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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

除协同热回收系统，系统主要包括脱硫塔、烟气

冷凝器、热泵、换热装置，脱硫塔里从下到上依次

设置浆液池、入口烟道、浆液喷淋层、烟气冷凝

器、集水槽、冷却凝结水喷淋层、除雾器、出口烟

道。脱硫塔外热泵通过冷却水循环泵与烟气冷凝

器相连接；换热装置与冷却凝结喷淋层连接，同

时还通过冷却凝结水循环泵、自清洗过滤器与集

水箱相连接，集水箱还通过回用水泵与浆液池相

连接。本发明实现可凝结颗粒物去除率75％以

上，烟尘排放浓度低于5mg/Nm3的同时可以回收

烟气冷凝热用于供热等余热利用，其回收热占总

供热量的40～45％，具有节能减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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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脱硫塔以及分

别与所述脱硫塔相连的冷凝热回收系统和冷却凝结水循环系统，所述脱硫塔从下到上依次

设置浆液池、浆液循环泵、浆液循环管、入口烟道、浆液喷淋层、烟气冷凝器、集水槽、冷却凝

结水喷淋层、除雾器、出口烟道，所述冷凝热回收系统包括第一冷却水循环管、冷却水循环

泵、第二冷却水循环管、热泵、供热回水管、供热水管、低压蒸汽进口管、蒸汽凝结水管，所述

冷却凝结水循环系统包括集水管、集水箱、回用水泵、自清洗过滤器、冷却凝结水循环泵、第

一冷却凝结水循环管、换热装置、第二冷却凝结水循环管、除雾器冲洗水管、冷源进口、冷源

出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热泵通过第一冷却水循环管和第二冷却水循环管、冷却水循环泵与所述烟气冷凝

器相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热泵分别与低压蒸汽进口管、蒸汽凝结水管、供热水管、供热回水管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烟气冷凝器包括换热管，所述换热管采用蛇形管形式，换热管长度方向与烟气流向

相互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低压蒸汽进口管与厂区低压蒸汽总管相连接，所述蒸汽凝结水管与厂区蒸汽凝结

水管网相连接，所述供热水管、供热回水管与厂区热水管网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水槽通过集水管与集水箱相连接，所述集水箱通过回用水泵与浆液池相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水箱通过自清洗过滤器、冷却凝结水循环泵、第一冷却凝结水循环管与换热装置

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换热装置通过第二冷却凝结水循环管和除雾器冲洗水管分别与所述冷却凝结水喷

淋层与所述除雾器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1、7或8所述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

征在于:所述换热装置设置冷源进口与冷源出口，所述冷源可以是空气、水或其他冷源。

10.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方法，基于权利要求1-9之一所述的一

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n1.进入脱硫塔的烟气与浆液逆流接触后降温饱和，饱和湿烟气上升至烟气冷凝器；

n2.烟气冷凝器将饱和湿烟气温度降低，饱和湿烟气因温度降低析出的水与可凝结颗

粒物在烟气冷凝器附近凝结长大，凝结长大后的可凝结颗粒物一部分落入浆液池而被脱

除，另一部分随湿烟气继续上升至浆液喷淋层；

n3.浆液喷淋层喷出的低温冷却凝结水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饱和湿烟气析出更多的

水，可凝结颗粒物进一步凝结长大后与冷却凝结水碰撞、洗涤后随冷却凝结水落入集水槽

后进入集水箱；

n4.经浆液喷淋层处理后的烟气进入除雾器，烟气中液滴被除雾器捕集，净化后的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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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出口烟道排除；

n5.烟气冷凝器中的冷却水吸收饱和湿烟气的热量后进入热泵，在热泵中放热降温后

送回烟气冷凝器；

n6.供热回水在热泵中吸收冷却水放出的热量一次升温，同时吸收热泵中蒸汽冷凝热

二次升温，蒸汽冷凝水进入厂区蒸汽凝结水系统处理，升温后的供热回水进入厂区热水管

网，供热结束后降温的供热回水重新进入热泵吸热升温；

n7.定期将集水箱底部冷却凝结水的颗粒水混合液排放至脱硫塔浆液池；经自清洗过

滤处理后的冷却凝结水，通过循环泵输送至换热装置换热降温，冷却凝结水的一部分送入

脱硫塔的喷淋层，另一部分作为脱硫塔除雾器冲洗水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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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节能环保领域，特别是大气污染控制领域中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

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与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在传统煤烟型污染控制上取得了较大成果，以燃煤电厂为例基本实现了

对燃煤烟气中NOx、烟尘和SO2的超低排放。然而燃煤锅炉烟气除含有烟尘与气态的SO2,NOx

等常规污染物外，还存在一类叫可凝结颗粒物的污染物，这一类物质利用现有烟气治理技

术(如SCR脱硝、静电或袋式除尘、湿法脱硫)无法脱除。

[0003] 燃煤排放的颗粒物可分为直接以固态形式排放的可过滤颗粒物(filterable 

particulate  matter，FPM)和可凝结颗粒物(Condensable  Particulate  Matter，CPM)。根

据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的定义，CPM是指在烟道中以气态形式存在，排放至大气立即

冷凝形成的固态或液态颗粒物的物质。从形态上看，CPM主要由气态物质凝聚而成，粒径一

般小于1μm，属于微细颗粒物，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于环境空气中。由于CPM上通常富集各种

重金属(如Se、As、Pb、Cr等)和PAHs(多环芳烃)等污染物，多为致癌物质和基因毒性诱变物

质，危害极大。

[0004] 根据美国Louis  A.Corio团队对美国18家燃煤烟气颗粒物排放结果的分析，烟气

颗粒物中CPM占总颗粒物量平均值为49％，FPM占总颗粒物量平均值为51％。这意味着燃煤

烟气中CPM排放量基本与FPM处于相同水平，而且其在PM10和PM2.5的排放总量中所占份额

更大，不容忽视。然而，目前统计的颗粒物排放只包括FPM，不能代表燃煤颗粒物的真实排放

情况。可以看出控制CPM排放对完整控制燃煤源向环境排放的颗粒物，对真正实现颗粒物减

排有着重大意义。

[0005] 中国专利CN104707432B公开了协同去除烟气中粉尘与可凝结颗粒物的系统与方

法，该专利利用喷淋塔中设置的换热器，使经喷淋形成的饱和湿烟气或近饱和湿烟气降温，

使烟气内部的粉尘与可凝结颗粒物形成液滴且长大后从烟气中分离而去除可凝结颗粒物。

但单独利用换热器降温幅度有限，而且换热后的余热也没有有效利用。

[0006] 中国专利CN204841384U公开一种湿法脱硫零耗水系统，在原脱硫装置的基础上新

增加冷却凝结塔和换热器，在冷却凝结塔将冷却循环水与脱硫塔出口净烟气直接接触换热

降温，并利用喷淋层和除尘器层将冷凝的细小雾滴捕集，实现水的回收，循环水再与空气换

热为冷却水降温，实现从净烟气中回收水，从而达到脱硫系统的零水耗。但是该专利侧重点

在节水，并没有涉及烟气可凝结颗粒的去除，且系统相对复杂，占地面积大。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了弥补上述技术中的局限性，提供了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

同热回收系统，在去除烟气可凝结颗粒物的同时热回收利用，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0008]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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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要包括脱硫塔、

冷凝热回收系统、冷却凝结水循环系统，所述脱硫塔里从下到上依次设置浆液池、浆液循环

泵、浆液循环管、入口烟道、浆液喷淋层、烟气冷凝器、集水槽、冷却凝结水喷淋层、除雾器、

出口烟道，所述冷凝热回收系统包括第一冷却水循环管、冷却水循环泵、第二冷却水循环

管、热泵、供热回水管、供热水管、低压蒸汽进口管、蒸汽凝结水管，所述冷凝热回收系统还

与外部的厂区低压蒸汽总管、厂区蒸汽凝结水管网、厂区热水管网相连接，所述冷却凝结水

循环系统包括集水管、集水箱、回用水泵、自清洗过滤器、冷却凝结水循环泵、第一冷却凝结

水循环管、换热装置、第二冷却凝结水循环管、除雾器冲洗水管、冷源进口、冷源出口。

[0010] 进一步，所述热泵通过第一冷却水循环管和第二冷却水循环管、冷却水循环泵与

所述烟气冷凝器相连接，所述热泵还分别与低压蒸汽进口管、蒸汽凝结水管、供热水管、供

热回水管相连接。

[0011] 进一步，所述烟气冷凝器中换热管采用蛇形管形式，换热管长度方向与烟气流向

相互垂直。

[0012] 进一步，所述低压蒸汽进口管与厂区低压蒸汽总管相连接，所述蒸汽凝结水管与

厂区蒸汽凝结水管网相连接，所述供热水管、供热回水管与厂区热水管网相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集水槽通过集水管与集水箱相连接，所述集水箱通过回用水泵与浆

液池相连接，所述集水箱还通过自清洗过滤器、冷却凝结水循环泵、第一冷却凝结水循环管

与换热装置相连接，所述换热装置还通过第二冷却凝结水循环管和除雾器冲洗水管分别与

所述冷却凝结水喷淋层与所述除雾器相连接。

[0014] 进一步，所述换热装置还设置冷源进口与冷源出口，所述冷源可以是空气、水或其

他冷源。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6] n1 .进入脱硫塔的烟气与浆液逆流接触后降温饱和，饱和湿烟气上升至烟气冷凝

器；

[0017] n2.烟气冷凝器将饱和湿烟气温度降低，饱和湿烟气因温度降低析出的水与可凝

结颗粒物在烟气冷凝器附近凝结长大，凝结长大后的可凝结颗粒物一部分落入浆液池而被

脱除，另一部分随湿烟气继续上升至浆液喷淋层；

[0018] n3.浆液喷淋层喷出的低温冷却凝结水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饱和湿烟气析出更

多的水，可凝结颗粒物进一步凝结长大后与冷却凝结水碰撞、洗涤后随冷却凝结水落入集

水槽后进入集水箱；

[0019] n4.经浆液喷淋层处理后的烟气进入除雾器，烟气中液滴被除雾器捕集，净化后的

烟气通过出口烟道排除；

[0020] n5.烟气冷凝器中的冷却水吸收饱和湿烟气的热量后进入热泵，在热泵中放热降

温后送回烟气冷凝器；

[0021] n6.供热回水在热泵中吸收冷却水放出的热量一次升温，同时吸收热泵中蒸汽冷

凝热二次升温，蒸汽冷凝水进入厂区蒸汽凝结水系统处理，升温后的供热回水进入厂区热

水管网，供热结束后降温的供热回水重新进入热泵吸热升温；

[0022] n7.定期将集水箱底部冷却凝结水的颗粒水混合液排放至脱硫塔浆液池；经自清

洗过滤处理后的冷却凝结水，通过循环泵输送至换热装置换热降温，冷却凝结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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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入脱硫塔的喷淋层，另一部分作为脱硫塔除雾器冲洗水回用。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4] (1)脱硫塔中烟气冷凝器以水为冷源，通过表面换热方式吸收湿烟气热量后在热

泵中放热重新循环利用，水消耗少、无污染。同时烟气冷凝器使饱和湿烟气降温析出大量

水，促使可凝结颗粒物的长大；

[0025] (2)经冷凝后的湿烟气继续与冷却凝结水逆流接触降温，可凝结颗粒物继续降温

凝结长大，同时与冷却凝结水碰撞、洗涤而被进一步脱除，最后经除雾器随液滴再一次被截

留，完成烟气中可凝结颗粒物的去除。

[0026] (3)利用厂区低压蒸汽作为驱动热源，通过吸收式热泵回收冷却水低品位热量，把

烟气冷凝热转移到供热水，实现烟气冷凝热的回收利用。

[0027] (4)集水箱收集的冷却凝结水量用于脱硫饱和湿烟气的进一步降温冷凝，且一部

分补充脱硫塔除雾器冲洗或脱硫浆液水，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

[0028] (5)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的可凝结颗粒

物去除率75％以上，同时也能实现烟尘排放浓度低于5mg/Nm3。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示意图；

[0030] 1—脱硫塔、2—浆液池、3—入口烟道、4—浆液喷淋层、5—烟气冷凝器、6—集水

槽、7—冷却凝结水喷淋层、8—除雾器、9—出口烟道、10—第一冷却水循环管、11—冷却水

循环泵、12—第二冷却水循环管、13—热泵、14—供热回水管、15—供热水管、16—低压蒸汽

进口管、17—蒸汽凝结水管、18—浆液循环泵、19—浆液循环管、20—集水管、21—集水箱、

22—回用水泵、23—自清洗过滤器、24—冷却凝结水循环泵、25—第一冷却凝结水循环管、

26—换热装置、27—第二冷却凝结水循环管、28—除雾器冲洗水管、29—冷源进口、30—冷

源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所要保护的范围并

不限于此。

[0032] 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主要包括脱硫塔(1)、烟气冷凝

器(5)、热泵(13)、换热装置(26)，所述脱硫塔(1)里从下到上依次设置浆液池(2)、浆液循环

泵(18)、浆液循环管(19)、入口烟道(3)、浆液喷淋层(4)、烟气冷凝器(5)、集水槽(6)、冷却

凝结水喷淋层(7)、除雾器(8)、出口烟道(9)。所述热泵(13)通过第一冷却水循环管(10)和

第二冷却水循环管(12)、冷却水循环泵(11)与所述烟气冷凝器(5)相连接，所述热泵(13)还

分别与低压蒸汽进口管(16)、蒸汽凝结水管(17)、供热水管(15)、供热回水管(14)相连接。

所述烟气冷凝器(5)中换热管采用蛇形管形式，换热管长度方向与烟气流向相互垂直。所述

低压蒸汽进口管(16)与厂区低压蒸汽总管相连接，所述蒸汽凝结水管(17)与厂区蒸汽凝结

水管网相连接，所述供热水管(15)、供热回水管(14)与厂区热水管网相连接。

[0033] 本发明所述集水槽(6)通过集水管(20)与集水箱(21)相连接，所述集水箱(21)通

过回用水泵(22)与浆液池(2)相连接，所述集水箱(21)还通过自清洗过滤器(23)、冷却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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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循环泵(24)、第一冷却凝结水循环管(25)与换热装置(26)相连接，所述换热装置(26)还

通过第二冷却凝结水循环管(27)和除雾器冲洗水管(28)分别与所述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

与所述除雾器(8)相连接。所述换热装置(26)还设置冷源进口(29)与冷源出口(30)，所述冷

源可以是空气、水或其他冷源。所述热泵(13)采用吸收式热泵，驱动热源为蒸汽、溴化锂溶

液为吸收剂、水为蒸发剂。

[003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锅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方法，采用上述一种锅

炉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0035] n1 .经入口烟道(3)进入脱硫塔(1)的烟气与浆液喷淋层(4)喷出的浆液逆流接触

后降温饱和，饱和湿烟气上升至烟气冷凝器(5)；

[0036] n2.饱和湿烟气经过烟气冷凝器(5)，利用冷却水作为烟气冷凝器(5)冷源将烟气

温度降低，饱和湿烟气因温度降低析出的水与可凝结颗粒物在烟气冷凝器(5)换热管附近

凝结长大，凝结长大后的可凝结颗粒物一部分随冷凝液落入浆液池(2)而被脱除，另一部分

随湿烟气继续上升至后续的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

[0037] n3.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逆流喷出的低温冷却凝结水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饱和

湿烟气析出更多的水，可凝结颗粒物进一步凝结长大后与冷却凝结水碰撞、洗涤后随冷却

凝结水落入集水槽(6)后进入集水箱(21)；

[0038] n4.经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处理后的烟气进入除雾器(8)，烟气中液滴被除雾器

捕集，从而去除被液滴吸附的剩余可凝结颗粒物，净化后的烟气通过出口烟道(9)排除；

[0039] n5.上述n2步骤中的冷却水经过烟气冷凝器(5)吸收饱和湿烟气的热量后进入热

泵(13)，在热泵中放热降温后送入烟气冷凝器(5)重新吸热，循环工作。

[0040] n6.同时供热回水在热泵(13)中吸收来自冷却水放出的热量一次升温，同时以蒸

汽为驱动热源下吸收热泵(13)中蒸汽冷凝热二次升温，蒸汽冷凝水进入厂区蒸汽凝结水系

统处理，升温后的供热水进入厂区热水管网，进行热回收利用，供热结束后降温的供热回水

重新进入热泵(13)吸热升温，循环工作；

[0041] n7.上述n3步骤中进入集水箱(21)的冷却凝结水中颗粒物经自身重力沉降作用沉

积在集水箱(21)底部，定期利用回用水泵(22)将集水箱(21)底部颗粒水混合液排放至脱硫

塔(1)浆液池(2)；上清液经自清洗过滤器(23)处理后通过冷却凝结水循环泵(24)输送至换

热装置(26)，冷却凝结水在换热装置(26)与外部冷源换热降温后一部分送入脱硫塔(1)冷

却凝结水喷淋层(7)，重新喷淋捕集可凝结颗粒物，循环工作，另一部分作为脱硫塔(1)除雾

器(8)冲洗水回用。

[0042] 本发明脱硫塔(1)入口烟气经浆液喷淋层(4)降温成湿成饱和湿烟气，然后进入烟

气冷凝器(5)；饱和湿烟气经过烟气冷凝器(5)降温而析出的水与可凝结颗粒物在烟气冷凝

器(5)换热管附近凝结长大，凝结长大后的可凝结颗粒物一部分随冷凝液落入浆液池(2)而

被脱除，另一部分随湿烟气继续上升至后续的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冷却凝结水喷淋层

(7)逆流喷出的低温冷却凝结水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饱和湿烟气析出更多的水，可凝结颗

粒物进一步凝结长大后与冷却凝结水碰撞、洗涤后随冷却凝结水落入集水槽(6)后进入集

水箱(21)；经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处理后的烟气进入除雾器(8)，烟气中液滴被除雾器捕

集，从而去除被液滴吸附的剩余可凝结颗粒物，净化后的烟气通过出口烟道(9)排除，此时

可凝结颗粒物去除率75％以上，同时也能实现烟尘排放浓度低于5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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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上述烟气冷凝器(5)中冷却水吸收饱和湿烟气的热量后进入热泵(13)，在热泵中

放热降温后送入烟气冷凝器(5)重新吸热，循环工作。同时供热回水在热泵(13)中吸收来自

冷却水放出的热量一次升温，同时以蒸汽为驱动热源下吸收热泵(13)中蒸汽冷凝热二次升

温，蒸汽冷凝水进入厂区蒸汽凝结水管网处理，升温后的供热水进入厂区热水管网，进行热

回收利用，供热结束后降温的供热回水重新进入热泵(13)吸热升温，循环工作，上述过程的

热泵回收烟气冷凝热占总供热量的40～45％，节能效果明显；进入集水箱(21)的冷却凝结

水中颗粒物经自身重力沉降作用沉积在集水箱(21)底部，定期利用回用水泵(22)将集水箱

(21)底部颗粒水混合液排放至脱硫塔(1)浆液池(2)；上清液经自清洗过滤器(23)处理后通

过冷却凝结水循环泵(24)输送至换热装置(26)，冷却凝结水经换热装置(26)降温后一部分

送入脱硫塔(1)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重新喷淋捕集可凝结颗粒物，循环工作，另一部分作

为脱硫塔(1)除雾器(8)冲洗水回用，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

[0044] 实施例1

[0045] 参照图1，对于容量75t/h的燃煤锅炉，脱硫塔(1)入口理论烟气量约110000Nm3/h，

经浆液喷淋层(4)后的饱和湿烟气的温度降到约50℃，然后进入烟气冷凝器(5)；饱和湿烟

气经过烟气冷凝器(5)，利用水作为冷源，将烟气温度降低约2℃，饱和湿烟气由于温度降低

析出的水与可凝结颗粒物在烟气冷凝器(5)换热管附近凝结长大，凝结长大后的可凝结颗

粒物一部分随冷凝液落入浆液池(2)而被脱除，另一部分随湿烟气继续上升至后续的冷却

凝结水喷淋层(7)；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逆流喷出的低温冷却凝结水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

3～5℃，饱和湿烟气析出更多的水，可凝结颗粒物进一步凝结长大后与冷却凝结水碰撞、洗

涤后随冷却凝结水落入集水槽(6)后进入集水箱(21)；经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处理后的烟

气进入除雾器(8)，烟气中液滴被除雾器捕集，从而去除被液滴吸附的剩余可凝结颗粒物，

净化后的烟气通过出口烟道(9)排除，此时可凝结颗粒物去除率75％以上，同时也能实现烟

尘排放浓度低于5mg/Nm3。

[0046] 上述烟气冷凝器(5)中冷却水吸收饱和湿烟气的热量后进入热泵(13)，在热泵中

放热降温后送入烟气冷凝器(5)重新吸热，循环工作。同时供热回水在热泵(13)中吸收来自

冷却水放出的热量一次升温，同时以蒸汽为驱动热源下吸收热泵(13)中蒸汽冷凝热二次升

温，蒸汽冷凝水进入厂区蒸汽凝结水系统处理，升温后的供热水进入厂区热水管网，进行热

回收利用，供热结束后降温的供热回水重新进入热泵(13)吸热升温，循环工作，上述过程的

热泵回收烟气冷凝热占总供热量的40～45％，节能效果明显；进入集水箱(21)的冷却凝结

水中颗粒物经自身重力沉降作用沉积在集水箱(21)底部，定期利用回用水泵(22)将集水箱

(21)底部颗粒水混合液排放至脱硫塔(1)浆液池(2)；上清液经自清洗过滤器(23)处理后通

过冷却凝结水循环泵(24)输送至换热装置(26)，冷却凝结水在换热装置(26)与外部空气换

热降温4～5℃后一部分送入脱硫塔(1)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重新喷淋捕集可凝结颗粒

物，循环工作，另一部分作为脱硫塔(1)除雾器(8)冲洗水回用。在上述过程中补充脱硫塔除

雾器冲洗或脱硫浆液水约2.4～2.8t/h，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

[0047] 实施例2

[0048] 参照图1，对于300MW机组燃煤锅炉，脱硫塔(1)入口理论烟气量约120000Nm3/h，经

浆液喷淋层(4)后的饱和湿烟气的温度降到约54℃，烟气可凝结颗粒物去除协同热回收系

统与实施例1相似，利用水作为冷源，将烟气温度降低约1℃，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逆流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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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低温冷却凝结水进一步降低烟气温度2～4℃，此时可凝结颗粒物去除率75％以上，同

时也能实现烟尘排放浓度低于5mg/Nm3。热泵回收烟气冷凝热占总供热量的40～45％；进入

集水箱(21)的冷却凝结水在换热装置(26)与外部厂区循环冷却水换热降温4～5℃后一部

分送入脱硫塔(1)冷却凝结水喷淋层(7)，另一部分作为脱硫塔(1)除雾器(8)冲洗水回用。

此过程中补充脱硫塔除雾器冲洗或脱硫浆液水约5.8～6.3t/h，实现水资源重复利用。

[0049] 本发明实现可凝结颗粒物去除率75％以上，烟尘排放浓度低于5mg/Nm3的同时可

以回收烟气冷凝热用于供热等余热利用，其回收热占总供热量的40～45％，具有节能减排

效果。

[0050]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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