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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

系统及其净化烟气的方法，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一级旋风除尘器(1)，二级旋风除尘器(2)，袋式

除尘器(3)，引风机(4)，吸附剂储罐(5)，空气压

缩机(6)，吸附剂注入装置(7)，一级文丘里喷射

管(8)；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从布袋除尘器入

口喷入新鲜吸附剂，然后将布袋除尘器灰斗排出

的吸附剂通过文丘里管喷入到第二级旋风除尘

器的入口，随后将从二级旋风除尘器下部灰斗排

除后的吸附剂通过文丘里管注入第一级旋风除

尘器的入口，最后吸附剂经过多级吸附反应后随

着第一级除尘器的飞灰一并排出。与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显著提高了吸附剂的利用效率，提升

了后续袋式除尘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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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

级旋风除尘器(1)，二级旋风除尘器(2)，袋式除尘器(3)，引风机(4)，吸附剂储罐(5)，空气

压缩机(6)，吸附剂注入装置(7)，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所述的一

级旋风除尘器(1)依次连接二级旋风除尘器(2)，袋式除尘器(3)和引风机(4)，所述的吸附

剂储罐(5)通过吸附剂注入装置(7)连接至袋式除尘器(3)的入口前烟道，所述的空气压缩

机(6)分别连接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和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所述的一级文丘里喷射管

(8)设置在袋式除尘器(3)底部，所述的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设置在二级旋风除尘器(2)底

部；

所述的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一端连接空气压缩机(6)，另一端连接在二级旋风除尘器

(2)的入口前烟道，中间连通袋式除尘器(3)底部出灰口；

所述的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一端连接空气压缩机(6)，另一端连接在一级旋风除尘器

(1)的入口前烟道，中间连通二级旋风除尘器(2)底部出灰口。

2.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第一步，将烟气从工业炉窑中引出，并依次经过一级旋风除尘器(1)、二级旋风除尘器

(2)、袋式除尘器(3)，最后经过引风机(4)通入后续深度烟气净化装置；

第二步，从吸附剂储罐(5)中将新鲜的污染物吸附剂通过一级吸附剂注入装置(7)喷入

袋式除尘器(3)的入口前烟道中，并在袋式除尘器及滤袋表面堆积后对烟气中的污染物进

行捕集；

第三步，通过清灰将袋式除尘器滤袋表面的粉尘及颗粒物一并清除，并通过灰斗排出

后，利用空气压缩机(6)提供的压缩空气将其从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直接吹入二级旋风除

尘器(2)的入口前烟道，对烟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再次吸附；

第四步，利用空气压缩机(6)提供的压缩空气将从二级旋风除尘器(2)出灰口排放出来

的吸附剂连同粉尘一并通过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注入到一级旋风除尘器(1)的入口前烟

道，对烟气中的污染物进行第三次吸附；

第五步，经过三次吸附作用的吸附剂与烟气中的粉尘一并在一级旋风除尘器(1)出灰

口被排放出来，完成多级干式捕集过程。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烟气在一级旋风除尘器(1)入口处的流速为10‑15m/s。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烟气在一级旋风除尘器(1)入口处的温度已经降低至吸附剂适宜的活性温度

窗口范围。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烟气在袋式除尘器滤袋上的过滤速度为1m/min。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喷入袋式除尘器(3)入口前烟道的吸附剂粒径在100‑300m范围内，喷入袋式除尘器入

口的吸附剂浓度在100‑1000mg/m3。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从袋式除尘器(3)清除下来的吸附剂通过压缩空气经过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注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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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旋风除尘器(2)入口管道中。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从二级旋风除尘器(2)清除下来的吸附剂通过压缩空气经过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注

入到一级旋风除尘器(1)入口管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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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及其净化烟气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领域的烟气污染物干式捕集技术。该装置利用吸附剂在袋式

除尘器和两级旋风除尘器中的多次吸附，实现了对烟气中污染物的高效捕集。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烟气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因此改善空气质量的关键措施是控制工业

烟气中污染物的排放。为此，现有的工业生产线都配套有除尘器、脱硫塔等专门烟气净化设

备以去除烟气中的污染物。

[0003] 吸附法是烟气污染物控制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商用的燃煤烟气汞排放技术就

是活性炭喷射技术。为了有效去除烟气污染物的同时，避免吸附剂逃逸造成的烟气颗粒物

排放超标，一般都在除尘设备前将吸附剂喷入到烟道中，然后借助于除尘设备将吸附剂与

烟尘一并去除。吸附剂在除尘器内的停留时间一般在十分钟以内。经过这段时间后，吸附剂

便会与粉尘一并被清除出除尘器。吸附剂对污染物的吸附速度一般不够快，无法在如此短

的停留时间内达到吸附饱和，由此会造成吸附剂在利用率非常低的情况下便被随粉尘一并

被清除抛弃，显然提高了吸附法去除污染物的运行成本。

[0004] 现有的吸附剂研究主要都在提高其吸附速率、吸附容量和吸附选择性等方面进行

考虑，如果不能提高其吸附作用时间，则仍然会造成吸附材料的浪费和运行成本的升高，不

利于吸附法去除烟气污染物的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多级吸附烟气

污染物捕集系统及其净化烟气的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

统，其特征在于，该系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一级旋风除尘器，二级旋风除尘器，袋式除

尘器，引风机，吸附剂储罐，空气压缩机，吸附剂注入装置，一级文丘里喷射管；二级文丘里

喷射管，所述的一级旋风除尘器依次连接二级旋风除尘器，，袋式除尘器和引风机，所述的

吸附剂储罐通过吸附剂注入装置连接至袋式除尘器的入口前烟道，所述的空气压缩机分别

连接一级文丘里喷射管和二级文丘里喷射管，所述的一级文丘里喷射管设置在袋式除尘器

底部，所述的二级文丘里喷射管设置在二级旋风除尘器底部。

[0007] 所述的一级文丘里喷射管一端连接空气压缩机，另一端连接在二级旋风除尘器的

入口前烟道，中间连通袋式除尘器底部出灰口。

[0008] 所述的二级文丘里喷射管一端连接空气压缩机，另一端连接在一级旋风除尘器的

入口前烟道，中间连通二级旋风除尘器底部出灰口。

[0009] 采用上述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净化烟气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第一步，将烟气从工业炉窑中引出，并依次经过一级旋风除尘器、二级旋风除尘

器、袋式除尘器，最后经过引风机通入后续深度烟气净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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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第二步，从吸附剂储罐中将新鲜的污染物吸附剂通过一级吸附剂注入装置喷入袋

式除尘器的入口前烟道中，并在袋式除尘器及滤袋表面堆积后对烟气中的污染物进行捕

集；

[0012] 第三步，通过清灰将袋式除尘器滤袋表面的粉尘及颗粒物一并清除，并通过灰斗

排出后，利用空气压缩机提供的压缩空气将其从一级文丘里喷射管直接吹入二级旋风除尘

器的入口前烟道，对烟气中的污染物进行再次吸附；

[0013] 第四步，利用空气压缩机提供的压缩空气将从二级旋风除尘器出灰口排放出来的

吸附剂连同粉尘一并通过二级文丘里喷射管注入到一级旋风除尘器的入口前烟道，对烟气

中的污染物进行第三次吸附；

[0014] 第五步，经过三次吸附作用的吸附剂与烟气中的粉尘一并在一级旋风除尘器出灰

口被排放出来，完成多级干式捕集过程。

[0015] 所述的烟气在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处的流速为10‑15m/s。

[0016] 所述的烟气在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处的温度已经降低至吸附剂适宜的活性温度

窗口范围，例如吸附剂采用活性炭，烟气进入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处的温度为200℃。

[0017] 所述的烟气在袋式除尘器滤袋上的过滤速度为1m/min。

[0018] 喷入袋式除尘器入口前烟道的吸附剂粒径在100‑300m范围内，喷入袋式除尘器入

口的吸附剂浓度在100‑1000mg/m3。

[0019] 从袋式除尘器清除下来的吸附剂通过压缩空气经过一级文丘里喷射管注入到二

级旋风除尘器入口管道中。

[0020] 从二级旋风除尘器清除下来的吸附剂通过压缩空气经过二级文丘里喷射管注入

到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管道中。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本发明可以使吸附剂分别在袋式除尘器和旋风除尘器中多次与烟气接触，实现

了烟气污染物的多级吸附，同时显著延长了吸附剂在除尘系统内的停留时间，既提高了对

污染物的去除效率，又提高了吸附剂的利用率；

[0023] 2、本发明通过前置多级旋风除尘器的方法，对烟气进行预除尘处理，减轻了后续

袋式除尘器的复合，提高了其效率及使用寿命；

[0024] 3、本发明适用于燃煤、工业锅炉、金属冶炼、水泥生产、石油化工、垃圾焚烧等多种

工业烟气的污染物干式捕集处理需求。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系统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在以本发明技术方案前

提下进行实施，给出了详细的实施方式和具体操作过程，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下述

的实施例。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所示，一种多级吸附烟气污染物捕集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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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旋风除尘器1，二级旋风除尘器2，袋式除尘器3，引风机4，吸附剂储罐5，空气压缩机6，

吸附剂注入装置7，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所述的一级旋风除尘器1依次

连接二级旋风除尘器2，，袋式除尘器3和引风机4，所述的吸附剂储罐5通过吸附剂注入装置

7连接至袋式除尘器3的入口前烟道，所述的空气压缩机6分别连接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和二

级文丘里喷射管9，所述的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设置在袋式除尘器3底部，所述的二级文丘里

喷射管9设置在二级旋风除尘器2底部。所述的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一端连接空气压缩机6，

另一端连接在二级旋风除尘器2的入口前烟道，中间连通袋式除尘器3底部出灰口。所述的

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一端连接空气压缩机6，另一端连接在一级旋风除尘器1的入口前烟道，

中间连通二级旋风除尘器2底部出灰口。

[0029] 本发明利用实验室的中试烟气净化装置进行实验研究。由旋转炉窑燃烧燃煤提供

燃煤烟气，其烟气量为300Nm3/h。在旋转炉窑出口连接一根直径为100mm的不锈钢管引出烟

气，烟气经过空气冷却后温度降低至200℃；然后依次进入一级旋风除尘器1和二级旋风除

尘器2，一级旋风除尘器1入口烟气流速为12m/s；二级旋风除尘器2后连接一个袋式除尘器

3；烟气在袋式除尘器3的布袋的过滤速度为1m/min。袋式除尘器3出灰管经过一级文丘里喷

射管8与二级旋风除尘器2入口相连，二级旋风除尘器2出灰管经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与一级

旋风除尘器1入口相连，一级文丘里喷射管8和二级文丘里喷射管9分别与空气压缩机6相

连，由空气压缩机6提供压缩空气注入文丘里管，从而将出灰管中的颗粒物带入后续除尘器

中。在两个旋风除尘器和袋式除尘器的入口都分别设置了一个吸附剂注入口，可以在不同

位置向烟气中喷入吸附剂。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实例利用实施例1所安装的装置进行实验，烟气中的汞含量为30μg/m3，以常规

活性炭作为吸附剂对烟气汞进行捕集。在一级旋风除尘器中喷入粒径为200μm的活性炭粉

末，吸附剂的喷入量为100mg/m3，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度约18μg/m3，烟气汞去

除效率约40％；在第二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喷入同样粒径的活性炭粉末，吸附剂的喷入量同

样为100mg/m3，从二级旋风除尘器灰斗排出的粉末经文丘里管带入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

最后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度约13μg/m3，烟气汞去除效率约56.7％；在布袋除

尘器入口喷入100mg/m3粒径同样为200μm的活性炭粉末，该活性炭分别经过袋式除尘器和

一、二级旋风除尘器三次吸附过程，最终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度约6μg/m3，烟

气汞去除效率约80.0％。

[0032] 实施例3

[0033] 本实例利用实施例1所安装的装置进行实验，烟气中的汞含量为30μg/m3，以改性

活性炭作为吸附剂对烟气汞进行捕集。在一级旋风除尘器中喷入粒径为200μm的改性活性

炭粉末，吸附剂的喷入量为100mg/m3，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度约11μg/m3，烟气

汞去除效率约63.3％；在第二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喷入同样粒径的改性活性炭粉末，吸附剂

的喷入量同样为100mg/m3，从二级旋风除尘器灰斗排出的粉末经文丘里管带入一级旋风除

尘器入口，最后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度约7μg/m3，烟气汞去除效率约76.7％；

在布袋除尘器入口喷入100mg/m3粒径同样为200μm的改性活性炭粉末，该活性炭分别经过

袋式除尘器和一、二级旋风除尘器三次吸附过程，最终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

度约1μg/m3，烟气汞去除效率约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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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实施例4

[0035] 本实例利用实施例1所安装的装置进行实验，烟气中的汞含量为30μg/m3，以改性

活性炭作为吸附剂对烟气汞进行捕集。烟气在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处的流速为10m/s，在一

级旋风除尘器中喷入粒径为100μm的改性活性炭粉末，吸附剂的喷入量为1000mg/m3，在袋

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汞浓度约15μg/m3，烟气汞去除效率约50％；在第二级旋风除尘器

入口喷入同样粒径的改性活性炭粉末，吸附剂的喷入量同样为1000mg/m3，从二级旋风除尘

器灰斗排出的粉末经文丘里管带入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最后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

气汞浓度约8μg/m3，烟气汞去除效率约73.3％；在布袋除尘器入口喷入1000mg/m3粒径同样

为200μm的改性活性炭粉末，烟气在袋式除尘器滤袋上的过滤速度为1m/min；该活性炭分别

经过袋式除尘器和一、二级旋风除尘器三次吸附过程，最终在袋式除尘器出口测得的烟气

汞浓度约2μg/m3，烟气汞去除效率约93.3％。

[0036] 实施例5

[0037] 烟气在一级旋风除尘器入口处的流速为15m/s，烟气在袋式除尘器滤袋上的过滤

速度为1m/min；喷入袋式除尘器入口的吸附剂粒径在300m范围内，喷入袋式除尘器入口的

吸附剂浓度在100mg/m3。最终，烟气汞去除效率约97.2％。其余同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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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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