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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

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及

系统，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以电厂锅炉烟气

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2)将所

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在脱硝塔内进行

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

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本发明中的电厂锅炉烟

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

方法及系统，不仅对电厂过滤烟气进行了脱硫脱

硝，而且也使得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得

到了回收利用，使得废浆中的氯元素回收利用转

化为氯酸盐，避免了环境污染，且降低了二次污

染的隐患，降低了处理电厂锅炉烟气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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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2)将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在脱硝塔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厂锅炉烟

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

2.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

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具体为：

11)向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中加入碱液，调节至中性；

12)进行固液分离，分别得到分离开的固相物、液相物；

13)将液相物进行电解，分别得到分离开的氯气、碱溶液；

14)将氯气、碱溶液混合反应，得到所述氯酸盐溶液。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2)与所述步骤13)之间还包括步骤m)：将液相物进行浓缩至

氯离子的浓度为20-100g/L。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3)与所述步骤14)之间还包括步骤n)：将碱溶液浓缩至30～

50mas％。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与所述步骤2)之间还包括步骤j)：通过冷却结晶除去氯酸

盐溶液中的氯化物。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

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2)中的固相物包括硫酸钙、亚硫酸钙，将固相物进行氧化处

理得到石膏。

7.根据权利要求2～6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

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进行接

触反应，得到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的溶液，将该溶液进行喷雾蒸发分离出滤液中

的杂盐，杂盐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得到杂质更少的溶液。

8.根据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

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步骤2)中的脱硫脱硝塔的塔釜与脱硫脱硝塔的塔顶

连接，将脱硫脱硝塔的塔釜液通入到脱硫脱硝塔的塔顶用作通入到脱硫脱硝塔内的电厂锅

炉烟气的淋洗液，控制脱硫脱硝塔的塔釜液的氯酸钠的浓度为1～10mas％。

9.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统，其特征在

于，包括：

氯酸盐制备装置，用于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脱硫脱硝塔，与氯酸盐制备装置连接，将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通入到脱硫

脱硝塔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

硝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氯酸盐制备装置包括：

中和槽，用于向其内通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加入碱液调节至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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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分离器，与中和槽连接，固液分离器用于进行固液分离，分别得到分离开的固相

物、液相物；

电解池，与固液分离器连接，电解池用于将通入的液相物进行电解，分别得到分离开的

氯气、碱溶液；

吸收塔，与电解池连接，在吸收塔内氯气、碱溶液混合反应，得到所述氯酸盐溶液。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

硝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氯酸盐制备装置还包括：

第一浓缩器，第一浓缩器设置于固液分离器与电解池之间，第一浓缩器分别与固液分

离器、电解池连接，第一浓缩器用于将液相物进行浓缩。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

硝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氯酸盐制备装置还包括：

第二浓缩器，第二浓缩器设置于电解池与吸收塔之间，第二浓缩器分别与电解池、吸收

塔连接，第二浓缩器用于将碱溶液进行浓缩。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

硝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脱盐器，脱盐器设置于吸收塔与脱硫脱硝塔之间，脱盐器分

别与吸收塔、脱硫脱硝塔连接，脱盐器用于通过冷却结晶除去氯酸盐溶液中的氯化物。

14.根据权利要求10～13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

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喷雾蒸发器，与脱硫脱硝塔连接，喷雾蒸发器用于将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的

溶液进行喷雾蒸发分离出滤液中的杂盐，杂盐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得到杂

质更少的溶液。

15.根据权利要求9～13任意一项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

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循环泵，循环泵的入口与脱硫脱硝塔的塔釜连

接，循环泵的出口与脱硫脱硝塔的塔顶连接，循环泵将脱硫脱硝塔的塔釜液泵入到脱硫脱

硝塔的塔顶用作通入到脱硫脱硝塔内的电厂锅炉烟气的淋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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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

的方法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电厂锅炉烟气的回收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

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及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国家制定了日益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也加

强了排污收费的管理，为保护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对燃煤烟气进行脱硫脱硝成为刻不容缓

的任务。目前脱硫脱硝的方法很多，可以工业化的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络合吸收法、NaClO2

氧化吸收法、脉冲电晕等离子法、尿素同时脱硫脱硝技术、氯酸氧化法，然而上述方法在进

行电厂锅炉烟气脱硫脱硝时，存在实施成本高且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不足，提供一种电厂锅

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及系统，不仅对电厂过滤烟气

进行了脱硫脱硝，而且也使得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得到了回收利用。

[0004] 解决本发明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

浆与电厂锅炉烟气的回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0006] 2)将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在脱硫脱硝塔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

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

[0007] 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包括：石膏8-13mas％，碳酸钙0.1-0.5mas％，惰性

杂质0.5-2mas％，飞灰1-3mas％，可溶性盐1-4mas％，水分73.5-86.4mas％，其中，氯离子含

量为5000-30000ppm。

[0008] 电厂锅炉烟气包括：固相的烟灰和气相物，烟气中的烟灰含量为25-35mas％。气相

物中硫氧化物的含量为1500-1600mg/Nm3，氮氧化物的含量为750-900mg/Nm3。

[0009]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1)具体为：

[0010] 11)向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中加入碱液，调节至中性；优选的是，碱液为

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氢氧化钾溶液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1] 12)进行固液分离，分别得到分离开的固相物、液相物；

[0012] 13)将液相物进行电解，分别得到分离开的氯气、碱溶液；

[0013] 14)将氯气、碱溶液混合反应，得到所述氯酸盐溶液。优选的是，该混合反应的温度

为60～80℃。

[0014] 烟气中的SO2、SO3溶于水中形成H2SO3、H2SO4。

[0015] 步骤11)中的碱溶液为氢氧化钙溶液，步骤11)中的反应为：

[0016] H2SO4+Ca(OH)2＝CaSO4+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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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H2SO3+Ca(OH)2＝CaSO3+H2O

[0018] 步骤11)中的碱溶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步骤11)中的反应为：

[0019] H2SO4+NaOH＝Na2SO4+H2O

[0020] H2SO3+NaOH＝Na2SO3+H2O

[0021] 步骤11)中的碱溶液为氢氧化钾溶液，步骤11)中的反应为：

[0022] H2SO4+KOH＝K2SO4+H2O

[0023] H2SO3+KOH＝K2SO3+H2O

[0024]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12)与所述步骤13)之间还包括步骤m)：将液相物进行浓缩至

氯离子的浓度为20-100g/L。

[0025]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m)中的浓缩的方法为：将液相物通过离子膜分离进行浓缩；或

者，将液相物通过蒸发进行浓缩。

[0026]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13)与所述步骤14)之间还包括步骤n)：将碱溶液浓缩至30～

50mas％。

[0027]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1)与所述步骤2)之间还包括步骤j)：通过冷却结晶除去氯酸

盐溶液中的氯化物。步骤1)制备的氯酸盐溶液为氯酸钠溶液，氯酸钠溶液中包括氯酸钠，还

包括氯化钠，其中，氯酸钠的浓度为7～10mas％，氯化钠的浓度为20～27mas％。

[0028]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12)中的固相物包括硫酸钙、亚硫酸钙，将固相物进行氧化处

理得到石膏。

[0029] 优选的是，所述步骤2)中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进行接触反应，得到氯

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的溶液，将该溶液进行喷雾蒸发分离出溶液中的杂盐，得到杂

质更少的溶液，该杂质更少的溶液以便废固处理或者将上述杂质更少的溶液排至废水处理

工序进行处理。杂盐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

[0030] 优选的是，将步骤2)中的脱硫脱硝塔的塔釜与脱硫脱硝塔的塔顶连接，将脱硫脱

硝塔的塔釜液通入到脱硫脱硝塔的塔顶用作通入到脱硫脱硝塔内的电厂锅炉烟气的淋洗

液，控制脱硫脱硝塔的塔釜液的氯酸钠的浓度为1～10mas％。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

的系统，包括：

[0032] 氯酸盐制备装置，用于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0033] 脱硫脱硝塔，与氯酸盐制备装置连接，将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通入到

脱硫脱硝塔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

[0034] 优选的是，所述氯酸盐制备装置包括：

[0035] 中和槽，用于向其内通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加入碱液调节至中性；

[0036] 固液分离器，与中和槽连接，固液分离器用于进行固液分离，分别得到分离开的固

相物、液相物；固液分离器为压滤机或真空过滤器。

[0037] 电解池，与固液分离器连接，电解池用于将通入的液相物进行电解，分别得到分离

开的氯气、碱溶液；

[0038] 吸收塔，与电解池连接，在吸收塔内氯气、碱溶液混合反应，得到所述氯酸盐溶液。

[0039] 优选的是，所述氯酸盐制备装置还包括：

[0040] 第一浓缩器，第一浓缩器设置于固液分离器与电解池之间，第一浓缩器分别与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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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分离器、电解池连接，第一浓缩器用于将液相物进行浓缩。

[0041] 优选的是，第一浓缩器为第一蒸发器或第一离子膜分离器。同时得到通过第一离

子膜分离器分离开的可排放净化水。可排放净化水中氯离子的浓度小于1000mg/L。

[0042] 优选的是，所述氯酸盐制备装置还包括：

[0043] 第二浓缩器，第二浓缩器设置于电解池与吸收塔之间，第二浓缩器分别与电解池、

吸收塔连接，第二浓缩器用于将碱溶液进行浓缩。

[0044] 优选的是，第二浓缩器为第二蒸发器或第二离子膜分离器。

[0045] 优选的是，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

系统还包括脱盐器，脱盐器设置于吸收塔与脱硫脱硝塔之间，脱盐器分别与吸收塔、脱硫脱

硝塔连接，脱盐器用于通过冷却结晶除去氯酸盐溶液中的氯化物。

[0046] 优选的是，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

系统还包括：

[0047] 喷雾蒸发器，与脱硫脱硝塔连接，喷雾蒸发器用于将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

盐的溶液进行喷雾蒸发分离出滤液中的杂盐，杂盐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得

到杂质更少的溶液。

[0048] 优选的是，所述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

系统还包括循环泵，循环泵的入口与脱硫脱硝塔的塔釜连接，循环泵的出口与脱硫脱硝塔

的塔顶连接，循环泵将脱硫脱硝塔的塔釜液泵入到脱硫脱硝塔的塔顶用作通入到脱硫脱硝

塔内的电厂锅炉烟气的淋洗液。

[0049] 本发明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

及系统，不仅对电厂过滤烟气进行了脱硫脱硝，而且也使得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

得到了回收利用，使得废浆中的氯元素回收利用转化为氯酸盐，避免了环境污染，且降低了

二次污染的隐患，降低了处理电厂锅炉烟气的成本。

附图说明

[0050]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

气脱硝的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图中：1-中和槽；2-固液分离器；3-第一浓缩器；4-电解池；5-阴极；6-阳极；7-第二

浓缩器；8-吸收塔；9-脱盐器；10-脱硫脱硝塔；11-循环泵；12-结晶分离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

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53] 实施例1

[005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与电厂锅炉烟气的回收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55] 1)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0056] 2)将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在脱硫脱硝塔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

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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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

硝的系统，包括：

[0058] 氯酸盐制备装置，用于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0059] 脱硫脱硝塔，与氯酸盐制备装置连接，将所述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通入到

脱硫脱硝塔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所述电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

[0060] 本实施例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

法及系统，不仅对电厂过滤烟气进行了脱硫脱硝，而且也使得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

浆得到了回收利用，使得废浆中的氯元素回收利用转化为氯酸盐，避免了环境污染，且降低

了二次污染的隐患，降低了处理电厂锅炉烟气的成本。

[0061] 实施例2

[0062]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

炉烟气脱硝的系统，包括：

[0063] 氯酸盐制备装置，用于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为原料制备氯酸盐溶液。

氯酸盐制备装置包括：

[0064] 中和槽1，用于向其内通入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加入碱液调节至中性；

[0065] 固液分离器2，与中和槽1连接，固液分离器2用于进行固液分离，分别得到分离开

的固相物、液相物；固液分离器2为压滤机或真空过滤器。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固液分离器

2为真空过滤器。

[0066] 第一浓缩器3，第一浓缩器3设置于固液分离器2与电解池4之间，第一浓缩器3分别

与固液分离器2、电解池4连接，第一浓缩器3用于将液相物进行浓缩。第一浓缩器3为第一蒸

发器或第一离子膜分离器。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第一浓缩器3为第一离子膜分离器。由于

液相物中的离子的浓度较低，所以第一浓缩器3为第一离子膜分离器。

[0067] 电解池4，与第一浓缩器3连接，电解池4用于将通入的液相物进行电解，分别得到

分离开的氯气、碱溶液；

[0068] 第二浓缩器7，第二浓缩器7设置于电解池4与吸收塔8之间，第二浓缩器7分别与电

解池4、吸收塔8连接，第二浓缩器7用于将碱溶液进行浓缩。第二浓缩器7为第二蒸发器或第

二离子膜分离器。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第二浓缩器7为第二蒸发器。由于碱溶液浓度较高，

所以第二浓缩器7为第二蒸发器。

[0069] 吸收塔8，与第二浓缩器7连接，在吸收塔8内氯气、碱溶液混合反应，得到氯酸盐溶

液。

[0070] 本实施例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

统还包括：脱盐器9，脱盐器9设置于吸收塔8与脱硫脱硝塔10之间，脱盐器9分别与吸收塔8、

脱硫脱硝塔10连接，脱盐器9用于通过冷却结晶除去氯酸盐溶液中的氯化物。

[0071] 本实施例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

统包括：脱硫脱硝塔10，与氯酸盐制备装置连接，将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通入到脱硫

脱硝塔10内进行接触反应，除去电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

[0072] 本实施例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

统还包括：循环泵11，循环泵11的入口与脱硫脱硝塔10的塔釜连接，循环泵11的出口与脱硫

脱硝塔10的塔顶连接，循环泵11将脱硫脱硝塔10的塔釜液泵入到脱硫脱硝塔10的塔顶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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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入到脱硫脱硝塔10内的电厂锅炉烟气的淋洗液。

[0073] 本实施例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系

统还包括喷雾蒸发器12，与脱硫脱硝塔10连接，喷雾蒸发器12用于将氯化物、氯酸盐、硫酸

盐、硝酸盐的溶液进行喷雾蒸发分离出滤液中的杂盐，杂盐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

酸盐，得到杂质更少的溶液。

[0074] 本实施例中，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包括：石膏8-13mas％，碳酸钙0.1-

0.5mas％，惰性杂质0.5-2mas％，飞灰1-3mas％，可溶性盐1-4mas％，水分73.5-86.4mas％，

其中，氯离子含量为5000-30000ppm。

[0075] 电厂锅炉烟气包括：固相的烟灰和气相物，烟气中的烟灰含量为25-35mas％。气相

物中硫氧化物的含量为1500-1600mg/Nm3，氮氧化物的含量为750-900mg/Nm3。

[007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与电厂锅炉烟气的回收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77] 1)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通入到中和槽1中，烟气中的SO2、SO3溶于水中形

成H2SO3、H2SO4，再向中和槽1中的废浆中加入碱液，调节至中性H2SO4+NaOH＝Na2SO4+H2O、

H2SO3+NaOH＝Na2SO3+H2O；具体的，本实施例中的碱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液相物中包括氯离

子、钙离子、硫酸根离子、钠离子。

[0078] 2)将中性的废浆通过传送皮带输送到真空过滤器内进行固液分离，分别得到分离

开的固相物、液相物；固相物包括硫酸钙、亚硫酸钙，将固相物进行氧化处理得到石膏。

[0079] 3)将液相物通入第一离子膜分离器进行浓缩至氯离子的浓度为50g/L，在第一离

子膜分离器内，液相物中的水分子可以通过离子膜，而氯离子、钠离子、硫酸根离子、钙离子

被阻隔在离子膜的一侧，浓缩的液相物为高浓度的杂盐离子溶液，同时得到通过第一离子

膜分离器分离开的可排放净化水，可排放净化水中的氯离子浓度小于50ppm，净化水可以再

利用。

[0080] 4)将浓缩的液相物通入到电解池4内进行电解，分别得到分离开的氯气、碱溶液；

电解池4包括阴极5、阳极6及其中间离子膜隔板。

[0081] 在电极上，阳极6上的放电顺序为：Au3+>Ag+>Hg2+>Cu2+>Pb2+>Fe2+>Zn2+>H+>Al3+>Mg2+

>Na+>Ca2+>K+；阴极5上的放电顺序为：S2->I->Br->Cl->OH->含氧酸根，因此电解装置阳极6上

氯离子放电，产生氯气；阴极5上氢离子放电，产生氢气，氢气通至氢气储罐储存。同时在电

解装置的阴极5得到强碱性电解液，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氢氧化钙。

[0082] 将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中的氯元素进行回收利用，避免了环境污染，同

时副产物氯化钠，为电解反应提纲了价格低廉的原料。

[0083] 5)将阴极5中的电解液通入到第二蒸发器内，电解液中的碱溶液浓缩至30mas％。

[0084] 6)将氯气、浓缩的碱溶液在吸收塔8内逆流接触反应，得到氯酸盐溶液。具体的，混

合反应的温度为70℃。利用电解氯气与热的氢氧化钠反应制备氯酸钠，工艺简单，生产成本

低。

[0085] 热的浓缩的碱溶液吸收氯气生成氯酸钠、氯化钠混合溶液，吸收完毕后混合溶液

中氯酸钠与氯化钠的摩尔比为1:6，吸收过程中随着氯酸钠的生成，氯化钠不断形成，当混

合液中氯化钠的量超过饱和溶解度时，氯化钠析出形成晶体；所述吸收塔8为填料吸收塔8，

填料的形式包括鲍尔环、拉西环，所述吸收塔8顶部设有吸收液喷淋机构，热的浓缩的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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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喷淋机构分布均匀后与氯气接触。

[0086] 7)将氯酸盐溶液通入到脱盐器9中冷却结晶除去氯酸盐溶液中的氯化物。氯酸钠

溶液中包括氯酸钠，还包括氯化钠，其中，氯酸钠的浓度为7～10mas％，氯化钠的浓度为20

～27mas％。具体的，本实施例中通过冷却结晶除去氯酸钠溶液中的氯化钠溶液，10℃时氯

酸钠的溶解度为79.6g/100g水，而氯化钠的溶解度为35.8g/100g水，冷却结晶过程中，当溶

液中氯酸钠的浓度达到20mas％时，会有70mas％以上的氯化钠析出形成氯化钠固体。具体

的，本实施例中的氯酸钠溶液中，NaClO3浓度10mas％、NaCl浓度为27.46mas％，冷却结晶除

去氯酸盐溶液中的氯化物，有利于后续的电厂锅炉烟气中的一氧化氮与氯酸钠反应生成氯

化钠。

[0087] 8)将除去氯化物的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在脱硫脱硝塔10内进行接触反应，

除去电厂锅炉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及残留的硫氧化物，通过脱硫脱硝塔10的塔顶可直接将

除去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的烟气排放。脱硫脱硝塔10的塔顶的烟气中的硫氧化物含量小于

50ppm，氮氧化物含量小于50ppm。氯酸盐溶液与电厂锅炉烟气进行接触反应，得到氯化物、

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的溶液，将滤液用作步骤13)的电解原料，实现了氯元素的回收利

用，避免了二次污染，降低了成本。具体的，本实施例脱硫脱硝塔10内发生接触反应后，得到

氯化钠、氯酸钠、硫酸钠、硝酸钠的溶液，将该溶液通过喷雾蒸发器12进行喷雾蒸发分离出

溶液中的杂盐，得到杂质更少的溶液，该杂质更少的溶液以便废固处理或者将上述杂质更

少的溶液排至废水处理工序进行处理。杂盐包括氯化物、氯酸盐、硫酸盐、硝酸盐。

[0088] 脱硫脱硝塔10的塔釜与脱硫脱硝塔10的塔顶连接，将脱硫脱硝塔10的塔釜液通入

到脱硫脱硝塔10的塔顶用作通入到脱硫脱硝塔10内的电厂锅炉烟气的淋洗液，控制脱硫脱

硝塔10的塔釜液的氯酸钠的浓度为1～10mas％。

[0089] 通过上述方法，本发明排放的烟气达到国家废气排放标准,实现火电厂中的锅炉

烟气的全工况脱硝。

[0090] 接触反应过程利用氯酸盐溶液与烟气中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进行气液接触反

应，将烟气中的低价态的氮氧化物被氧化为高价态的氮氧化物，低价态的硫氧化物被氧化

为高价的硫氧化物，氯酸根离子被还原为低价态的氯离子，高价态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与

氢氧化钠发生中和反应生成相应的盐。所述氯酸盐吸收液的浓度范围为1-10mas％，循环吸

收，可以达到最佳的吸收效果；当吸收液中氯酸根的浓度低于1mas％时，将吸收液输送至后

续的回收系统进行处理。

[0091] 本实施例中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

法及系统，不仅对电厂过滤烟气进行了脱硫脱硝，而且也使得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

浆得到了回收利用，使得废浆中的氯元素回收利用转化为氯酸盐，避免了环境污染，且降低

了二次污染的隐患，降低了处理电厂锅炉烟气的成本。

[0092] 实施例3

[009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使用实施例2中的系统进行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

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与实施例2中的方法的区别为：

[0094] 步骤3)中将液相物通入第一离子膜分离器进行浓缩至氯离子的浓度为20g/L。

[0095] 步骤5)中将阴极5中的电解液通入到第二蒸发器内，电解液中的碱溶液浓缩至

50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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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步骤6)中混合反应的温度为80℃。

[0097] 实施例4

[009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使用实施例2中的系统进行的电厂锅炉烟气脱硫得到的废浆回

收利用与电厂锅炉烟气脱硝的方法，与实施例2中的方法的区别为：

[0099] 步骤3)中将液相物通入第一离子膜分离器进行浓缩至氯离子的浓度为100g/L。

[0100] 步骤5)中将阴极5中的电解液通入到第二蒸发器内，电解液中的碱溶液浓缩至

40mas％。

[0101] 步骤6)中混合反应的温度为60℃。

[0102] 可以理解的是，以上实施方式仅仅是为了说明本发明的原理而采用的示例性实施

方式，然而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对于本领域内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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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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