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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

氯工艺，包括以下步骤：(1)混合二氧化钛和垃圾

焚烧飞灰，研磨，得钛掺飞灰；(2)混合过二硫酸

钠和膨胀珍珠岩粉末，溶于水，静置，固液分离并

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3)混合硫载膨胀

珍珠岩粉末和钛掺飞灰，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

射，得脱氯飞灰。本发明通过简单的干法脱氯工

艺，实现了对垃圾焚烧飞灰中氯离子的高效去

除，氯离子的去除率高达97％，避免了传统水洗

法带来的二次污染；在去除氯离子的同时，还显

著降低了飞灰中二噁英类物质的含量，二噁英类

物质的去除率高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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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混合二氧化钛和垃圾焚烧飞灰，研磨，得钛掺飞灰；

(2)混合过二硫酸钠和膨胀珍珠岩粉末，溶于水，静置，固液分离并风干，得硫载膨胀珍

珠岩粉末；

(3)混合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和钛掺飞灰，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射，得脱氯飞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二氧化钛与垃圾焚烧飞灰的质量比为1～5:10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的质量比为4.5～16.5:100。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的质量比为5～15:10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载硫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的质量比为2.5～18:10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载硫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的质量比为3～15:10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

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电压为5～50kV，作用气氛为氧气，照射时间为1～5h。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

混合后的二氧化钛和垃圾焚烧飞灰在200～1000rpm速率下研磨1～3h。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

的膨胀珍珠岩粉末是将膨胀珍珠岩研磨后，过200～400目筛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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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焚烧飞灰的无害化处理工艺，尤其涉及一种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

脱氯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飞灰是市政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过程中烟气净化系统的捕集物和烟道及

烟囱底部沉降的底灰，不仅包含重金属和二噁英类有毒有害物质，而且还有5％～20％的游

离态氯离子。高含量的氯离子不仅使得垃圾焚烧飞灰的无害化处置变得更加困难，也严重

限制了无害化处置后的飞灰在建筑领域中的应用。例如，利用高温烧结或玻璃化技术处置

垃圾焚烧飞灰虽然可以获得很稳定的玻璃体或固化体，然而在高温环境下，垃圾焚烧飞灰

中的氯离子易与重金属反应生成沸点较低的重金属氯化物，重金属氯化物扩散到废气中，

从而使得废气处置环节变得复杂。再例如，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由于飞灰中的氯离子易使

得烧结水泥氯离子含量显著增加，水泥品质下降。国家标准《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1部分

轻集料》(GB-T  17431.1-2010)和《建设用砂》(GB/T  14684-2011)均对集料中氯含量做了明

确规定，这无疑限制了垃圾焚烧飞灰在绿色胶凝材料和陶粒制备等方面的应用。

[0003] 因此，降低氯离子含量是实现垃圾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因素。传统水洗法

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飞灰中的氯离子含量，但操作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有害废液，从

而增加了需处置危险废物的种类和数量。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采用非

高温干法脱氯工艺，可以有效降低垃圾焚烧飞灰中的氯离子含量。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混合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研磨，得钛掺飞灰；

[0007] (2)混合过二硫酸钠和膨胀珍珠岩粉末，溶于水，静置3～6h，固液分离，室温条件

下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

[0008] (3)混合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和钛掺飞灰，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射，得脱氯飞灰。

[0009] 其中，所述步骤(1)中二氧化钛与垃圾焚烧飞灰的质量比为1～5:1000；混合后的

二氧化钛和垃圾焚烧飞灰在200～1000rpm速率下研磨1～3h。

[0010] 所述步骤(2)中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的质量比为4.5～16.5:100，综合考

虑氯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进一步优选为5～15:100；膨胀珍珠岩粉末是将膨胀珍珠岩研

磨后，过200～400目筛得到的。

[0011] 所述步骤(3)中载硫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的质量比为2.5～18:100，，综合

考虑氯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进一步优选为3～15:100；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电压为

5～50kV，作用气氛为氧气，照射时间为1～5h。

[0012] 在氧气气氛下，低温等离子体高压电极端释放的高能电子诱发氧气发生解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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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氧自由基，氧自由基可促使氯离子氧化，生成氯气。同时，低温等离子体照射过程伴随着

大量热和紫外线的释放，紫外线可催化二氧化钛，诱发生成光生空穴和光生电子，光生空穴

可强化氧自由基生成，同时可直接氧化氯离子，使其转化为氯气；光生电子可实现飞灰中二

噁英类物质还原脱氯，从而降低飞灰中二噁英物质含量。在紫外线照射和热催化作用下，膨

胀珍珠岩粉末上加载的过二硫酸钠分解生成硫酸根自由基，硫酸根自由基可促使氯离子氧

化，生成氯气，同时可进一步氧化含苯环物质，同时硫酸根自由基可通过转移光生电子的方

式进一步强化二氧化钛催化氧化性能。

[0013]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显著优点是：本发明通过简单的干法脱氯工

艺，实现了对垃圾焚烧飞灰中氯离子的高效去除，氯离子的去除率高达97％，避免了传统水

洗法带来的二次污染；在去除氯离子的同时，还显著降低了飞灰中二噁英类物质的含量，二

噁英类物质的去除率高达96％。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6] 实施例1

[0017] 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影响

[0018] 垃圾焚烧飞灰的脱氯处理：如图1所示，按照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

0.5:1000、0.7:1000、0.9:1000、1:1000、3:1000、5:1000、5.5:1000、6:1000、7:1000分别称

取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混合，200rpm速率下研磨1小时，得钛掺飞灰；将膨胀珍珠

岩研磨，过200目筛，得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5:100分

别称取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混合后溶于水，搅拌至过二硫酸钠完全溶解，静置3

小时，固液分离，室温条件下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

掺飞灰质量比3:100分别称取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混合，搅拌均匀，然后进行

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照射1小时后，得到脱氯飞灰，其中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气氛为氧

气，作用电压为5kV。

[0019] 氯含量的测定：氯含量按照《建筑用砂》(GB/T  14684-2011)进行测定。

[0020] 二噁英类物质的测定：二噁英类物质按照《固体废物二噁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

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HJ  77.3-2008)进行测定。

[0021] 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计算：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分别按照

公式(1)和公式(2)计算，其中cCl0和cClt分别为垃圾焚烧飞灰中氯含量和脱氯飞灰中氯含

量，cP0和cPt分别为垃圾焚烧飞灰中二噁英类物质含量和脱氯飞灰中二噁英类物质含量。试

验结果见表1。

[0022]

[0023]

[0024] 表1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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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0025]

[0026] 由表1可看出，当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小于1:1000时(如表1中，二

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0.9:1000、0.7:1000、0.5:1000时以及表1中未列举的

更低比值)，掺入的二氧化钛粉末较少，紫外线催化作用下诱发生成的光生空穴和光生电子

较少，使得氯离子氧化效率和二噁英类物质还原脱氯效率降低，最终导致氯去除率和二噁

英类物质去除率均随着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的减少而显著降低。当二氧化

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等于1～5:1000时(如表1中，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

质量比＝1:1000、3:1000、5:1000时)，低温等离子体照射过程伴随着大量热和紫外线的释

放，紫外线可催化二氧化钛，诱发生成光生空穴和光生电子，光生空穴可强化氧自由基生

成，同时可直接氧化氯离子，使其转化为氯气；光生电子可实现飞灰中二噁英类物质还原脱

氯，从而降低飞灰中二噁英物质含量，最终，氯去除率均高于86％，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均

高于85％。当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大于5:1000时(如表1中，二氧化钛粉末

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5.5:1000、6:1000、7:1000时以及表1中未列举的更高比值)，二氧

化钛掺量过高，紫外线催化作用下诱发生成的光生电子较多，待转移光生电子过多，硫酸根

自由基湮灭加快，进一步使得二氧化钛催化氧化性能下降，最终导致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

物质去除率均随着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的进一步增加而显著降低。综合而

言，结合效益与成本，当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等于1～5:1000时，最有利于

提高垃圾焚烧飞灰中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

[0027] 实施例2

[0028] 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影响

[0029] 垃圾焚烧飞灰的脱氯处理：按照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5:1000分别

称取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混合，600rpm速率下研磨2小时，得钛掺飞灰；将膨胀珍

珠岩研磨，过300目筛，得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2.5:

100、3.5:100、4.5:100、5:100、10:100、15:100、15.5:100、16.5:100、17.5:100分别称取过

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混合后溶于水，搅拌至过二硫酸钠完全溶解，静置3小时，固液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11589042 A

5



分离，室温条件下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

比9:100分别称取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混合，搅拌均匀，然后进行低温等离子

体照射，照射3小时后，得到脱氯飞灰，其中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气氛为氧气，作用电压

为27.5kV。

[0030] 二噁英类物质的测定、氯含量的测定、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计算均同

实施例1。试验结果见表2。

[0031] 表2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影

响

[0032]

[0033] 由表2可看出，当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小于5:100时(如表2中，过

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4.5:100、3.5:100、2.5:100时以及表2中未列举的更

低比值)，膨胀珍珠岩粉末上加载的过二硫酸钠较少，在紫外线照射和热催化作用下分解生

成的硫酸根自由基较少，使得氯和含苯环物质氧化效率较低，导致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

质去除率均随着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的减少而显著降低。当过二硫酸钠与

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等于5～15:100时(如表2中，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

＝5:100、10:100、15:100时)，在紫外线照射和热催化作用下，膨胀珍珠岩粉末上加载的过

二硫酸钠分解生成硫酸根自由基，硫酸根自由基可促使氯离子氧化，生成氯气，同时可进一

步氧化含苯环物质，同时硫酸根自由基可通过转移光生电子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二氧化钛催

化氧化性能。最终，氯去除率均高于92％，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均高于90％。当过二硫酸钠

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大于15:100时(如表2中，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

15.5:100、16.5:100、17.5:100时以及表2中未列举的更高比值)，膨胀珍珠岩粉末上加载的

过二硫酸钠过量，在紫外线照射和热催化作用下分解生成的硫酸根自由基较多，使得氯离

子转化为氯气后进一步氧化生成次氯酸盐和氯酸盐，当硫酸根自由基较多时，氯氧化效率

提升不显著，而二噁英类物质还原脱氯效率降低，最终导致氯去除率随着过二硫酸钠与膨

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进一步增加无显著变化，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随着过二硫酸钠与膨

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进一步增加而降低。综合而言，结合效益与成本，当过二硫酸钠与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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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岩粉末质量比等于5～15:100时，最有利于提高垃圾焚烧飞灰中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

物质去除率。

[0034] 实施例3

[0035] 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影

响

[0036] 垃圾焚烧飞灰的脱氯处理：按照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5:1000分别

称取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混合，1000rpm速率下研磨3小时，得钛掺飞灰；将膨胀

珍珠岩研磨，过400目筛，得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15:

100分别称取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混合后溶于水，搅拌至过二硫酸钠完全溶解，

静置6小时，固液分离，室温条件下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

与钛掺飞灰质量比1.5:100、2:100、2.5:100、3:100、9:100、15:100、16:100、17:100、18:100

分别称取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混合，搅拌均匀，然后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射，

照射5小时后，得到脱氯飞灰，其中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气氛为氧气，作用电压为50kV。

[0037] 二噁英类物质的测定、氯含量的测定、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计算均同

实施例1。试验结果见表3。

[0038] 表3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

影响

[0039]

[0040] 由表3可看出，当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小于3:100时(如表3中，

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2.5:100、2:100、1.5:100时以及表3中未列举的

更低比值)，在紫外线照射和热催化作用下生成的硫酸根自由基较少，二氧化钛催化氧化性

能强化受限，导致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均随着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

质量比的减少而显著降低。当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等于3～15:100时(如

表3中，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3:100、9:100、15:100时)，在紫外线照射和

热催化作用下，膨胀珍珠岩粉末上加载的过二硫酸钠分解生成硫酸根自由基，硫酸根自由

基可促使氯离子氧化，生成氯气，同时可进一步氧化含苯环物质，同时硫酸根自由基可通过

说　明　书 5/7 页

7

CN 111589042 A

7



转移光生电子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二氧化钛催化氧化性能。最终，氯去除率均高于95％，二噁

英类物质去除率均高于94％。当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大于15:100时(如

表3中，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16:100、17:100、18:100时以及表3中未列

举的更高比值)，过二硫酸钠过量，而二氧化钛较少，使得二氧化钛催化氧化性能减弱，导致

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随着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进一步增加

而降低。综合而言，结合效益与成本，当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质量比等于3～15:

100时，最有利于提高垃圾焚烧飞灰中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

[0041] 不同垃圾焚烧飞灰的干法脱氯工艺对比

[0042] 本发明的干法脱氯工艺：按照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5:1000分别称

取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混合，1000rpm速率下研磨3小时，得钛掺飞灰；将膨胀珍

珠岩研磨，过400目筛，得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质量比15:

100分别称取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混合后溶于水，搅拌至过二硫酸钠完全溶解，

静置6小时，固液分离，室温条件下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

与钛掺飞灰质量比15:100分别称取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钛掺飞灰，混合，搅拌均匀，然后

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照射5小时后，得到脱氯飞灰，其中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气氛

为氧气，作用电压为50kV。

[0043] 对比例1(不含膨胀珍珠岩粉末和过二硫酸钠)

[0044] 按照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焚烧飞灰质量比5:1000分别称取二氧化钛粉末和垃圾

焚烧飞灰，混合，1000rpm速率下研磨3小时，得钛掺飞灰；将钛掺飞灰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

射，照射5小时后，得到脱氯飞灰，其中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气氛为氧气，作用电压为

50kV。

[0045] 对比例2(不含二氧化钛)

[0046] 将膨胀珍珠岩研磨，过400目筛，得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

岩粉末质量比15:100分别称取过二硫酸钠与膨胀珍珠岩粉末，混合后溶于水，搅拌至过二

硫酸钠完全溶解，静置6小时，固液分离，室温条件下风干，得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按照硫

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垃圾焚烧飞灰量比15:100分别称取硫载膨胀珍珠岩粉末与垃圾焚烧

飞灰，混合，搅拌均匀，然后进行低温等离子体照射，照射5小时后，得到脱氯飞灰，其中低温

等离子体照射的作用气氛为氧气，作用电压为50kV。

[0047] 二噁英类物质的测定、氯含量的测定、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计算均同

实施例1。试验结果见表4。

[0048] 表4不同垃圾焚烧飞灰干法脱氯工艺对氯去除率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的影响

[0049] 不同脱氯工艺 RCl 相对误差 RP 相对误差

本发明 97.24％ ±0.1％ 96.35％ ±0.1％

对比例1 45.37％ ±0.1％ 39.75％ ±0.1％

对比例2 31.75％ ±0.1％ 37.69％ ±0.1％

[0050] 由表4结果可知，通过本发明的干法脱氯工艺所得到的垃圾焚烧飞灰，其氯去除率

和二噁英类物质去除率最高，均远高于对比例1和对比例2，且高于对比例1与对比例2的效

果总和。相比于对比例1，本发明含有膨胀珍珠岩粉末和过二硫酸钠，膨胀珍珠岩粉末上加

载的过二硫酸钠分解生成硫酸根自由基，硫酸根自由基可促使氯离子氧化，生成氯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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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进一步氧化含苯环物质，同时硫酸根自由基可通过转移光生电子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二氧

化钛催化氧化性能。相比于对比例2，本发明含有二氧化钛，低温等离子体照射过程伴随着

紫外线的释放，紫外线可催化二氧化钛，诱发生成光生空穴和光生电子，光生空穴可强化氧

自由基生成，同时可直接氧化氯离子，使其转化为氯气，光生电子可实现飞灰中二噁英类物

质还原脱氯，从而降低飞灰中二噁英物质含量。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本发明工艺中所涉及的

各个不同物质之间的协同作用，使得处理后的飞灰中氯及二噁英类物质的含量最少，有利

于垃圾焚烧飞灰的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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