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6705064 B
(45)授权公告日 2019.07.26
(21)申请号 201611186020 .8
(22)申请日 2016 .12 .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0506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 .05 .24
(73)专利权人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100 湖南省长沙市长沙经济技术
开发区星沙大道15号
(72)发明人 贺长江 何剑雄 曾毅夫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市融智专利事务所(普
通合伙) 43114
代理人 魏娟
(51)Int .Cl .
F23G 5/16(2006 .01)
F23G 5/30(2006 .01)

F23G 5/44(2006 .01)

F23G
F23J
B01D
B01D
B01D
B01D
B01D
B01D
B01D

5/46(2006 .01)
15/02(2006 .01)
53/75(2006 .01)
53/90(2006 .01)
53/70(2006 .01)
53/56(2006 .01)
53/68(2006 .01)
46/02(2006 .01)
53/50(2006 .01)

(56)对比文件
CN 106196081 A ,2016 .12 .07 ,
CN 106196081 A ,2016 .12 .07 ,
CN 102765572 A ,2012 .11 .07 ,
CN 102607035 A ,2012 .07 .25 ,
CN 202101248 U ,2012 .01 .04 ,
JP 特开2013-32905 A ,2013 .02 .14 ,
审查员 韩菲
权利要求书2页

CN 106705064 B

(54)发明名称
一种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
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将生活垃圾在850～950℃下
的下焚烧，
焚烧烟气再和垃圾储藏发酵臭气混合
并在850～1100℃下二次燃烧；
随后降温至300～
420℃、一次除尘后经SCR催化剂反应；
催化反应
后的烟气降温至110～140℃后再经活性炭吸附、
二级除尘和脱酸除雾后排放；
垃圾焚烧过程中 ，
采用高硫燃煤做助燃剂，
并控制焚烧过程中S/C1
摩尔比大于或等于5∶1。采用本发明方法的HCl、
SO 2 、NOx和粉尘的 去除 率高 ，二噁英浓度低于
0 .01ngTEQ/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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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将生活垃圾在850~950
℃下的下焚烧，
焚烧烟气再和垃圾储藏发酵臭气混合并在850~1100℃下二次燃烧；
随后降
温至300~420℃、
一次除尘后经SCR催化剂反应；
催化反应后的烟气降温至110~140℃后再经
活性炭吸附、二级除尘和脱酸除雾后排放；
垃圾焚烧过程中，
采用高硫燃煤做助燃剂，
并控
制焚烧过程中S/Cl摩尔比大于5:1；
所述的SCR催化剂为以二氧化钛为载体、
五氧化二钒为活性组分、
WO3或MoO3为助催化剂
的钒钛体系；
所述的处理方法采用如下的处理系统实施：
所述的处理系统包括通过门隔离的垃圾接纳室和垃圾储藏室；
垃圾焚烧炉为分级燃烧炉排炉，
设有主燃区和二燃室区，
主燃区和二燃室区的炉壁分
别设置有空气入口；
二燃室区的炉壁还设有与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连接的臭气入口，
主
燃区的炉壁还设有用于接纳垃圾储藏室垃圾的垃圾入口；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与余热发电锅炉入口连接，
余热发电锅炉出口与第一袋
式除尘器入口连接；
第一袋式除尘器出口与SCR反应器入口连接，
SCR反应器出口与空气预
热器烟气入口连接，
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通过管路和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连接，
第二袋式
除尘器出口与脱酸除雾塔下部的入口连接；
脱酸除雾塔上部的出口与烟囱连接。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将生活垃圾在850~
900℃下的下焚烧，
焚烧烟气再和垃圾储藏发酵臭气混合并在1000~1100℃下二次燃烧；
随
后降温至360~365℃、
一次除尘后经SCR催化剂反应；
催化反应后的烟气降温至110~120℃后
再经活性炭吸附、二级除尘和脱酸除雾后排放；
垃圾焚烧过程中，
采用高硫燃煤做助燃剂，
并控制焚烧过程中S/Cl摩尔比为10~14:1。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高硫燃煤的含硫量为3~6%。
4 .如权利要求1~ 3任一项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的垃圾接纳室的入口处设置有可封闭的风帘；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内设置有用于将垃圾转运至垃圾焚烧炉的抓斗；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设置在其顶部，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与垃圾焚
烧炉的臭气入口连接的管路上设置有引风机；
垃圾焚烧炉的主燃区和二燃室区的炉壁的空气入口均与空气预热器的空气出口连接，
空气预热器的空气入口和空气来路连接；
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和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的连接管路内喷射有活性炭粉；
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和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的连接管路上还设置有向所述管路内添
加活性炭的加料装置。
5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垃圾焚烧炉为循环流化床焚烧炉；
所述的循环流化床焚烧炉设有主燃区和二燃室区；
主燃
区和二燃室区的炉壁分别设置有空气入口；
二燃室区的炉壁还设有与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
口连接的臭气入口，
主燃区的炉壁还设有用于接纳垃圾储藏室垃圾的垃圾入口；
所述的循
环流化床焚烧炉的烟气出口与余热发电锅炉入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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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
脱酸除雾塔的底部设置有微气泡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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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一种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污染物的处理工艺。
尤其涉及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厂烟气的组合除臭脱硝脱硫除尘除二噁英及重金属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推进，
城市生活垃圾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
而爆发式的增长。2015
年全国积存的城市生活垃圾量就已达200亿吨，
侵占土地面积达近200万亩，
约五分之二的
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中。原有的垃圾填埋场，
大多出现提前封场的现象。城市生活垃圾的无害
化、减量化与资源化处理已成为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我国城市垃圾
未经分捡、
热值较低的特点，
缺点则是通常需添加20％的煤助燃。
由于我国人多地少，
很多
城市开始全面停止新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发电是必由之路，
采用焚烧处理生活垃圾将
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二次污染物，
特别是二噁英、
重金属等，
其中二噁英是最毒的一类化合
物。
同时，
由于生活垃圾具有量大、
成分复杂、
肮脏等特点，
其有机物质在垃圾贮藏坑内易受
到微生物的作用而腐烂发酵，
产生一定量的氨、硫化氢、有机胺、
甲烷等既有异味又有害的
气体。恶臭气体成分在好氧和厌氧条件下均可产生，
但主要的致臭物质来自于厌氧过程，
在
氧气充足时，
垃圾中的有机成分如蛋白质等，
在好氧细菌的作用下产生刺激性气体NH3等；
在氧气不足时，
厌氧细菌将有机物分解为不彻底的氧化产物如含硫的化合物，
像H2S。按照
化学组成，
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0003]
(1)含氧化合物，
如醛、
酮、
酯、
醚、
醇、
酚、
有机酸等；
[0004]
(2)含硫化合物，
如硫化氢，
硫醚、
硫醇等；
[0005]
(3)含氮化合物，
如氨、
胺类；
吲哚、
酰胺等物质；
[0006]
(4)烃类化合物，
包括烷烃、
烯烃、
萜烯、
芳香烃等；
[0007]
(5)卤素及其衍生物。
[0008] 由于恶臭气体成分复杂，
处理装置无法对所有气体进行有效处置且成本较高。
[0009] 这些毒害污染物的排放不仅引起人们对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担忧，
甚至会影响社
会的健康发展。
[0010] 现行垃圾焚烧发电废气治理的工艺大多采用SNCR+半干法脱硫+活性炭粉+布袋除
尘器。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NOx在焚烧炉出口浓度350～500mg/Nm3，
通过燃烧控制技术的使
用，
烟气中NOx的排放浓度可以限制在300-450mg/Nm3，
一部分垃圾发电厂能满足原有的国
家排放标准。所以，
在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初期，
大多数工厂并无安装专门的脱硝设
备。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GB18485-2014代替GB18485-2001的执行，
没设置专用脱硝设备
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已无法满足现行国家排放NOx浓度250mg/Nm3的标准。一般采用SNCR脱
硝，
SNCR脱硝效率约为50-60％，
能达标排放。
随着环保意识逐渐增强、
技术手段不断提高，
各地的排放控制更加严格。特别是在一些省会城市、
沿海发达地区，
如南京和宁波两个城市
的垃圾焚烧项目的烟气排放标准，
尤其是NOx的排放方面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宁波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的NOx排放限值为120mg/Nm3，
南京垃圾焚烧发电顶目的NOx排放限值更低，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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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mg/Nm3。为达到新的要求，
大部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原有工艺技术必要改造升级。半干
法对HCl的去除效率在90～95％左右，
对于从焚烧炉来的HCl浓度达到1000-1200mg/Nm3的
烟气，
勉强能达到50mg/Nm3的排放标准。单用半干法要使其降到欧盟2000标准10mg/Nm3的
排放限值是非常困难的。
同样，
半干法对SO2的去除效率在85％左右，
对于从焚烧炉来的SO2
浓度达到600mg/Nm3的烟气，
单用半干法要使其降到80mg/Nm3的标准是非常困难的。二噁英
治理主要采用方法：
在850℃，
焚烧炉停留两秒以上，
彻底氧化分解，
然后通过急冷锅炉降低
到250℃以下，
避开二噁英再度合成250～500℃温度区间，
然后通过活性炭粉吸附 ，
布袋拦
截方式控制二噁英的排放，
但是仍然存在超标排放的情况，
其急冷锅炉易腐蚀，
成本高。垃
圾贮藏坑内臭气处理难，
费用高的问题。所以急需开发一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气体净化
超低排放系统。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为解决生活垃圾发电厂恶臭熏天，
二噁英超标排放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本
发明提供了一种能够提高垃圾焚烧发电厂整体废气净化超低排放的方法，
可以有效去除生
活垃圾发电厂所产生的废气，
降低生活垃圾焚烧过程产生的NOx、二噁英等有害成分的方
法，
避免环境污染。
[0012] 一种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将生活垃圾在850～950℃下的下
焚烧，
焚烧烟气再和垃圾储藏发酵臭气混合并在850～1100℃下二次燃烧；
随后降温至300
～420℃、
一次除尘后经SCR催化剂反应；
催化反应后的烟气降温至110～140℃后再经活性
炭吸附、二级除尘和脱酸除雾后排放；
垃圾焚烧过程中，
采用高硫燃煤做助燃剂，
并控制焚
烧过程中S/Cl摩尔比大于或等于5∶1。
[0013] 本发明方法中，
通过将所述的垃圾焚烧烟气和垃圾发酵的臭气一并混合后二次燃
烧，
再协同配合于焚烧过程中S/Cl摩尔比的控制，
可有效从源头降低二噁英以及有可能转
化成二噁英的系列衍生产物的产生；
此外再协同配合于所述梯度降温方式，
可有效降低焚
烧烟气中二噁英的产生，
有效降低烟气中的SO2、
NOx等有害成分。
[0014] 生活垃圾主燃区焚烧的温度为850～900℃，
避免温度过高，
加速炉排损坏。
[0015] 作为优选，
将生活垃圾在850～950℃下的下焚烧，
随后再和垃圾储藏发酵臭气混
合并在900～1000℃下二次燃烧。
[0016] 作为优选，
焚烧烟气和垃圾储藏发酵臭气在900～1000℃下二次燃烧。
[0017] 本发明中，
在所述的焚烧温度下，
通过采用高硫燃煤作为助燃剂，
有助于降低二噁
英的生产；
作为优选，
所述的高硫燃煤的含硫量为3～6％。
[0018] 作为优选，
垃圾及臭气在垃圾焚烧炉内焚烧过程中，
控制S/Cl摩尔比为10～14∶1。
[0019] 本发明中，
在所述的S/Cl摩尔比下焚烧，
除可高效降低焚烧烟气的二噁英外，
还有
助于进一步降低SO2、
NOx等有害成分。
[0020] 作为优选，
将二次燃烧的烟气降温至350～370℃；
进一步优选为360～370℃。
[0021] 作为优选，
所述的SCR催化剂以二氧化钛为载体，
五氧化二钒为活性组分，
WO3或
MoO3为助催化剂的钒钛体系。
[0022] 通过本发明所述的SCR催化剂，
配合所述的梯度降温机制，
可进一步降低二噁英的
含量，
且可进一步降低NOx等有害成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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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选，
催化反应后的烟气降温至120～130℃后再经活性炭吸附。
[0024] 本发明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方法，
采用如下的处理系统：
[0025] 所述的处理系统包括通过门隔离的垃圾接纳室和垃圾储藏室；
[0026]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为分级燃烧炉排炉，
设有主燃区和二燃室区，
主燃区和二燃室
区的炉壁分别设置有空气入口；
二燃室区的炉壁还设有与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连接的臭
气入口，
主燃区的炉壁还设有用于接纳垃圾储藏室垃圾的垃圾入口；
[0027]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与余热发电锅炉入口连接，
余热发电锅炉出口与第
一袋式除尘器入口连接；
第一袋式除尘器出口与SCR反应器入口连接，
SCR反应器出口与空
气预热器烟气入口连接，
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通过管路和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连接，
第二
袋式除尘器出口与脱酸除雾塔下部的入口连接；
脱酸除雾塔上部的出口与烟囱连接。
[0028] 本发明方法中，
生活垃圾在所述焚烧炉内分级燃烧，
其中，
主燃区处于缺氧的条件
下燃烧，
生成大量的还原性气体(焚烧烟气) ，
有利于抑制NOx生成，
剩余可燃气体与垃圾发
酵臭气在二燃室区二次风富氧条件下一并燃烧；
并配合所述的高硫燃煤助燃，
可协同降低
垃圾焚烧过程中的二噁英的生成，
同时恶臭气体中的NH3与燃烧产生的NOx在高温情况下发
生SNCR反应，
进而进一步减少烟气中的NOx和臭气中的NH3。此外，
配合所述本系统的其他连
接方式，
更有利于降低焚烧过程中的各有害成分。
[0029] 本发明中，
垃圾接纳室和垃圾储藏室通过可开启和关闭的门隔离；
开启所述的门，
垃圾可卸入所述的垃圾储藏室(本发明中也称作垃圾贮藏坑) ；
垃圾卸入完成后，
关闭所述
的门(也称为坑门)，
防止垃圾贮藏过程发酵的臭气外泄。
[0030] 为进一步避免臭气外泄，
作为优选，
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本发明中也称
为炉烟)二噁英的处理系统，
所述的垃圾接纳室的入口处设置有可封闭的风帘。
[0031] 打开所述的风帘，
垃圾运输装置驶入垃圾接纳室，
随后关闭所述的风帘，
再打开所
述的门卸入垃圾；
通过所述的风帘，
可最大程度地避免垃圾卸载过程中臭气的外泄。
[0032] 本发明中，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还设置有垃圾出口，
所述的垃圾出口与主燃区的炉
壁的垃圾入口连接。
[0033] 本发明所述的处理系统，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内设置有用于将垃圾转运至垃圾焚烧
炉的抓斗。
[0034] 本发明中，
通过所述的抓斗将垃圾储藏室内的垃圾穿过所述的垃圾出口转移至垃
圾焚烧炉的主燃室内焚烧。
[0035] 本发明中，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还可选用循环流化床焚烧炉。所述的循环流化床焚
烧炉设有主燃区(一燃室区)和二燃室区；
主燃区和二燃室区的炉壁分别设置有空气入口；
二燃室区的炉壁还设有与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连接的臭气入口，
主燃区的炉壁还设有用
于接纳垃圾储藏室垃圾的垃圾入口；
所述的循环流化床焚烧炉的烟气出口与余热发电锅炉
入口连接。
[0036] 本发明中，
垃圾和煤在循环流化床焚烧炉的流化风的作用下，
在主燃区处于流化
状态混合，
垃圾与煤在炉膛内混合的更加均匀。
[0037] 本发明中，
垃圾焚烧炉的主燃区和二燃室区的炉壁的空气入口均与空气预热器的
空气出口连接，
空气预热器的空气入口和空气来路连接。
[0038]
另外，
本发明中，
还通过管路将垃圾储藏室的臭气接入垃圾焚烧炉的二燃室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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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设置有助于使臭气成分借助于垃圾焚烧的热量在二燃室区二次风富氧条件下充分焚烧；
有助于降低二噁英的生成。
[0039] 作为优选，
所述的处理系统，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设置在其顶部，
所述的
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出口与垃圾焚烧炉的臭气入口连接的管路上设置有引风机。
[0040] 所述的引风机可将垃圾储藏室的臭气定向吹扫至垃圾焚烧炉内。
[0041]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设置在二燃室的炉壁上；
在二燃室二次燃烧的烟气
经所述的烟气出口流入余热发电锅炉中调质、
降温。焚烧后的烟气经余热发电锅炉降至合
适温度后再经第一袋式除尘器除尘处理，
降低烟气中的重金属飞灰；
所述的第一袋式除尘
器为耐高温布袋除尘器。
[0042]
例如，
所述的第一袋式除尘器优选可耐受370℃及以上的高温，
作为优选，
所述的
第一袋式除尘器的滤袋优选为粉末冶金材料、
不锈钢材料、
高温陶瓷材料中的至少一种。
[0043] 本发明中，
烟气由高温袋式除尘器出口经管道(本发明中所述的管道也称为烟道)
连接到SCR反应器入口。
[0044]
第一袋式除尘器流出的烟气在SCR反应器中催化反应，
SCR反应的催化剂优选为钒
钛系催化剂，
进一步降低有害成分，
例如进一步降低烟气的NOx和二噁英。
[0045] SCR反应为放热反应，
通过采用空气预热器对催化反应后的高热烟气进行再利用。
[0046] 本发明中，
垃圾焚烧炉的主燃区和二燃室区的炉壁的空气入口均与空气预热器的
空气出口连接，
空气预热器的空气入口和空气来路连接。
[0047] 空气预热器包括壳程和管程。
催化后的烟气可流经所述空气预热器的壳程或者管
程。
[0048]
例如，
空气流经空气预热器的壳程，
壳程出口即为所述的空气出口；
SCR反应器输
送来的烟气流经空气预热器的管程，
管程入口即为所述的烟气入口。
[0049] 本发明中，
通过所述的空气预热器一方面能预热垃圾焚烧炉焚烧的空气，另一方
面能降低烟气的温度，
还有助于降低酸气析出。
[0050] 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和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的连接管路内喷射有活性炭粉。
[0051] 所述的活性炭的填充位置优选为所述管路的靠近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端。
[0052] 作为优选，
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和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的连接管路上还设置有向
所述管路内添加活性炭的加料装置。
[0053] 所述的第二袋式除尘器可为常温布袋除尘器。
[0054] 本发明中，
常温布袋除尘器，
其布袋能耐酸，
表面覆膜，用来拦截吸附二噁英的活
性炭及逃逸的含重金属的飞灰。常温布袋除尘器出口经烟道连接到引风机入口，
炉烟由引
风机出口经烟道进入脱酸除雾塔。
[0055] 优选的方案，
脱酸除雾塔采用石灰石石膏法脱酸，
用于脱除酸性气体。
[0056] 本发明中，
作为优选，
所述的脱酸除雾塔的底部设置有微气泡发生器。
[0057] 脱酸除雾塔的碱液中放置所述的微气泡发生器，
脱酸除雾塔的顶部设计了高效除
雾装置，
炉烟由脱酸除雾塔出口经烟道由烟囱排放至大气中。
[0058] 优选的方案，
微气泡发生器在碱液中形成大量的微气泡，
微气泡由水泵打至脱酸
喷嘴，
随雾化液滴喷淋。
由于微气泡进入大气中，
与原来所处的液态环境不一样，
气泡内外
压力急剧改变，
而发生爆破，
爆破过程中能产生瞬时高温，
携带大量的羟基自由基，
能够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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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噁英氧化分解，
SO2氧化为SO3易于脱除，
塔底浆液中的CaSO3氧化为CaSO4 ，
是脱硫反应易
于进行，
NO氧化为NO2易于脱除，
NO2与水反应生成HNO3 ，
在碱液作用下脱除。
[0059] 本发明方法所述的系统中，
所述风帘在运料车驶入时打开，
待运料车驶入到卸料
口，
风帘关闭，
打开垃圾贮藏坑(垃圾贮藏室)的门，
垃圾卸入垃圾贮藏坑，
所述垃圾贮藏坑
内的垃圾由抓斗送入垃圾焚烧炉内(主燃区) ，
所述垃圾贮藏坑内产生的恶臭气体有强力引
风机经烟道送入垃圾焚烧炉内(二燃室区) ，
在炉内高温情况下及二燃室区的二次风的富氧
条件下氧化燃。焚烧炉烟气经出口经烟道连接到余热发电锅炉入口，
所述余热发电锅炉出
口由烟道与高温袋式除尘器(第一袋式除尘器)的入口相连，
所述高温袋式除尘器出口经烟
道连接SCR反应器的气体进口，
SCR反应器的气体出口由烟道连接到空气预热器烟气入口，
所述空气预热器烟气出口经烟道连接到常温袋式除尘器(第二袋式除尘器)入口，
同时在袋
式除尘器入口布置活性炭粉加料装置，
由烟道连接到常温袋式除尘器入口，
所述常温袋式
除尘器出口经烟道连接到引风机入口，
所述引风机出口经烟道连接到脱酸除雾塔的入口，
脱酸除雾塔浆液中植入微气泡发生器，
所述脱酸除雾塔出口经烟道连接到烟囱。
[0060] 本发明方法中，
将垃圾储藏室的垃圾在垃圾焚烧炉的主燃室内在高硫燃煤下850
～950℃下焚烧，
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再在二燃室区内与垃圾储藏室内导入的垃圾发酵臭
气在850～1100℃燃烧反应，
再导入至余热发电锅炉中调质、
降温至300～420℃；
随后再流
经第一袋式除尘器至SCR反应器中催化反应，
催化反应后的烟气流经所述的空气预热器并
降温至110～140℃后再经活性炭吸附、
第二袋式除尘器除尘及脱酸除雾塔后排放。
[0061] 本发明方法中，
通过所述的系统以及配合所述的焚烧温度及余热发电锅炉和空气
预热器的梯度调温，
有助于降低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生产，
且有助于酸性物质等其他有害
成分的吸收；
处理后的烟气有害成分均较低。
[0062] 垃圾贮藏坑内产生的恶臭气体，
在密闭良好的垃圾贮藏坑，
有效防止外泄，
此外，
垃圾贮藏坑内的臭气经强力引风机引入到垃圾焚烧炉内，
借助所述的垃圾焚烧温度，
从而
在二燃室区二次风富氧状态下氧化燃烧为SO2 ，
H2O，
CO2。本发明中，
通过所述的系统和温度
的控制，
可通过以下的几方面从源头上降低二噁英的生成：(1) ，
硫基或氮基物质能钝化二
噁英生成所需的金属催化剂及减少二噁英生成所需的氯源(Cl2) ，
将炉内的Cl2 、SO2 、H2O反
应生成了HCl和SO3 ；(2) ，
在所述的温度条件下，
还可将体系内的SO2、
CuO、
O2反应成CuSO4 ，
从
而降低二噁英生产所需的催化剂CuO，
降低催化剂Cu的活性；(3) ，
NH3能通过改变飞灰表面
的酸性来阻止二噁英的生成，
还能通过形成亚硝酸盐使Cu表面活性降低，
从而抑制了二噁
英的生成，
碱性化合物常用来控制燃烧烟气酸性气体排放，
改变飞灰表面的酸度，
同时抑制
炉内二噁英的排放。
[0063] 本发明中，
在垃圾焚烧炉内，
采用高硫燃煤对垃圾进行助燃。
[0064] 作为优选，
所述的高硫燃煤的含硫量为3～6％。
[0065] 本发明人发现，
通过投加高硫燃煤，
并调控焚烧过程中，
S/Cl摩尔比 ，
有助于进一
步降低焚烧过程二噁英衍生物的生成，
因而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避免二噁英衍生物在余热发
电锅炉在调质降温过程中转化成二噁英。
[0066] 作为优选，
向垃圾焚烧炉中投加高硫燃煤，
并使焚烧过程中垃圾焚烧炉内S/Cl摩
尔比大于或等于5∶1。
[0067] 本发明中，
协同于所述的高硫燃煤及S/Cl摩尔比 ，
配合所述的余热发电锅炉的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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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调质，
调节烟气温度，
有助于多方协同降低烟气中的二噁英含量。此外，
配合本发明所述
的处理系统及处理方法，
还有助于降低处理后的烟气的SO2、
NOx等有害气体。
[0068] 进一步优选，
垃圾及臭气在垃圾焚烧炉内焚烧过程中，
控制S/Cl摩尔比为7～10∶
1。
[0069] 作为优选，
控制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出口的炉烟的温度为900～1100℃。
[0070] 将垃圾焚烧炉的烟气在余热发电锅炉中进行调质降温；
本发明中，
控制余热发电
锅炉的烟气温度在所述的范围内，
有助于进一步降低烟气中重金属飞灰等有害成分，
进而
防止重金属引起后续脱硝反应催化剂中毒。
[0071] 作为优选，
将余热发电锅炉的烟气温度调质在350-370℃。
[0072] 本发明中，
通过所述的余热发电锅炉对烟气的温度的调质，
从而控制进入SCR反应
器的烟气的温度在所述的范围内，
优选为360-370℃。
[0073] 在所述的SCR反应器中，
在催化剂中五氧化二钒的催化，
配合所述的烟气温度，
可
有效脱硝和分解二噁英为CO2、
H2O和HCl。
[0074] 本发明中，
空气预热器利用炉烟的热量，
预热焚烧炉的氧化燃烧所需新风(空气) ，
同时降低炉烟温度至所述的温度，
高于90℃～110℃酸露点。
[0075] 作为优选，
空气预热器的烟气的出口温度为120～130℃。
[0076] 空气预热器的烟气出口输出的烟气经管道(烟道)内的活性炭的吸附后再经第二
袋式除尘器处理。所述的活性炭通过设置在在空气预热器出口和常温布袋除尘器入口间的
烟道上的加料装置投加。
配合所述烟气的温度，
有助于提升活性炭粉对二噁英的吸附。
[0077] 有益效果
[0078] 本发明可以有效去除垃圾焚烧烟发电厂的有害物质，
例如，
HCl的去除率高达98％
及以上，
SO 2的去除率高达96％及以上，
NOx的去除率高达95％及以上，
粉尘的去除率高达
3
99 .9％及以上，
二噁英浓度低于0 .01ngTEQ/Nm ；
避免了环境污染。
附图说明
[0079] 图1为本发明所述的降低生活垃圾焚烧烟气二噁英的处理系统的设备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80] 以下实施例采用如图1所示的处理系统实施：
所述的处理系统包括风帘1，
垃圾贮
藏坑(垃圾贮藏室)2，
强力引风机3，
垃圾焚烧炉4，
余热发电锅炉5，
高温袋式除尘器6，
SCR反
应器7，
活性炭粉加料装置8，
常温布袋除尘器9，
引风机10，
脱酸除雾塔11，
微气泡发生器12，
烟囱13和空气预热器14；
其中，
[0081] 所述的垃圾接纳室的入口处设置有可封闭的风帘1。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2的顶部设
置有臭气出口。
[0082]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4为分级燃烧炉排炉，
设有主燃区和二燃室区，
主燃区和二燃室
区的炉壁分别设置有空气入口；
二燃室区的炉壁还设有与垃圾储藏室2的臭气出口连接的
臭气入口，
主燃区的炉壁还设有用于接纳垃圾储藏室2垃圾的垃圾入口。
[0083]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2的顶部设置有臭气出口，
垃圾储藏室2的臭气出口与垃圾焚烧
炉4的臭气入口连接，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2的臭气出口与垃圾焚烧炉4的臭气入口连接的管
9

CN 106705064 B

说

明

书

7/9 页

路上设置有引风机3。
[0084] 所述的垃圾储藏室2内设置有用于将垃圾通过所述的垃圾入口转运至垃圾焚烧炉
4的抓斗。所述的垃圾焚烧炉4还设置有空气入口和用于接纳垃圾储藏室2垃圾的垃圾入口。
所述的空气入口与空气预热器14空气出口连接，
所述的空气预热器14的空气入口与空气来
路连接；
[0085]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4的烟气出口与余热发电锅炉5入口连接，
余热发电锅炉5出口
与第一袋式除尘器6入口连接；
第一袋式除尘器6出口与SCR反应器7入口连接，
SCR反应器7
出口与空气预热器14烟气入口连接，
空气预热器14烟气出口通过管路和第二袋式除尘器9
入口连接。
[0086] 空气预热器14烟气出口和第二袋式除尘器9入口的连接管路内喷射有活性炭粉。
空气预热器14烟气出口和第二袋式除尘器9入口的连接管路上还设置有补加活性炭的加料
装置8。第二袋式除尘器9出口与脱酸除雾塔11下部的入口连接；
脱酸除雾塔11上部的出口
与烟囱13连接。
所述的脱酸除雾塔11的底部设置有微气泡发生器12。
[0087] 本发明所述的系统中，
所述风帘1在运料车驶入时打开，
待运料车驶入到卸料口，
风帘1关闭，
打开垃圾贮藏坑(垃圾贮藏室)的门，
垃圾卸入垃圾贮藏坑，
所述垃圾贮藏坑内
的垃圾由抓斗送入垃圾焚烧炉4内(主燃室) ，
所述垃圾贮藏坑内产生的恶臭气体有强力引
风机3经烟道送入垃圾焚烧炉4内(二次燃室) ，
在炉内高温情况下及二燃室区的二次风的富
氧条件下氧化燃烧。焚烧炉烟气经出口经烟道连接到余热发电锅炉入口，
所述余热发电锅
炉出口由烟道与高温袋式除尘器(第一袋式除尘器6)的入口相连，
所述高温袋式除尘器出
口经烟道连接SCR反应器7的气体进口，
SCR反应器7的气体出口由烟道连接到空气预热器14
烟气入口，
所述空气预热器14烟气出口经烟道连接到常温袋式除尘器(第二袋式除尘器9)
入口，
同时在第二袋式除尘器9入口端布置活性炭粉加料装置8，
由烟道连接到常温袋式除
尘器入口，
所述常温袋式除尘器出口经烟道连接到引风机10入口，
所述引风机出口经烟道
连接到脱酸除雾塔11的入口，
脱酸除雾塔11浆液中植入微气泡发生器12，
所述脱酸除雾塔
11出口经烟道连接到烟囱13。
具体实施方式
[0088] 以下实施例旨在进一步说明本发明内容，
而不是限制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
[0089] 实施例1为日处理800t/d垃圾焚烧发电厂
[0090] 运料车驶入到卸料口，
风帘关闭 ，
打开垃圾贮藏坑门，
垃圾卸入垃圾贮藏坑，
在强
力引风机的作用恶臭气体无外泄，
垃圾卸料完毕，
垃圾贮藏坑门关闭。强力引风机持续工
作，
将垃圾贮藏坑的恶臭气体送入垃圾焚烧炉内无害化焚烧，
除臭产热。在垃圾焚烧炉主燃
室内加入硫分偏高的燃煤(含硫量为3～6％)助燃，
使S/Cl比提高到5以上，
垃圾在850℃～
900℃下在主燃室内焚烧；
焚烧烟气流经二燃室和垃圾贮藏坑的导入的发酵恶臭气体在850
℃～1100℃进行二次燃烧。
由燃煤与恶臭气体及垃圾中的含硫物质焚烧产生的SO2及NH3阻
止二噁英的生成。焚烧炉出口炉烟温度为850℃～1100℃。烟气量为150000Nm3/h，
污染物
HCl浓度为1000mg/Nm3，
SO 2浓度为800mg/Nm3，
NOx浓度为600mg/Nm3，
粉尘浓度为3000mg/
Nm3。经过余热发电锅炉，
烟气温度降至360℃，
由于焚烧炉内二噁英的生成受到硫基类物质
抑制，
在降温过程中会合成少量二噁英，
二噁英浓度3ngTEQ/Nm3。烟气进入高温袋式除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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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高温除尘器效率达99％，
经除尘后粉尘浓度降至30mg/Nm3以内，
有效拦截含重金属的飞
灰，
防止SCR反应催化剂因重金属导致中毒。烟气由高温除尘器入口经烟道进入SCR反应器，
SCR脱硝效率在90％以上，
经脱硝后烟气中NOx浓度降至60mg/Nm3，
二噁英在SCR催化剂(钒
钛体系)作用下的脱除效率达60％～90％，
烟气中二噁英浓度降至1 .2ngTEQ/Nm3以下，
脱硝
反应为放热反应，
SCR反应器出口烟气温度在360～365℃，
烟气经烟道进入空气预热器。空
气预热器利用烟气余热加热焚烧炉燃烧所需新风，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温度降至130℃，
经
烟道连接到常温袋式除尘器入口。
空气预热器与常温袋式除尘器之间设置了活性炭粉加料
装置，
活性炭粉随烟气进入常温袋式除尘器，
二噁英被活性炭粉吸附 ，
吸附效率达98％。袋
式除尘器的滤袋采用覆膜防酸滤料，
除尘拦截效率达99 .99％，
常温袋式除尘器出口粉尘浓
度低于2mg/Nm3，
二噁英浓度降至0 .04ngTEQ/Nm3。烟气由常温袋式除尘器出口经烟道进入
引风机。普通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效率达90％上，
石灰石石膏脱湿法HCl效率在98％。烟气
由引风机经烟道送入脱酸除雾塔，
在植入微气泡发生器时，
浆液中含大量的微纳米气泡，
微
纳米气泡随浆液喷送到喷嘴口，
随浆液的雾化而离散在空气中，
由于微纳米气泡内外压差
急剧变化而发生爆破，
爆破过程中能产生瞬时高温，
携带大量的羟基自由基，
能够将二噁英
氧化分解，
SO2氧化为SO3 ，
空气中反应生成与塔底浆液CaSO3更易氧化为CaSO4 ，
易于脱硫反
应的进行，
NO氧化为NO2 ，
SO3与NO2在强氧化的雾化碱液下被去除，
进一步提升脱硫、
脱氮、
除
二噁英效率，
在脱酸除雾塔中，
高效除雾器有效拦截液滴与粉尘，
脱酸除雾塔出口HCl浓度
为20mg/Nm3，
SO2浓度为30mg/Nm3，
NOx浓度为30mg/Nm3，
粉尘浓度为2mg/Nm3，
二噁英浓度低
于0 .01ngTEQ/Nm3。
净化后的烟气由烟囱超低排放至大气中。
[0091] 此系统解决了垃圾臭气难处理，
处理成本高。炉内高效抑制二噁英及前驱物生成，
掺烧较便宜的高硫煤，
脱酸脱硝除尘效率高，
各项排放指标远优于国家垃圾焚烧污染物排
放标准。
[0092] 对比例1
[0093]
和实施例1相比 ，
区别在于，
垃圾贮藏坑内的恶臭气体未引入到垃圾焚烧炉(二燃
室)燃烧，
添加的煤为优质煤，
垃圾焚烧炉的出口烟气温度为850～1100℃，
余热发电锅炉出
口的烟气的温度为350～370℃；
无高温袋式除尘器；
空气预热器的烟气的出口温度为120～
130℃，
脱酸除雾塔未植入微气泡发生器脱酸除雾塔出口HCl浓度为45mg/Nm3，
SO 2 浓度为
80mg/Nm3，
NOx浓度为100mg/Nm3，
粉尘浓度为20mg/Nm3，
二噁英浓度低于0 .2ngTEQ/Nm3。且
会引起催化剂中毒，
催化剂使用寿命大大降低，
脱硝效率下降。垃圾贮藏坑内的恶臭气体恶
臭气体成分复杂，
除高温焚烧外无很好单一解决方案。如生物法占地大，
时间长。其他方案
运行费用高；
所述的臭气需另外配置昂贵的恶臭气体处理单元，
需投入大额运行费用，
处理
效果有限。
[0094] 实施例2
[0095]
和实施例1相比 ，
区别在于，
所述的系统中，
所述的垃圾焚烧炉还为循环流化床焚
烧炉。垃圾储藏室的垃圾在垃圾焚烧炉的主燃室内在高硫燃煤，
S/Cl比10～14∶1，
在850～
900℃下焚烧，
焚烧产生的高温烟气再在二燃室区内与垃圾储藏室内导入的垃圾发酵臭气
在1000～1100℃燃烧反应，
再导入至余热发电锅炉中调质、
降温至360～365℃；
随后再流经
第一袋式除尘器至SCR反应器(五氧化二钒为活性物质)中催化反应，
催化反应后的烟气流
经所述的空气预热器并降温至110～120℃后再经活性炭吸附、第二袋式除尘器除尘及脱酸
11

CN 106705064 B

说

明

书

9/9 页

除雾塔后处理。
处理后的烟气的HCl浓度为20mg/Nm3，
SO2浓度为35mg/Nm3，
NOx浓度为30mg/
Nm3，
粉尘浓度为2mg/Nm3，
二噁英浓度低于0 .008ngTEQ/Nm3。净化后的烟气由烟囱超低排放
至大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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