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379460.3

(22)申请日 2017.05.2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13769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9.29

(73)专利权人 江苏新世纪江南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211100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苏

源大道29号江南环保大厦23楼

(72)发明人 罗静　徐长香　许祥俊　罗勇迎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

利商标事务所 11038

代理人 宁家成

(51)Int.Cl.

B01D 53/78(2006.01)

B01D 53/50(2006.01)

B01D 53/7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5760547 U,2016.12.07,

CN 205760547 U,2016.12.07,

CN 105126589 A,2015.12.09,

CN 105727699 A,2016.07.06,

CN 101524620 A,2009.09.09,

审查员 张濛

 

(54)发明名称

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

法，其特征在于，氧化段包括彼此流体连通的氧

化室和加氨室，并且氨吸收剂加入到所述加氨室

中。优选地，所述方法的吸收-氧化循环包括氧化

室和次级喷淋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和加氨室和

初级喷淋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所述两个循环间

至少通过氧化室和加氨室间的流体连通而相互

串流。本发明还公开了用于实施所述方法的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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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氧化段包括彼此流体连通的氧化室和

加氨室，并且氨吸收剂加入到所述加氨室中，并且其特征还在于，所述方法的吸收-氧化循

环包括氧化室和次级喷淋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和加氨室和初级喷淋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

所述两个循环间至少通过氧化室和加氨室间的流体连通而相互串流。

2.权利要求1的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提供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物流；

将所述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物流送入降温浓缩段，在那里所述气体物流被降温

浓缩段循环洗涤液洗涤和降温，同时利用气体物流中的热量浓缩所述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

液；

离开降温浓缩段的气体物流进入初级喷淋吸收段，在其中所述气体物流与第一喷淋吸

收液逆流接触；

离开初级喷淋吸收段的气体物流进入次级喷淋吸收段，在其中所述气体物流与第二喷

淋吸收液逆流接触；

将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底部和次级喷淋吸收段底部的液体料流作为回流液分别送入

加氨室和氧化室，或者将二者合并后将合并的液体料流分开送入加氨室和氧化室，并且向

氧化室中送入含氧气体和向加氨室中送入氨吸收剂，所述加氨室和氧化室流体联通；

将从氧化室下部取出的液体料流的至少一部分作为第二喷淋吸收液送入次级喷淋吸

收段，并且任选地，将从氧化室下部取出的液体料流的至少一部分送入后续单元以回收硫

酸铵；

将从加氨室下部取出的液体料流作为第一喷淋吸收液送入初级喷淋吸收段；和

将从次级喷淋吸收段的上部离开的气体料流经除雾滴后排放，或者在经除雾滴处理后

经过进一步的细微颗粒物脱除处理之后排放。

3.权利要求2的方法，该方法具有以下特征中至少之一：

-所述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是煤燃烧产生的烟气或者流化床催化裂化工艺中产

生的烟气或者其它工业过程中产生的烟气；和

-所述含氧气体是氧气、空气、富氧空气或贫氧空气。

4.权利要求1的方法，该方法具有以下特征中至少之一：

-所述氨吸收剂呈液氨、气态氨、氨水或其组合的形式；

-氨吸收剂被采用管式分布器、微孔式分布器或静态混合器加入到液体物流中，和/或

氨吸收剂先与含氧空气混合，然后该混合的气体物流被直接加入到加氨室中；

-从加氨室下部引出的循环液的pH在4.6-8.0的范围内；

-从氧化室下部引出的循环液的pH在4.0-6.8的范围内；

-除了存在于进至氧化室的回流液中的氨吸收剂和由加氨室进入氧化室的氨吸收剂

外，不另外向氧化室中添加氨吸收剂；

-加氨室中的氧化率在93％-99.5％的范围内；

-氧化室中的氧化率≥98.5％；

-基于来自初级吸收喷淋段和次级吸收喷淋段的回流液的总量计，30％-85％的回流液

进入加氨室，其余的回流液进入氧化室；和

-从氧化室下部取出循环液的管线和从加氨室下部取出循环液的管线间设置有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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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允许调节分别进至初级喷淋吸收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循环液的量和/或pH值。

5.权利要求2的方法，其中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底部的喷淋液合并，

其中合并的回流液的30％-85％进入加氨室以与氨吸收剂合并，并且合并的回流液的其余

部分进入氧化室。

6.权利要求3的方法，其中氨吸收剂的至少一部分通过微孔式分布器进入将被进料至

加氨室的回流液部分或者直接进料至加氨室中，和/或氨吸收剂的至少一部分与含氧气体

混合后加入到加氨室。

7.权利要求6的方法，其中使用液氨作为吸收剂，并且所述液氨通过混合器加入溶液

中，和/或所述液氨先与含氧气体混合并且然后加入到加氨室，含氧气体量为液氨气化后气

氨体积的3％-10％。

8.权利要求2的方法，其中还在降温浓缩段、初级喷淋吸收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中至少

之一中添加氨吸收剂。

9.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的方法，其中在原烟气SO2浓度≤30000mg/Nm3，总颗粒物浓度

≤30mg/Nm3条件下，净烟气达到SO2≤35mg/Nm3，包括气溶胶在内的总颗粒物≤5mg/Nm3，氨

逃逸≤3mg/Nm3。

10.用于实施氨法脱硫方法的装置，其包括：

初级喷淋吸收段，该初级喷淋吸收段被构建成允许从其上部经喷淋进入的第一喷淋液

与从下部进入的气体物流逆流接触，并允许接触过的第一喷淋液从其下部取出以提供回流

液，和允许经初步吸收的气体物流进入次级喷淋吸收段；

次级喷淋吸收段，该次级喷淋吸收段被构建成允许从其上部经喷淋进入的第二喷淋液

与从初级喷淋吸收段进入的气体物流逆流接触，并允许接触过的第二喷淋液从其下部取出

以提供回流液；和

氧化段，其包括：

氧化室，该氧化室被构建成允许来自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来自

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合并的回流液的一部分与含氧气体接触和反应，并允许从其下部

取出液相的至少一部分以循环到次级喷淋吸收段或者次级和初级喷淋吸收段二者；和

加氨室，该加氨室被构建成在顶部和/或侧面与所述氧化室流体联通，允许来自初级喷

淋吸收段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来自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合并的回流液的一部

分从其上部进入并与氨吸收剂混合，和允许从其下部取出液体物流以循环到初级喷淋吸收

段或者次级和初级喷淋吸收段二者。

11.权利要求10的装置，该装置还包括在初级喷淋吸收段上游的降温浓缩段，该降温浓

缩段被构建成允许待处理的气体物流被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洗涤和冷却，同时利用气体

物流中的热量浓缩所述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并允许所述冷却的气体物流进入初级喷淋

吸收段。

12.权利要求10的装置，其具有以下特征中至少之一：

-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独立设置；或者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由一个

槽分隔形成；或者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都设置在容纳所述装置的各个段的吸收塔

内，并且由吸收塔内下部的一段分隔形成；

-加氨室的容积不小于在2分钟内从下部取出的液体的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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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氧化室下部取出循环液的管线和从加氨室下部取出循环液的管线间设置有阀门，

以允许调节分别进至初级喷淋吸收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循环液的量和/或pH值。

13.权利要求10的装置，其中所述氧化室和加氨室由两个彼此流体连通的槽提供，或者

所述氧化室设置在容纳所述装置的各个段的吸收塔内和加氨室设置在所述吸收塔内或吸

收塔外。

14.权利要求10的装置，其中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由一个槽分隔形成，或者都

设置在容纳所述装置的各个段的吸收塔内且由吸收塔内下部的一段分隔形成，其中加氨室

横截面积最大占所述槽/吸收塔横截面积的85％，并且其中所述加氨室在侧面和/或顶部有

开孔。

15.权利要求14的装置，其中加氨室横截面积占所述槽/吸收塔横截面积的5-50％。

16.权利要求14的装置，其中加氨室设置在氧化室内的控制液位以下至少20厘米。

17.权利要求10的装置，其中通过在加氨室侧面和/顶部设置开孔来实现所述加氨室与

所述氧化室间的流体联通，并且其中所述装置具有以下特征中至少之一：

-加氨室在侧面的下部1/3的部分开一个或多个孔；

-加氨室在顶板上有一个或多个开孔；

-加氨室的单个开孔的面积不超过0.25m2；

-加氨室的开孔为圆形、长方形、正方形、椭圆形或六边形；

-在加氨室的侧面和/或顶部的平衡孔远离各物料的入口和出口设置。

18.权利要求10的装置，其中通过至少在加氨室侧面设置开孔来实现所述加氨室与所

述氧化室间的流体联通，并且其中所述侧面开孔的数量使得所述开孔的总面积等于或大于

按照流速为4m/s时达到加氨室和初级喷淋吸收段间的循环泵的流量所需的横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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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及装置。更具体地，本发明涉及一种分

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及装置，其中氧化段包括至少一个氧化室和至少一个加氨室，并且

氨吸收剂加入到所述加氨室中。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全球脱除气体中二氧化硫的主流工艺是石灰石脱硫方法和氨脱硫方法。石灰

石脱硫方法在脱硫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石膏渣，处理这些废水、废渣需要大量的投资

和运行成本。而且，在石灰石脱硫方法中，每脱除1吨二氧化硫同步产生约0.7吨二氧化碳。

氨法脱硫方法基本上不产生废水和废渣，投入的脱硫剂氨转化成有用的硫酸铵化肥，因此

是更环境友好的。

[0003] 中国专利CN  1283346C和CN  1321723C公开了使用氨作为脱除剂脱除燃煤烟气中

SO2的方法，排放尾气中SO2浓度小于100mg/Nm3。但是，尾气中氨逃逸量可以高达12mg/Nm3。

所述专利未关注气溶胶的形成。

[0004] 中国专利CN100428979C公开了塔内结晶氨法脱硫工艺及装置，其中将脱硫塔设计

成多段结构，从下往上依次为氧化段、结晶段、降温吸收段、主吸收段、脱水除雾段。在该方

法中，利用烟气蒸发能力进行结晶，降低了运行能耗，排放尾气中SO2浓度小于200mg/Nm3，氨

含量可以低至3mg/Nm3。

[0005] 中国专利CN103301705B公开了一种脱硫烟气细微颗粒物控制装置及方法，其中在

吸收段后设置用于除去大部分大于10μm液滴的吸收液除雾器以及用于去除细微颗粒物的

烟气再洗涤和水洗除雾器，实现了60％以上的细微颗粒物脱除率。

[0006] 但是，仍然需要能够进一步抑制氨逃逸和气溶胶形成的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

及装置。

[0007] 发明概述：

[0008] 为了克服现有氨法脱硫方法中存在的氨逃逸和气溶胶形成的问题，本发明人进行

了勤勉的研究。结果发现，通过采用分室加氨、分段加氨以控制氨法脱硫装置不同区域溶液

有不同的组成的技术手段，可以实现高效脱硫并控制氨逃逸和气溶胶的形成。由此完成了

本发明。

[0009] 因此，在一个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氧化

段包括彼此流体连通的氧化室和加氨室，并且氨吸收剂加入到所述加氨室中。

[0010]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氨法脱硫方法的吸收-氧化循环包括氧化室和次级喷淋

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和加氨室和初级喷淋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所述两个循环间至少通过

氧化室和加氨室间的流体连通而相互串流。

[0011] 在另一个方面，本发明涉及一种氨法脱硫装置，其包括：

[0012] 初级喷淋吸收段，该初级喷淋吸收段被构建成允许从其上部经喷淋进入的第一喷

淋液与从下部进入的气体物流逆流接触，并允许接触过的第一喷淋液从其下部取出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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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液，和允许经初步吸收的气体物流进入次级喷淋吸收段，例如通过带气帽的隔板；

[0013] 次级喷淋吸收段，该次级喷淋吸收段被构建成允许从其上部经喷淋进入的第二喷

淋液与从初级喷淋吸收段进入的气体物流逆流接触，并允许接触过的喷淋液从其下部取出

以提供回流液；和

[0014] 氧化段，其包括：

[0015] 氧化室，该氧化室被构建成允许来自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

来自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合并的回流液的一部分与含氧气体接触和反应，并允许从其

下部取出液相的至少一部分以循环到次级喷淋吸收段或者次级和初级喷淋吸收段二者；和

[0016] 加氨室，该加氨室被构建成在顶部和/或侧面与所述氧化室流体联通，允许来自初

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来自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合并的回流液的

一部分从其上部进入并与氨吸收剂混合，和允许从其下部取出液体物流以循环到初级喷淋

吸收段或者次级和初级喷淋吸收段二者。

[0017]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装置还包括在初级喷淋吸收段上游的降温浓缩段，该降

温浓缩段被构建成允许待处理的气体物流如燃煤锅炉中产生的烟气被降温浓缩段循环洗

涤液洗涤和冷却，同时利用气体物流中的热量浓缩所述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并允许所

述冷却的气体物流进入初级喷淋吸收段，例如通过带气帽的隔板。

[0018] 附图简要说明

[0019] 提供附图以帮助理解本发明，然而所述附图不意图以与权利要求书不一致的方式

限制本发明，其中：

[0020] 图1为按照本发明一个实施方案的方法的示意图。

[0021] 图2为按照本发明一个实施方案的吸收循环流程示意图。

[0022] 图3为按照本发明一个实施方案的加氨室开孔示意图。

[0023] 在所述附图中，相同的附图标记指代相同的物流或单元，其中：1表示吸收塔，2表

示氧化室，3表示降温浓缩段，4表示氨水，5表示液氨，6表示加氨室，7表示空气，8表示初级

喷淋吸收段，9表示次级喷淋吸收段，10表示气帽，11表示初级喷淋吸收循环泵，12表示次级

喷淋吸收循环泵。

[0024] 优选实施方案的描述

[0025] 在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分室加氨的氨法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氧化段包

括彼此流体连通的氧化室和加氨室，并且氨吸收剂加入到所述加氨室中。

[002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氨法脱硫方法的吸收-氧化循环包括氧化室和次级喷淋

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和加氨室和初级喷淋吸收段间的液体循环，所述两个循环间至少通过

氧化室和加氨室间的流体连通而相互串流。

[0027]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氨法脱硫方法包括：

[0028] 提供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物流；

[0029] 将所述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物流送入降温浓缩段，在那里所述气体物流被

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洗涤和降温，同时利用气体物流中的热量浓缩所述降温浓缩段循环

洗涤液；

[0030] 离开降温浓缩段的气体物流进入初级喷淋吸收段，在其中所述气体物流与第一喷

淋吸收液逆流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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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离开初级喷淋吸收段的气体物流进入次级喷淋吸收段，在其中所述气体物流与第

二喷淋吸收液逆流接触；

[0032] 将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底部和次级喷淋吸收段底部的液体料流作为回流液分别

送入加氨室和氧化室，或者将二者合并后将合并的液体料流分开送入加氨室和氧化室，并

且向氧化室中送入含氧气体和向加氨室中送入氨吸收剂，所述加氨室和氧化室流体联通；

[0033] 将从氧化室下部取出的液体料流的至少一部分作为第二喷淋吸收液送入次级喷

淋吸收段，并且任选地，将从氧化室下部取出的液体料流的至少一部分送入后续单元以回

收硫酸铵；

[0034] 将从加氨室下部取出的液体料流作为第一喷淋吸收液送入初级喷淋吸收段；和

[0035] 将从次级喷淋吸收段的上部离开的气体料流经除雾滴后放空，任选在经过进一步

的细微颗粒物脱除处理之后。

[0036]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所述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可以是在任何工业生产方法

中产生的任何含二氧化硫的气体。所述待处理的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煤

燃烧产生的烟气和流化床催化裂化工艺中产生的烟气。

[0037]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使用氨作为吸收剂来脱除气体物流中的硫氧化物。所述氨可

以呈液氨、气态氨、氨水或其组合的形式。

[0038]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所述含氧气体可以是例如氧气、空气、富氧空气、贫氧空气等。

[0039] 本发明方法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在氧化段中，分开设置彼此流体连通的氧化室和

加氨室，并且通常仅向加氨室中引入氨吸收剂。这样，可以分别控制氧化室和加氨室中的氧

化率和物料的pH。

[0040]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对氨吸收剂的添加方式没有具体限制。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采

用管式分布器、微孔式分布器、静态混合器等直接将氨吸收剂加入到液体物流中。在另一个

实施方案中，先将氨吸收剂与气体物流如空气混合，然后将该混合的气体物流直接加入到

例如加氨室中，或者采用管式分布器、微孔式分布器、静态混合器等加入到液体物流中，例

如进至加氨室的液体物流中。在氨吸收剂如液氨与气体物流混合的情况中，对气体物流的

量没有具体的限制，但优选该量可以使得液氨气化后气氨的体积与所述气体物流的体积之

比为1:0.03-1：0.2，优选1：0:03-1:0.1。

[0041] 在本发明的方法中，存在两个吸收-氧化循环过程，一个是在次级喷淋吸收段与氧

化室之间的液体物流循环，另一个是在初级喷淋吸收段与加氨室之间的液体物流循环，所

述两个循环间至少通过氧化室和加氨室间的流体连通而相互串流。另外，输送来自氧化室

和加氨室的循环喷淋吸收液的管线可以彼此独立，但是优选在二者间设置由阀门控制的连

通管线，以允许调节进入初级吸收喷淋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液体的量和/或pH。另外，来

自初级吸收喷淋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可以被分别送至加氨室和氧化室，也可以在

合并后将合并的回流液的一部分送至加氨室和另一部分送至氧化室。基于来自初级吸收喷

淋段和次级吸收喷淋段的回流液的总量计，30体积％-85体积％，例如约60-约70体积％，例

如约60体积％的回流液进入加氨室，其余的回流液进入氧化室。

[0042]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中，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底部的喷淋液

合并回流，其中合并的回流液的约60-约70体积％，例如65体积％进入加氨室，在其中所述

回流液与氨吸收剂合并以调节pH值，并且合并的回流液的其余部分进入氧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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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在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中，液氨被用作氨吸收剂，其中一部分液氨(例如基于加入

到加氨室中的总氨计约55mol％)通过微孔式分布器或者其它类型的分布器均匀地进入在

加氨室中的回流液部分中，和另一部分(例如基于加入到加氨室中的总氨计约45mol％)与

含氧气体如空气混合后加入到加氨室，所述含氧气体如空气的体积为液氨气化后的气态氨

体积的约3％-约10％，例如约5％。

[0044] 主要通过调节引入加氨室的氨吸收剂的量和调节两个吸收-氧化循环的相对量，

可以控制加氨室出口和氧化室出口的循环液的pH值以及氧化室和加氨室中各自的氧化率。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加氨室出口的循环液的pH在4.6-8.0，优选5.6-6.4的范围内，加氨室中

的氧化率在93％-99 .5％，优选97.5％-99％的范围内，并且氧化室出口的循环液的pH在

4.0-6.8，优选4.5-5.9的范围内，氧化室中的氧化率≥98.5％，优选98.5％-99.5％。本文中

使用的术语“氧化率”是指进入氧化室和加氨室中的回流液中存在的亚硫酸(氢)铵被氧化

成硫酸铵的转化率。

[0045] 任选地，在本发明的方法中，还在氧化室、降温浓缩段(pH控制在在2.5-5.5的范围

内，优选3-3.5的范围内)、初级喷淋吸收段和次级喷淋吸收段中至少之一中添加氨吸收剂，

以控制各段中物料的pH。

[0046] 参考附图1和2，描述本发明的方法的一个实施方案。待处理的气体物流如燃煤锅

炉的烟气进入降温浓缩段3，在那里所述气体物流被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洗涤和降温，同

时利用烟气中的热量浓缩所述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如图1所示，还向降温浓缩段3的气

体物流中引入氨吸收剂4(如氨水)，尽管这不是必须的。经冷却的气体物流向上进入(例如

通过气帽)初级喷淋吸收段8，在那里所述气体物流与从初级喷淋吸收段8上部经喷淋器进

入的第一喷淋液逆流接触，以将气体物流中的硫氧化物的至少一部分吸收在所述喷淋液中

和因此降低气体物流的硫氧化物含量。接触后的第一喷淋液汇集在初级喷淋吸收段8的底

部，其被取出作为进入氧化室2和加氨室6的回流液。在初级喷淋吸收段8中经过初级吸收的

气体物流向上进入(例如通过气帽)次级喷淋吸收段9，在那里所述气体物流与从次级喷淋

吸收段9上部经喷淋器进入的第二喷淋液逆流接触，以进一步降低气体物流的硫氧化物含

量和可能地减少夹带的氨的量。接触后的第二喷淋液汇集在次级喷淋吸收段9的底部，其被

取出作为进入氧化室2和加氨室6的回流液。所述在次级喷淋吸收段9中被进一步处理过的

气体物流可以经脱除雾滴后放空，或者在经过随后的任选的细微颗粒物脱除段进一步处理

后放空。来自次级喷淋吸收段9的回流液或者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8和次级喷淋吸收段9的

合并的回流液的一部分(如图1中所示)进入氧化室2，在那里其与含氧气体如空气7接触，由

此所述回流液中亚硫酸(氢)铵的至少一部分被氧化成硫酸铵。将氧化室2下部的液相的一

部分经管线13取出，并且取出的液体物流的至少一部分经循环泵12送至次级喷淋吸收段9

的上部作为喷淋吸收液，并且任选地，取出的液体物流的至少一部分送下游单元处理以回

收硫酸铵。还提供加氨室6，其在上部和侧面经开孔与所述氧化室2流体连通，两个室之间允

许物质交换。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8底部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8

底部和次级喷淋吸收段9底部的合并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从上部进入加氨室6，并在其中

与氨吸收剂5(如液氨)合并(例如通过微孔式分配器)。另外的氨吸收剂5(如液氨)与空气7

混合后被加入到加氨室6中。从加氨室6下部经管线14取出一部分液体，并将其通过循环泵

11送入初级喷淋吸收段8的上部作为喷淋吸收液。管线13和14之间可以设有连通通道，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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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调节进入初级喷淋吸收段8和次级喷淋吸收段9的喷淋液的量和pH值。在所述方法中，

除在加氨室6和降温浓缩段3引入氨吸收剂外，任选还在初级喷淋吸收段8、次级喷淋吸收段

9、任选的细微颗粒物脱除段中的一个或多个中引入氨吸收剂，以调节和控制各段中物流的

组成和pH值(未显示)。

[0047] 在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适合进行上述本发明方法的氨法脱硫装置，其包括：

[0048] 初级喷淋吸收段，该初级喷淋吸收段被构建成允许从其上部经喷淋进入的第一喷

淋液与从下部进入的气体物流逆流接触，并允许接触过的第一喷淋液从其下部取出以提供

回流液，和允许经初步吸收的气体物流进入次级喷淋吸收段，例如通过带气帽的隔板；

[0049] 次级喷淋吸收段，该次级喷淋吸收段被构建成允许从其上部经喷淋进入的第二喷

淋液与从初级喷淋吸收段进入的气体物流逆流接触，并允许接触过的第二喷淋液从其下部

取出以提供回流液；和

[0050] 氧化段，其包括：

[0051] 氧化室，该氧化室被构建成允许来自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

来自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合并的回流液的一部分与含氧气体接触和反应，并允许从其

下部取出液相的至少一部分以循环到次级喷淋吸收段或者次级和初级喷淋吸收段二者；和

[0052] 加氨室，该加氨室被构建成在顶部和/或侧面与所述氧化室流体联通，允许来自初

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的至少一部分或者来自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合并的回流液的

一部分从其上部进入并与氨吸收剂混合，和允许从其下部取出液体物流以循环到初级喷淋

吸收段或者次级和初级喷淋吸收段二者。

[0053]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所述装置还包括在初级喷淋吸收段上游的降温浓缩段，该降

温浓缩段被构建成允许待处理的气体物流如燃煤锅炉中产生的烟气被降温浓缩段循环洗

涤液洗涤和冷却，同时利用气体物流中的热量浓缩所述降温浓缩段循环洗涤液，并允许所

述冷却的气体物流进入初级喷淋吸收段，例如通过带气帽的隔板。

[0054] 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所述装置的各个段被容纳在一个吸收塔中。

[0055] 在本发明的装置中，氧化室的容积可以根据氧化所需的停留时间确定，加氨室的

容积一般不小于循环泵在2分钟内的流量。

[0056] 在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可以独立设置。例如，所述氧化

室和加氨室可以由两个彼此流体连通的槽提供。又例如，所述氧化室可以设置在容纳所述

装置的各个段的吸收塔内和加氨室可以设置在所述吸收塔内或吸收塔外。

[0057] 在另外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由一个槽分隔形成。在又

另外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氧化段的氧化室和加氨室都设置在容纳所述装置的各个段的吸

收塔内，并且由吸收塔内下部的一段分隔形成。在这样的实施方案中，加氨室横截面积最大

占所述槽/吸收塔横截面积的85％，例如不超过60％,或者不超过50％，或者不超过40％，或

者在8-50％的范围内，或者在10-40％的范围内，或者在12-35％的范围内。一般地，加氨室

设置在氧化室的控制液位以下。例如，加氨室的顶部可以在氧化室的控制液位以下至少20

厘米，优选在氧化室的控制液位以下100-200厘米。在本发明的装置中，加氨室的底面不开

孔。加氨室在侧面，优选侧面的下部，例如在侧面的下1/8的部分，或者下1/6的部分，或者下

1/5的部分，或者下1/4的部分，或者下1/3的部分开一个或多个与氧化室流体连通的平衡

孔。每个开孔的面积一般不超过0.25m2，优选不超过0.1m2，更优选不超过0.05m2，仍更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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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0.01m2。对所述开孔的形状没有具体的限制，例如所述开孔可以为圆形、长方形、正

方形、椭圆形、六边形等。在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开孔为80×80mm或者90×90mm或者100

×100mm的正方形。在另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中，开孔为直径80，或85，或90，或95，或100，或

110mm的圆形。所述侧面开孔的数量可以按照流速为4m/s时至少达到单台循环泵的流量所

需的横截面积和单个开孔的孔面积计算。一般地，所述侧面开孔的数量使得所述开孔的总

面积等于或大于按照流速为4m/s时达到单台循环泵的流量所需的横截面积。所述加氨室在

顶板上也有一个或多个开孔。一般地，在顶板上的开孔数量为侧面开孔数量的1倍-3倍，并

且在顶板上的开孔的尺寸可以与侧面开孔的尺寸相同或不同，优选大致相同。在顶板上的

开孔的形状可以与侧面开孔的形状相同或不同，优选大致相同。在加氨室的侧面及顶部的

平衡孔一般应远离各物料的入口和出口设置。图3中示意性描述了按照本发明一个实施方

案的加氨室的开孔的设置。加氨室侧面和/或顶部的开孔的设置允许所述两个循环间相互

串流。

[0058] 加氨室的形状不是关键的。通常可以根据其位置并考虑设备加工的方便性确定其

形状。例如，在加氨室与塔或罐壁相连时可以将其做成半圆柱型；在加氨室被置于塔中间

时，可以将其做成卧罐型；在加氨室被置于塔外时可以将其做成圆柱立罐型。

[0059] 在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装置如图1-3中所示，其中加氨室6横截面积

为吸收塔1横截面积的约15-约30％，例如18％，20％，22％或25％；加氨室6高度为氧化段高

度的约30-约42％，例如35％，38％，或40％，并且加氨室6整体在氧化室2内的控制液位以

下，例如在控制液位以下至少约50cm，例如在控制液位以下60cm,80cm，100cm,或150cm；加

氨室6容积为约15-40m3，例如18，22，或26m3，氧化室2容积为约150-400m3，例如180，220，或

260m3，加氨室6和氧化室2的容积比为约1:10；加氨室6在侧面的下部(例如下1/4或1/5或1/

6部分)可以有约5-约15，例如10个平衡口，在顶板有10-30，例如20个平衡孔，每个孔的尺寸

可以为80×80mm，所述平衡孔远离回流液入口和加氨口设置；来自初级喷淋吸收段8和次级

喷淋吸收段9的回流液合并，其中约60-70％，例如65体积％的总回流液进入加氨室6与液氨

5混合，回流液的其余部分进入氧化室2；基于进料至加氨室6的液氨的总量计，例如约55％

的液氨5被直接加入到加氨室6(例如通过微孔式分布器)，和另外的45％的液氨5与空气7混

合后加入到加氨室6，空气7的体积为液氨气化后气态氨体积的约5％-约10％。进出氧化室2

和加氨室6的各管道可以根据需要设置阀门，以允许调节进出两个室的物料的流量，进而允

许调节进出两个室的液体物流的组成。

[0060] 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效果

[0061] 1.本发明有利地解决了氨法脱硫中氨逃逸和气溶胶形成的问题，从而适应更严格

的排放要求。在原烟气中SO2浓度≤30000mg/Nm3，总颗粒物浓度≤30mg/Nm3的条件下，经处

理的净烟气可达到SO2含量≤35mg/Nm3和总尘(含气溶胶)含量≤5mg/Nm3。

[0062] 2.在本发明方法中，处理后的烟气中游离氨含量≤3mg/Nm3，氨利用率可高达99％

以上。

[0063] 3.本发明的装置净化效率高、运行稳定可靠、避免了二次污染、适应范围广。

实施例

[0064]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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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采用发明的装置对来自煤燃烧过程的烟气进行氨法脱硫处理，其中所述装置基本

上如图1-3中所示，除了氧化室和加氨室由在吸收塔外的2个槽提供，所述两个槽在中部设

有DN500连通管；来自加氨室下部出口的循环液进入初级喷淋吸收段上部，来自氧化室下部

出口的循环液进入次级喷淋吸收段上部；来自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回流液在降温浓缩

段与初级喷淋吸收段之间的气液分离器处汇合，总量2700m3/h，其中60体积％的回流液去

加氨室，和40体积％的回流液去氧化室；以204kg/h的流量将液氨通过微孔式分布器均匀和

缓和地加入到加氨室，和另外将300kg/h的液氨通过分布管加入到空气中，空气体积为液氨

气化后气态氨体积的10％，然后将该混合后的气体进料到加氨室；加氨室容积为27m3；氧化

室的容积为200m3；无送至下游单元回收硫酸铵的物流。

[0066] 原烟气流量600000Nm3/h，温度145℃，SO2浓度1600mg/Nm3，总颗粒物浓度21.3mg/

Nm3。加氨室下部出口循环液pH为6.1，加氨室中的氧化率为98％。氧化室下部出口的循环液

pH为5.3，氧化室中的氧化率为99.5％。降温浓缩段出口的气体温度为51.4℃。

[0067] 离开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净烟气的SO2含量为17.3mg/Nm3，总颗粒物(含气溶胶)含量

为1.8mg/Nm3，夹带的氨的量为0.35mg/Nm3。

[0068] 实施例2

[0069] 重复实施例1的试验，除了将氧化室和加氨室设置在同一个直径为5.5m的槽内，加

氨室横截面积为槽横截面积的18％，加氨室顶部较氧化室中的液位低1m；加氨室侧面的下

部开13个平衡口，顶板开22个平衡孔，单孔尺寸为80×80mm，平衡孔远离循环液取出口和加

氨口设置；加氨室为半圆柱形的形状，容积为27m3，氧化室容积为220m3；来自初级和次级喷

淋吸收段的喷淋液合并，其中合并的回流液的70％与2522kg/h的20％氨水合并后进入加氨

室，其余的回流液进入氧化室。

[0070] 从加氨室取出的循环液的pH为6.3，加氨室中的氧化率为98.6％。从氧化室取出的

循环液的pH为5.4，氧化室中的氧化率为99.7％。

[0071] 净烟气的SO2含量为16.3mg/Nm3，总颗粒物(含气溶胶)含量为2.1mg/Nm3，夹带的氨

的量为0.42mg/Nm3。

[0072] 实施例3

[0073] 采用实施例1的装置进行试验，除了将氧化室和加氨室设置在同一个直径为6m的

槽内，加氨室横截面积为槽横截面积的20％，加氨室顶部较氧化室中的液位低1.5m；加氨室

侧面的下部开8个平衡口，顶板开13个平衡孔，单孔尺寸为100×100mm，平衡孔远离循环液

取出口和加氨口设置；加氨室容积为25m3,位于槽中间，为卧罐型，氧化室容积为228m3；来自

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喷淋液不合并，分别送往加氨室和氧化室，其中至加氨室的回流

液流量为1700m3/h，和至氧化室的回流液流量为600m3/h；用作吸收剂的20％氨水以5432kg/

h的流量加入到进至加氨室的回流液中,和以1316kg/h的流量加入到至氧化室的回流液中。

[0074] 原烟气流量300000Nm3/h，温度145℃，SO2浓度8500mg/Nm3，总颗粒物浓度28.5mg/

Nm3。

[0075] 从加氨室取出的循环液的pH为6.5，加氨室中的氧化率96.8％。从氧化室取出的循

环液的pH为5.3，氧化室中的氧化率99％。

[0076] 净烟气的SO2含量为31.4mg/Nm3，总颗粒物(含气溶胶)含量为2.8mg/Nm3，夹带的氨

的量为0.7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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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对比例：

[0078] 重复实施例3的试验，但是不采用分室加氨即加氨室和氧化室合二为一，来自初级

和次级喷淋吸收段的喷淋液2300m3/h合并进入氧化室，进入前补充6770kg/h的20％氨水，

氧化后返回初级和次级喷淋吸收段吸收，氧化后循环液的pH为5.9，氧化率为98.3％。

[0079] 净烟气的SO2含量为67mg/Nm3，总颗粒物(含气溶胶)含量为12mg/Nm3，夹带的氨的

量为2.7mg/Nm3，20％氨水消耗增加22kg/h。各项指标均比实施例3差。

[0080] 实施例和对比例中一些指标的检测方法及主要仪器见下表1。

[0081] 表1.一些指标的检测方法及主要仪器

[0082]

[0083] 本申请说明书中提到的专利、专利申请、测试方法通过引用结合在本文。

[0084] 虽然参考示例性实施方案描述了本发明，但本领域技术人员将理解，在不偏离本

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各种改变和修改。因此，本发明不限于作为实施本发

明的最佳方式公开的特定实施方案，而是包括落入所附权利要求书范围内的所有实施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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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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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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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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