒸汽冷凝器19与余热蒸汽锅炉9连通，实现利用余热蒸汽

锅炉9的热量进行烘干；所述微藻分离机16与污水处理装置、水软化与净化器、微藻培植管

（池）14形成闭合的水循环使用系统；

[0063] 所述飞灰处理部分包括依次连通的等离子体喷射枪29、高温燃烧室24、气‑气换热

器25、静电除尘器26、粉尘收集器27；所述飞灰和所得粉尘采用等离子体技术进行高温燃

烧，将其中未热解气化的颗粒进行处理，减少污染源的排放；

[0064] 所述湿式电除尘器的固废排出口与污泥烘干窑相连；所述二次燃烧室、布袋除尘

器的飞灰排出口和污泥烘干窑的排出口与高温燃烧室的进料口相连；

[0065] 所述等离子体喷射枪29与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22和微波发生器23相连；通过微波

发生器23和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的作用，使得等离子体喷射枪喷射高温火焰与高温燃烧室

内，实现等离子体技术燃烧；

[0066] 所述高温燃烧室24的玻璃体出口、气化炉7的炉渣出口均与粉碎机28相连；

[0067] 所述能量重复利用部分包括余热蒸汽锅炉9、与微藻培植车间供暖系统相连的余

热热水锅炉10、与气化炉7相连的气‑气换热器25。能量重复利用部分充分利用生活垃圾处

理过程的能量，避免资源的浪费。

[0068]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处理生活垃圾的系统对生活垃圾处理过程，包括如下步骤：

[0069] 步骤一：关于垃圾的热解气化：

[0070] 1）将生活垃圾破碎、磁选预处理回收可回收物质；

[0071] 2）将破碎后的生活垃圾进行烘干，使得含水率低于20%；

[0072] 3）将生活垃圾送入气化炉中经过缺氧热解和富氧燃烧过程进行热解气化，采用的

热解温度为500~900℃，垃圾中的有机物被裂解成一氧化碳（CO）、甲烷（CH4）、氢气（H2）等可

燃气体，剩余的残碳（主要成分是碳）在氧化层经过富氧燃烧，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CO2）和

热量，二氧化碳在还原层与碳反应生成一氧化碳（CO），释放的热量被有机物吸收并发生裂

解；热解气化后的炉渣从炉底排出，经粉碎后作为疏水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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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步骤二：关于可燃气体的处理：

[0074] 4）将从气化炉上部排出的可燃气体和水蒸气送入二次燃烧室进行二次燃烧，二次

燃烧的温度为850~1100℃，可燃气体在二燃室得到充分燃烧，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气体，同

时烟气中的二噁英气体在二燃室内被裂解成二氧化碳、水和氯化氢气体；

[0075] 5）将二次燃烧后产生的飞灰排出；二次燃烧后产生的800‑1000℃高温烟气（（烟气

中含有二氧化碳（CO2，体积比含量约6%）、氮气（N2）、氧气（O2含量约8%）、一氧化炭（CO，20mg/

m3以下）、二氧化硫（SO2，200mg/m3左右）、氮氧化物（NOx，220mg/m3左右）等气体，还含有极少

量有毒有害气体（H2S，HC1，二噁英等）。））送入余热蒸汽锅炉进行第一次换热处理，使得烟

气在2‑5s内降低至400℃以下；高温烟气再送入余热热水锅炉进行第二次换热处理，使得烟

气在2‑5s内降低至200℃以下；两次换热处理产生的能量外派利用；例如：将余热蒸汽锅炉

所得热源用于微藻烘干；余热热水锅炉所得热源用于微藻车间采暖、用于车间、办公楼及宿

舍楼采暖等；

[0076] 6）换热后的烟气与尿素反应去除其中的氮氧化物；烟气在尿素吸收塔1中，自尿素

吸收塔1底部的第一布气与排液装置1A入口向上流经第一冷能交换装置1B交换冷却、第一

丝网捕获床装置1C进行捕获、第一雾化喷液装置1D雾化喷淋、第一气液分离装置1E分离气

体，烟气流与雾化喷淋的水合物促进剂逆向交流在第一丝网捕获床装置1C中尿素与氮氧化

物NOx反应（脱除率达到75%以上），二氧化碳和粉尘也被捕捉部分；未被捕集的余量烟气成

分继续向上经尿素吸收塔内上部的第一气液分离装置1E分离后，液体沿第一吸收塔内壁向

下，气体经吸收塔顶部的第一气体排出调压阀连续排出，连续排出的气流进入下一步骤；

[0077] 7）去除氮氧化物的烟气进入脱酸塔，烟气在脱酸塔中，自脱酸塔2底部的第二布气

与排液装置入口向上流经第二丝床捕获床装置进行捕获、第二雾化喷液装置雾化喷洒、第

二气液分离装置分离气体，净化烟气流与雾化喷洒的碱液逆向交流在第二丝网捕获床装置

中碱液（氢氧化钙（Ca(OH)2）或小苏打粉（NaHCO3）等）与酸性气体（例如二氧化碳、SO2、H2S、

HC1等）反应，可脱除SO2、H2S、HC1、二噁英等有毒有害气体；未被捕集的余量烟气成分继续向

上经脱酸塔内上部的第二气液分离装置分离后，液体沿脱酸塔内壁向下，气体经脱酸塔顶

部的气体排出调压阀连续排出，连续排出的气流进入下一步骤；进入活性炭吸附塔3，烟气

自塔底部的布气装置3A布气后向上流经活性炭捕获床装置3B进行捕获，通过活性炭将其中

CO、二噁英等有毒有害吸附，未被捕集的余量烟气成分继续向上经调压阀连续排出，进入下

一步骤；

[0078] 8）经脱酸、吸附处理的烟气进入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中性盐粉末、活性炭粉末等

飞灰；

[0079] 9）初步除尘后的烟气经引风机作用进入湿式电除尘器内再次除尘，使得烟气温度

降至60℃以下，粉尘含量降至4  mg/m3以下，此时的烟气已经是洁净烟气；湿电除尘器是利

用冷却水喷淋将烟温降低并深度脱除粉尘，喷淋水以及尿素吸收塔、脱酸塔的废液经过污

水池处理并沉淀后，循环使用；

[0080] 10）洁净烟气视情况分多路处理：第一路直接连接烟囱排气出口，第二路进入二氧

化碳捕捉器内将其中二氧化碳捕捉后进行排放；第三路直接接入微藻培植管（池）内，微灌

菌体能吸收烟气中的绝大部分二氧化碳（CO2，吸收率达到95%以上）、二氧化硫（SO2，吸收率

达80%以上）及氮氧化物（NOx，吸收率达85%以上），剩下的氮气、氧气从养植管（池）中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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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烟囱排放；实现了燃烧后所得气体的洁净处理，减少空气污染；

[0081] 11）洁净的烟气第二路经二氧化碳捕捉器进行富集后，被捕捉的二氧化碳经罗茨

风机作用进入微藻培植管（池）内；待微藻培植完成后，将其导出到微藻分离机进行固液分

离，将固态物质传送至微藻烘干机进行烘干，便得到干燥的藻粉。用包装机将微藻粉进行包

装，便可销售。将微藻分离机分离出来的液态物质导入到污水处理装置进行处理，再送到水

软化与净水器，将软化与净化过的水再泵入到微藻培植管（池）中进行微藻培植，以实现水

的循环使用。在微藻培植过程中，会消耗部分水，可用自来水补充。微灌烘干机是利用余热

蒸气锅炉产生的蒸汽（1.2MP）进行烘干，将烘干装置排出的蒸汽利用蒸气冷凝器进行冷凝，

将冷凝后的热水输送至蒸气锅炉进行再加热。

[0082] 步骤三：关于飞灰的处理：

[0083] 12）将二次燃烧产生的飞灰、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飞灰、湿式电除尘器产生的污泥经

烘干所得飞灰（颗粒表面会粘有二噁英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混合后进行高温燃烧，高温燃

烧的中心点温度达到1600℃以上，燃烧火焰来自于等离子体喷射枪，等离子体喷射枪的能

量和气体来自于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和微波发生器，飞灰经过高温烧结后，粘在飞灰颗粒

表面上的二噁英被裂解成二氧化碳（CO2）、水（H2O）及氯化氢（HC1）等气体，飞灰中的重金属

被裹覆在飞灰的内核中，落入到燃烧室底部的飞灰经过冷却变成了玻璃体，将玻璃体进行

粉碎，粉碎料可制作成疏水建材；

[0084] 13）高温燃烧过程中的烟气与冷空气经气‑气换热后，部分热气体经鼓风进入垃圾

气化炉，气‑气换热后的飞灰经静电除尘收集后可作为疏水建材，除尘后的烟气进入步骤

10）处理；

[0085] 步骤四）热量的利用

[0086] 14）将余热蒸汽锅炉所得热源用于微藻烘干；余热热水锅炉所得热源用于微藻车

间采暖；气‑气换热所得热源用于气化炉热空气。

[0087]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为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而采用的示例性

实施方式，然而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此。对于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各种变型和改进，这些变型和改进也视为被包

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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