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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

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源化工艺，是在

脱硫脱硝吸收塔中利用含有氧化剂的碱性吸收

液吸收烟气中SO2和NOx转化为硫酸盐、亚硫酸

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然后将吸收液泵入微氧生

物反应器，利用微生物（硫酸盐还原菌）将硫酸

盐、亚硫酸盐还原成硫化物（S2-），进一步转化为

单质硫，将吸收NOx产生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溶液

转化为氨。将微氧生物反应器产生的含单质硫和

氨混合液，经氨、硫回收系统处理后得到含量较

高的硫磺和氨回收利用，氨和硫回收系统得到的

碱性溶液返回脱硫脱硝吸收塔循环利用。该方法

工艺合理、能耗低、投资和运行费用少、二次污染

小，可达到烟气同时脱硫脱硝并回收单质硫和氨

的目的，是一种较理想的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

资源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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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源化工艺，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1）将烟气中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利用吸收塔吸收，在吸收塔中利用含有氧

化剂的吸收液将烟气中SO2和NOx转化成硫酸盐、亚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

（2）含有上诉吸收SO2和NOx生成硫酸盐、亚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溶液进入微氧生

物反应器，利用硫酸盐还原菌将硫酸盐、亚硫酸盐还原成硫化物（S2-），同时利用硝酸盐异化

还原成氨功能菌将生成的硫化物和吸收产生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转化为氨；

（3）将生物反应器产生的含单质硫和氨混合液分别经硫回收系统、氨回收系统处理后

得到含量较高的硫磺和氨回收利用，硫和氨经分离后产生的碱性溶液返回脱硫脱硝吸收塔

循环利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

源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吸收塔是填料塔或喷淋塔，微氧生物反应器采用活性污泥反应器，氨

回收系统包括蒸馏塔、硫回收系统包括沉淀池和固液分离装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

源化工艺，其特征在于脱硫脱硝吸收过程吸收液是NaOH、NaHCO3、Na2CO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

上与H2O2或NaClO的组合混合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

源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微氧生物反应器中pH值控制在7.5±0 .2，温度控制在25-

45oC，停留时间控制在2-45  h，CODcr:N:S=（2-20）:1:1，溶解氧控制在0-0.2  mg/L。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

源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微氧反应器中微生物所用碳源为乳酸、污泥破解液、高浓度易降解有

机废水，磷源为磷酸二氢盐或磷酸氢二盐。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023661 A

2



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

源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保工程废气净化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

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源化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主要来源于火山爆发、雷电、微生物活动等自然

源及工业、交通运输、农林土壤破坏、化石燃料燃烧等人为活动的人为源，NOx能与碳氢化合

物形成光化学烟雾，产生酸雨、酸雾，损害植被、危害人类健康，同时还会破坏臭氧层，同时

SO2也是酸雨的形成的主要物质。而工业源排放的SO2和氮NOx占人为源的主要部分，因此，采

取一定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工业源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十分重要。

[0003] 工业上应用较多的烟气脱硫脱硝技术是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和选择性催化还原

法(SCR)脱硝组合工艺，但组合工艺设备投资大、运行成本较高、产生二次污染等问题使其

在烟气脱硫脱硝中的应用难度增加。因此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开发更经济高效的烟气脱硫脱

硝技术。用生物技术来完成烟气脱硫脱硝并最终实现烟气硫氮无害化及资源化，具有高效、

低成本、无二次污染等优点，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0004] 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Wageningen农业大学在处理含硫酸盐废水领域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开发了回收单质硫的生物脱硫工艺。荷兰的HTSE＆E和PAQUES公司生物脱硫基础上

开发了烟气生物脱硫技术，即烟气碱液吸收/厌氧–好氧生物转化脱硫工艺，并将这一新技

术应用于烟气脱硫工程。

[0005] 由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邢建民等发明的一种清洁的烟气生物脱硫脱硝方

法及装置专利（CN105561755A），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吸收转化为酸性吸收富液，再想其

中补加有机物，,利用酸性混合液酸化,硫化物被吹脱转化为硫化氢，将产生的硫化氢吹脱

吸收并通过生物硫氧化反应转化为单质硫，而产生的脱硝吸收液利用反硝化作用联合硫酸

盐还原转化为氮气。然而在厌氧环境下反硝化细菌和硫酸盐还原细菌竞争共同的电子供

体，同时崔拖出的硫化氢还需要进一步吸收转化，因而导致了反硝化脱硫技术整体运行效

能的下降；难以保证反硝化脱硫工艺高负荷、高效率的运行。

[0006] 在氧化剂湿法烟气脱硝过程中，氮氧化物通过含有氧化剂的吸收液吸收并氧化成

硝酸盐，含有硝酸盐的脱硝废水直接外排可能带来水污染的问题。

[0007] DNRA过程将硝酸盐转化为氨氮，DNRA是微生物介导途径的一种，但它有别于同化

作用的将N转化为细胞成分过程。与硝酸盐相比，NH4+是更容易被生物利用，是更不稳定的无

机氮形式。Woods早在1938年就已经观察到纯培养条件下Closrridium  welehii的硝酸盐还

原过程具有硝酸盐异化还原到铵（DNRA）的现象。在70  年代以后的一些研究表明，DNRA  过

程可以在土壤、沉积物和消化污泥中进行。Gruca-Rokosz研究显示，河流中亚硝酸盐的积累

主要是由河流底部沉积物中厌氧DNRA  细菌引起的。刘佳等，生物膜中分离出一株能在好氧

条件下异化还原成铵的细菌菌株（Q1-3），证实了DNRA过程可以在好氧环境中发生。Br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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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发现许多微生物可以进行发酵DNRA过程，包括梭状芽胞杆菌，脱硫弧菌，假单胞菌

（Clostridia,  Desulfovibrio,  Vibrio ,  and  Pseudomonas）。DNRA 的另外一种比较特别

的方式是通过无机化能自养硫细菌氧化达到硝酸盐去除的目的，氧化降解的硫形态包括自

由形态硫（H2S、S2-）以及单质S，同时将硝酸盐转化为氨基盐和N2O。Weber等也证实在淡水和

海洋系统研究中，可以知道某些硫氧化细菌可以利用硝酸盐将H2S和单质S氧化为SO42-，而

硝酸盐最终被硫细菌氧化转化为NH4+和N2。目前已经发现的DNRA菌按呼吸类型分为四类:专

性厌氧菌（Closridium  sps ,  Desulfovibriogigas ,  Desulfovibrio  sp,  Veillonella 

alcalescens ,  Wolinellesuccimogenes ,  Selenomonas  ruminantium等）、兼性厌氧菌

（Citrobacter  sp ,  Escherichia  coli ,  Photobacterium  fischeri等）、微嗜氧菌

（Campylobacter  sputoum等）和好氧菌（Pseudomonas  sps ,  Neisseria  subflava , 

Bacillus  sps等）。同时，王爱杰等人在同一个生物反应器内在有氧气存在的条件下将硫酸

盐转化为单质硫，实现了SRB，SOB的微氧条件转化。因此能直接把硝酸盐转化为氨，这也使

得在同一反应器内同时完成硫化物转化为单质硫、硝酸盐转化为氨成为可能。

[0008] 刘定平等一种海水和生物法烟气脱硫脱硝一体化装置（专利申请号 ：

CN201310610594.3）提出了烟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分别利用生物法脱除；另外申请号

为CN201410016624 .2，CN104607029A，CN200810064858 .9，CN105032152A，

CN201320758902.2的中国专利中均有提到利用生物法烟气脱硫脱硝。

[0009] 本发明提出在烟气生物脱硫基础上，仅在脱硫脱硝吸收塔中增加含有氧化剂的碱

性吸收液，然后利用含有氧化剂的碱性吸收液吸收烟气中SO2和NOx转化为硫酸盐、亚硫酸

盐、硝酸盐、亚硝酸盐，随后将吸收液泵入微氧生物反应器，利用生物反应器内的硫酸盐还

原菌将硫酸盐、亚硫酸盐还原成硫化物（S2-），同时利用硝酸盐异化还原成氨功能菌将生成

的硫化物和硝酸盐、亚硝酸盐转化为氨。而越来越多的菌株被发现在微氧、氧条件下可以有

效的将含氮化合物转化为氨，所以可以将微生物硫氮资源化和氧化剂湿法烟气脱硫脱硝结

合起来，在微氧条件下将硫酸盐还原产生的硫化物转化为单质硫、同时将硝酸盐还原为氨，

将单质硫和氨资源化回收利用。

[0010] 该组合工艺是在微生物烟气脱硫工艺基础上，仅需在喷淋塔内增加一些氧化剂既

可实现同时烟气脱除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又可回收单质硫和氨，通过对反应器内加入一

定量的溶解氧，解决了硫化物对反应器内生物的毒性从而是反应器稳定运行，也促进了硝

酸盐异化还原为氨的过程，并且消除了湿法脱硫脱硝带来的污染问题。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

共资源化工艺，该工艺能够在微氧条件下，利用化学吸收剂及微生物的共同作用将二氧化

硫转化成单质硫，氮氧化物转化成氨，即可将污染物去除又可回收单质硫和氨，将污染物二

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资源化。

[0012]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源化工艺，其特征在于：

（1）将烟气中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利用吸收塔吸收，在吸收塔中利用含有

氧化剂的吸收液吸收烟气中SO2和NOx产生硫酸盐、亚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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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含有吸收SO2和NOx产生硫酸盐、亚硫酸盐、硝酸盐、亚硝酸盐的溶液进入微氧生物

反应器，利用硫酸盐还原菌将硫酸盐、亚硫酸盐还原成硫化物（S2-），同时利用硝酸盐异化还

原成氨功能菌将生成的硫化物和硝酸盐、亚硝酸盐转化为氨；

（3）将生物反应器产生的含单质硫和氨混合液分别经硫回收系统、氨回收系统处理后

得到含量较高的硫磺和氨回收利用，硫和氨经分离后产生的碱性溶液返回脱硫脱硝吸收塔

循环利用。

[0013] 吸收塔是填料塔或喷淋塔，微氧生物反应器采用活性污泥反应器，氨回收系统包

括蒸馏塔、硫回收系统包括沉淀池和固液分离装置。

[0014] 脱硫脱硝吸收过程吸收液是NaOH、NaHCO3、Na2CO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与H2O2或

NaClO的组合混合组成。

[0015] 微氧生物反应器中pH值控制在7.5±0.2，温度控制在25-45oC，停留时间控制在2-

45  h，CODcr:N:S=（2-20）:1:1，溶解氧控制在0-0.2  mg/L。

[0016] 微氧反应器中微生物所用碳源为乳酸、污泥破解液、高浓度易降解有机废水，磷源

为磷酸二氢盐或磷酸氢二盐。

[0017] 本发明的效果和益处是：

一种化学吸收结合厌氧好氧转化的同时烟气脱硫脱硝工艺是在生物法脱硫的基础上，

仅需在喷淋塔增加一些氧化剂既可实现同时烟气脱除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又可回收单质

硫和氨，在实现同时烟气脱硫脱硝过程中，回收单质硫和氨，并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资源

化回收。该方法工艺合理、能耗低、投资和运行费用少、不产生二次污染。

附图说明

[0018] 附图是一种化学吸收结合生物转化的同步烟气脱硫脱硝并硫氮共资源化工艺流

程图。

[0019] 图中：1、烟气进口；2、增压风机；3、脱硫脱硝吸收塔；4、脱硫脱硝吸收液循环泵，循

环液出口回流至3；5、微氧生物反应器；6、搅拌系统；7、气体出口；8、硫/氨回收系统；9、硫泥

回收；10、烟气出口；11、加碱液和氧化剂溶液配置系统；12、加碱液泵。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技术方案和附图详细叙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不仅仅局限

于如下实施例。

[0021] 通过工艺中设置的增压风机2将烟气送入脱硫脱硝吸收塔3下部，吸收塔内的含有

氧化剂的氢氧化钠吸收液，在塔内烟气与由塔上部流下的吸收液逆流接触，烟气中的SO2和

NOx被含有氧化剂的氢氧化钠吸收，并氧化成硫酸盐和亚硫酸盐、硝酸盐或者亚硝酸盐，吸

收液泵入到微氧池；在微氧生物池内硫酸盐和硝酸盐（或亚硝酸盐）利用硫酸盐还原菌、硝

酸盐异化还原成氨功能菌将硫化物氧化成单质硫，硝酸盐转化成氨，能够达到同时脱硫脱

硝的目的又能回收单质硫和氨，实现环境保护和废弃物资源化同时达到的目的。

[0022] 经过微生物转化处理后的处理液进入硫回收系统11和氨回收系统12，含有碱性溶

液由循环液输送泵返回吸收塔循环系统，作为脱硫脱硝吸收液循环利用。

[0023]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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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80  t/h的燃煤热电锅炉，烟气流量为10万Nm3/h，SO2含量为1000  mg/Nm3，NO含量为

500  mg/Nm3，烟气温度为130oC，按照本发明的工艺，离开吸收塔时，SO2含量为35  mg/Nm3，NO

含量为50  mg/Nm3；脱硫效率95%以上，脱硝效率90%以上，回收单质硫1158  kg/d，回收氨505 

kg/d。

[0024] SO2吸收塔选用喷淋塔，直径为3.5  m，高为22  m，液气比为15  L/Nm3，吸收过程脱硝

吸收液为NaOH、NaHCO3、Na2CO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与H2O2或NaClO的组合混合组成。

[0025] 微氧生物反应器选用活性污泥法，pH值控制在7.5±0.2，温度控制在25-45oC，停

留时间控制在2-45  h，CODcr:N:S=（2-20）:1:1，溶解氧控制在0-0.2  mg/L。

[0026] 硫回收系统由混凝沉淀系统，硫泥干化系统，硫泥提纯系统组成。

[0027] 氨回收系统由氨蒸馏系统，冷凝系统组成。

[0028] 实施例2

一个200  t/h的燃煤热电锅炉，烟气流量为25万Nm3/h，SO2含量为900  mg/Nm3，NO含量为

400  mg/Nm3，烟气温度为150oC，按照本发明的工艺，离开吸收塔时，SO2含量为35  mg/Nm3，NO

含量为50  mg/Nm3；脱硫效率95%以上，脱硝效率85%以上，回收单质硫2595  kg/d，回收氨

1190  kg/d。

[0029] SO2吸收塔选用喷淋塔，直径为6  m，高为25  m，液气比为15  L/Nm3，吸收过程脱硝吸

收液为NaOH、NaHCO3、Na2CO3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与H2O2或NaClO的组合混合组成。

[0030] 微氧生物反应器选用活性污泥法，pH值控制在7.5±0.2，温度控制在25-45oC，停

留时间控制在2-45  h，CODcr:N:S=（2-20）:1:1，溶解氧控制在0-0.2  mg/L。

[0031] 硫回收系统由混凝沉淀系统，硫泥干化系统，硫泥提纯系统组成。

[0032] 氨回收系统由氨蒸馏系统，冷凝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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