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108546.3

(22)申请日 2019.07.16

(73)专利权人 上海洁懋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 200062 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99号B3

幢806室

(72)发明人 陆大银　

(51)Int.Cl.

B01D 53/75(2006.01)

B01D 53/79(2006.01)

B01D 53/60(2006.01)

B01D 53/68(2006.01)

B01D 53/86(2006.01)

B01D 53/83(2006.01)

B01D 50/00(2006.01)

C02F 9/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

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

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包括垃圾焚烧炉、SNCR脱

硝装置、半干式反应塔、袋式除尘器、饱和蒸汽加

热器、SCR脱硝装置、烟气-烟气换热器、湿式洗涤

塔、湿式电除尘器、废水处理装置、吸收剂输送装

置和吸附剂输送装置。通过本装置提供的一种生

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实现了生

活垃圾焚烧炉烟气的超净排放要求；且通过设置

飞灰处理装置和脱硫废水处理装置，实现污染物

的综合处置和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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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垃圾焚烧炉，用于排出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烟气；

SNCR脱硝装置，设置于所述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管道内，用于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

物；

半干式反应塔，与所述SNCR脱硝装置连通，用于脱除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并降低烟气温

度；

袋式除尘器，与半干式反应塔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的颗粒物；

飞灰处理装置，与半干式反应塔和带式除尘器底部的灰斗连通，用于处理所述半干式

反应塔和所述袋式除尘器收集的颗粒物；

饱和蒸汽加热器，与带式除尘器连通，用于加热烟气，使其达到后续反应装置所需温

度；

SCR脱硝装置，与饱和蒸汽加热器连通，用于进一步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

烟气-烟气换热器，与SCR脱硝装置连通，用于调节烟气温度，使外排烟气成为不饱和烟

气，消除有色烟羽；

湿式洗涤塔，与烟气-烟气换热器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剩余的微量酸性物质；

湿式电除尘器，分别与湿式洗涤塔和烟气-烟气换热器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剩余的细

微颗粒物；

废水处理装置，与湿式洗涤塔和湿式电除尘器连通，用于处理湿式洗涤塔和湿式电除

尘器排出的废水，并将经处理后的净化水输送至湿式洗涤塔回用；

其中，所述半干式反应塔与袋式除尘器之间分别设置有吸收剂输送装置和吸附剂输送

装置，用于向半干式反应塔与袋式除尘器之间的烟道内输送消石灰和活性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飞灰处理装置依次包括飞灰输送装置、飞灰接收贮仓、飞灰稳定化混炼置、飞灰养

护输送机、稳定化飞灰贮仓。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废水处理装置依次包括中和沉淀池、重金属沉淀池、絮凝沉淀池和反冲洗过滤装

置。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气-烟气换热器连接引风机，引风机将烟气输送至烟囱排放。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半干式反应塔包括旋转雾化器，所述旋转雾化器设置在反应塔内部的顶端，与所

述半干式反应塔入口烟道逆向布置，保证石灰浆与烟气中的酸性成分充分反应，同时利用

烟气本身的温度，使得雾化后的石灰浆液完全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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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烟气污染治理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

处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有SO2、HCl、HF、NOx、CO、可吸入颗粒物、二噁英、重

金属等，经过处理的烟气需要达到《生活垃圾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485-2014))与《欧

盟(2000/76/EC)》等排放标准。近年来欧盟标准已经成为国内各新建或改扩建项目基本排

放要求，国内某些污染物重点监控地区的地方标准参数有许多还略严于欧盟标准，因此一

种“超净排放”的概念由此产生。对于垃圾焚烧项目而言，“超净排放”的烟气排放指标为NOx

≤50mg/Nm3、SO2≤35mg/Nm3、HCl≤5mg/Nm3、烟尘≤5mg/Nm3。排放标准的趋严，促使烟气净化

工艺发展，不断探索和研究新的烟气净化处理工艺。

[0003] 目前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基本上采用两种或以上的烟气组合工艺，如半干法+

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吸附二噁英和袋式除尘器除尘等，已很难达到超净排放的要求，且目

前的方法没有明确对副产物如脱硫废水、重金属飞灰的处理的方法。因此急需开发一种新

的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来满足新的排放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通过在传统的

SNCR脱硝、半干法脱酸、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和袋式除尘的装置上增设干法脱酸、活性炭

喷射、湿法脱硫、湿电除尘和SCR脱硝等装置，使得外排烟气达到超净排放的要求，且通过设

置飞灰处理装置和脱硫废水处理装置，对烟气处理装置产生的副产物进行综合处置。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垃圾焚烧炉，用

于排出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烟气；SNCR脱硝装置，设置于所述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管道内，

用于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半干式反应塔，与所述SNCR脱硝装置连通，用于脱除烟气中的

酸性气体，并降低烟气温度；袋式除尘器，与半干式反应塔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的颗粒物；

飞灰处理装置，与半干式反应塔和带式除尘器底部的灰斗连通，用于处理所述半干式反应

塔和所述袋式除尘器收集的颗粒物。饱和蒸汽加热器，与带式除尘器连通，用于加热烟气，

使其达到后续反应装置所需温度；SCR脱硝装置，与饱和蒸汽加热器连通，用于进一步脱除

烟气中的氮氧化物；烟气-烟气换热器，与SCR脱硝装置连通，用于调节烟气温度，使外排烟

气成为不饱和烟气，消除有色烟羽；湿式洗涤塔，与烟气-烟气换热器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

剩余的微量酸性物质；湿式电除尘器，分别与湿式洗涤塔和烟气-烟气换热器连通，用于去

除烟气中剩余的细微颗粒物；废水处理装置，与湿式洗涤塔和湿式电除尘器连通，用于处理

湿式洗涤塔和湿式电除尘器排出的废水，并将经处理后的净化水输送至湿式洗涤塔回用；

其中，所述半干式反应塔与袋式除尘器之间分别设置有吸收剂输送装置和吸附剂输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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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用于向半干式反应塔与袋式除尘器之间的烟道内输送消石灰和活性炭。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飞灰处理装置依次包括飞灰输送装置、飞灰接收贮仓、飞灰稳定化

混炼置、稳定化飞灰养护输送机、稳定化飞灰贮仓。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废水处理装置依次包括中和沉淀池、重金属沉淀池、絮凝沉淀池和

反冲洗过滤装置。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烟气-烟气换热器连接引风机，引风机将烟气输送至烟囱排放。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半干式反应塔包括旋转雾化器，所述旋转雾化器设置在反应塔内

部的顶端，与所述半干式反应塔入口烟道逆向布置，保证石灰浆与烟气中的酸性成分充分

反应，同时利用烟气本身的温度，使得雾化后的石灰浆液完全蒸发。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具有

以下有益效果：

[0012] (1)在传统的SNCR脱硝工艺、半干法脱酸工艺和电袋除尘工艺上增设干法脱酸、活

性炭喷射、湿法脱硫、湿电除尘和SCR脱硝等装置，经本装置处理后的生活垃圾焚烧炉外排

烟气能满足国内外最严格的烟气排放要求，实现烟气的超净排放；

[0013] (2)通过设置飞灰处理装置和脱硫废水处理装置，对烟气处理装置产生的飞灰和

废水等副产物进行处置，且经处理净化后的废水可以回用至湿式洗涤塔，实现了污染物的

综合处置和循环利用。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5]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的具体实施例的

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飞灰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废水处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的另一种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图。

[0019] 附图标号说明：

[0020] 1-垃圾焚烧炉；2-SNCR脱硝装置；3-半干式反应塔；4-吸收剂输送装置；5-吸附剂

输送装置；6-袋式除尘器；7-飞灰处理装置；8-饱和蒸汽加热器；9-SCR脱硝装置；10-烟气-

烟气换热器；11-湿式洗涤塔；12-湿式电除尘器；13-废水处理装置；14-引风机；15-烟囱；

71-飞灰输送装置；72-飞灰接收贮仓；73-飞灰稳定化混炼置；74-稳定化飞灰养护输送机；

75-稳定化飞灰贮仓；131-中和沉淀池；132-重金属沉淀池；133-絮凝沉淀池；134反冲洗过

滤装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以下将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

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22]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包

括：垃圾焚烧炉1，用于排出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烟气，SNCR脱硝装置2，设置于所述垃圾焚烧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0278758 U

4



炉1的烟气出口管道内，用于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半干式反应塔3，与SNCR脱硝装置2连

通，用于脱除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并降低烟气温度；袋式除尘器6，与半干式反应塔3连通，用

于去除烟气中的颗粒物；飞灰处理装置7，与半干式反应塔3和带式除尘器6底部的灰斗连

通，用于处理所述半干式反应塔3和袋式除尘器6收集的颗粒物。饱和蒸汽加热器8，与带式

除尘器6连通，用于加热烟气，使其达到后续反应装置所需温度；SCR脱硝装置9，与饱和蒸汽

加热器8连通，用于进一步脱除烟气中的氮氧化物；烟气-烟气换热器10，与SCR脱硝装置9连

通，用于调节烟气温度，使外排烟气成为不饱和烟气，消除有色烟羽；湿式洗涤塔11，与烟

气-烟气换热器10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剩余的微量酸性物质；湿式电除尘器12，分别与烟

气-烟气换热器10和湿式洗涤塔11连通，用于去除烟气中剩余的细微颗粒物；废水处理装置

13，与湿式洗涤塔11和湿式电除尘器12连通，用于处理湿式洗涤塔11和湿式电除尘器12排

出的废水，并将经处理后的净化水输送至湿式洗涤塔11回用；其中，半干式反应塔3与袋式

除尘器6之间分别设置有吸收剂输送装置4和吸附剂输送装置5，用于向半干式反应塔3与袋

式除尘器6之间的烟道内输送消石灰和活性炭。

[0023] 具体的，如图2所示，飞灰处理装置7依次包括飞灰输送装置71、飞灰接收贮仓72、

飞灰稳定化混炼置73、稳定化飞灰养护输送机74、稳定化飞灰贮仓75。

[0024] 具体的，如图3所示，废水处理装置13依次包括中和沉淀池131、重金属沉淀池132、

絮凝沉淀池133和反冲洗过滤装置134。

[0025] 具体的，如图4所示，烟气-烟气换热器10连接引风机14，引风机14将烟气连接至烟

囱15排放。

[0026] 具体的，半干式反应塔3包括旋转雾化器，旋转雾化器设置在反应塔内部的顶端，

与半干式反应塔3入口烟道逆向布置，保证石灰浆与烟气中的酸性成分充分反应，同时利用

烟气本身的温度，使得雾化后的石灰浆液完全蒸发。

[0027] 示例性的，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处理装置的具体

实施例的具体应用情况如下：

[0028] 含有SO2、HCl、HF、NOx、CO、可吸入颗粒物、二噁英、重金属等污染物的烟气从垃圾

焚烧炉出口处排出，经过设置于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管道内的SNCR脱硝装置，该装置喷

射的还原剂与烟气中的NOx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脱除烟气中的部分NOx，随后进入与SNCR脱

硝装置连通的半干式反应塔。半干式反应塔内部设有用来喷淋石灰浆液的旋转雾化器，设

置在反应塔内部的顶端，与半干式反应塔入口烟道逆向布置，在反应塔内部从上而下喷淋

均匀雾化的石灰浆液，浆液的主要化学成分为Ca(OH)2。通过此种布置方式，可保证石灰浆

与烟气中的SO2、HCl、HF等酸性气体分别与石灰浆液发生酸碱中和反应生成固体盐，并被收

集于半干式反应器底部的灰斗中，同时利用烟气本身的温度，使得雾化后的石灰浆液完全

蒸发，之后烟气进入连接半干式反应塔与袋式除尘器之间的水平烟道处。在该水平烟道处

分别设置有吸收剂和吸附剂的输送装置，用于向半干式反应塔与袋式除尘器之间的烟道内

输送消石灰和活性炭，其中喷射的消石灰可作为当烟气中酸性成分负荷峰值时，去除酸性

物质的保障手段，而喷射的活性炭主要作用为：利用其多孔结构吸附烟气中的Hg等重金属，

以及二噁英等有机化合物。此后烟气进入袋式除尘器，烟气中携带的飞灰，吸附Hg、二噁英

的活性炭，以及未反应的消石灰等颗粒物被袋式除尘器收集于除尘器底部的灰斗中。半干

式反应塔和袋式除尘器底部的灰斗与飞灰处理装置相连。飞灰经飞灰输送装置送至飞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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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贮仓，之后送至飞灰稳定化混炼置，与外加的飞灰螯合药剂进行化学反应，对飞灰进行固

化稳定化处理。经固化稳定化处理后的飞灰通过飞灰养护输送机进入稳定化飞灰贮仓，等

待后续的填埋处理。烟气继续进入与袋式除尘器连通的饱和蒸汽加热器，加热烟气至后续

SCR脱硝反应所需要的温度，并进入SCR脱硝装置进一步脱除烟气中剩余NOx。通过SNCR和

SCR两级脱硝装置，可保证烟气总的脱硝效率在90％以上。SCR脱硝装置后设有烟气-烟气换

热器，用于回收烟气中的热能，降低烟气温度，之后烟气进入湿式洗涤塔，洗涤塔采用喷淋

空塔，并采用石灰石-石膏湿法工艺去除烟气中剩余的微量酸性物质。之后烟气进入与湿式

洗涤塔连接的湿式电除尘器，用于去除饱和湿烟气中携带的粉尘及液滴，防止产生石膏雨

污染。湿式洗涤塔和湿式电除尘器排污水出口连接至废水处理装置，废水依次经过中和沉

淀池、重金属沉淀池、絮凝沉淀池和反冲洗过滤装置的处理，处理产生的污泥送至填埋场后

续处理，净化水输送至湿式洗涤塔作为石灰石浆液喷淋用水循环使用。烟气经湿式电除尘

器捕集粉尘及液滴后，进入烟气-烟气换热器，与SCR脱硝装置出口处的烟气进行热交换，利

用热烟气的能量将较低温饱和湿烟气进行升温，使外排烟气成为不饱和烟气，确保外排的

烟气消除白烟现象。烟气-烟气换热器后连接引风机，引风机将烟气连接至烟囱达标排放，

完成整个焚烧炉烟气超净排放的处理过程。

[002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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