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 卷第 1 期
2006 年 1 月

电 站 系 统 工 程
Power System Engineering

Vol.22 No.1
Jan., 2006

文章编号：1005-006X(2006)01-0038-03

城市垃圾焚烧过程中主要污染物的生成和控制*
高宁博 1,2

李爱民 1,2

陈

茗3

（1.大连理工大学环境与生命学院，2.大连理工大学动力系，3.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摘

要：介绍了城市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如二恶英、酸性气体、CO、颗粒物以及重金属的排放特性。分析和探讨各种

污染物的生成机理，并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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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Controlling of Pollutants from Incineration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GAO Ning-bo, LI Ai-min, CHEN Ming
Abstract: Many pollutants produced from incineration process of MSW, such as PCDD/Fs, acid gases, CO, particulate，
carbon monoxide and heavy metals, were presented. The producing and control mechanism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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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别是后两种物质，虽含量很少，但却能对环境造成致命威胁。

言

当前，每年产生的数量巨大的城市生活垃圾（MSW）
对环境管理和污染控制形成了严重挑战，目前世界垃圾正以

主要污染物的产生与防治

2

二恶英的产生与控制

2.1

快于经济增长速度 2.5～3 倍的速度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

二恶英（Doxin）主要由多氯二苯并恶英（PCDDS）和

为 8.24%。有的发展中国家，增速已达 10%以上。我国城市

多氯代二苯并呋喃（PCDFS）组成。每个苯环上可取代 1-4

垃圾年产量已达 1.4 亿 t 以上，且仍以每年 8%～10%的速度

个氯原子，共有 75 个 PCDDS 异构体和 136 个 PCDF 异构

增长。城市生活垃圾存量约为 60 多亿 t，全国已有 200 多个

体（图）。氯原子的数目和相对位置决定了其分子特性。其

城市被垃圾包围。

中毒性最强的是 2、3、7、8-TCDD 其毒性为马钱子碱的 500

直接填埋法、堆肥法以及焚烧法是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
方式。由于土地资源紧张以及填埋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美国

倍、氰化物的 1000 倍，这种物质常温时为无色晶体，微容
于水及大多数有机溶液。容易在生物体内积累并难以排除。

家对 MSW 的卫生填埋处理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根据美国

9

环境保护署（EPA）的统计，美国填埋场的数量从 1986 年

8

至的 6034 个下降到 1993 年的 4482 个，而且有望继续减少

7

[1]

到不到 4000 个 ，这就有必要改进 MSW 的处理方式。我国

6

O

替换方法。由于堆肥技术存在效率低下，堆肥过程无法控制，
对周围环境污染大等缺点这使得焚烧技术处理城市垃圾越
来越受到重视。焚烧法处理城市垃圾可以实现垃圾的无害
化、资源化以及减容化的目的，是城市垃圾处理的一个重要
方向。然而，垃圾焚烧会对大气造成二次污染，随着环境科
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已开始对煤
焚烧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
城市垃圾按化学成分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其可燃成分
含有氯、氯化物以及氮、硫等物质。在垃圾的焚烧过程中会
生成 SO2、NOx、H2S、HCl、重金属、飞灰及有机氯等污染
物，如氯化二苯并二恶英、氯化二苯并呋喃等剧毒物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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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虽然当前填埋法仍为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城市用地
日趋紧张，填埋方式必然逐渐减少，这就需要探求更有效的

9

1

O

b

图

二恶英主要化学结构

二恶英的产生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混入垃圾中的二恶
英物质；二是垃圾焚烧过程中形式的二恶英物质。含氯物质
在低温下的不完全燃烧可能形成了最初的 PCDD/Fs。研究表
明，在底灰颗粒中，像 Cu、Fe 等金属物质在 PCDD/Fs 的形
成过程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很小的有机分子能够吸附在飞
灰颗粒表面最终转化为 PCDD/Fs，氯化物在 PCDD/Fs 的形
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由于 PCDD/Fs 结构稳定且生成量
较小，因此和对尾气中的 PCDD/Fs 捕捉或者破坏其结构相
比，在焚烧过程中阻止其生成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2,3]。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二恶英类的生成一般按以下 3
种方式进行：
第一种方式为高温合成，在高温气相生成。在焚烧炉中
控制炉膛和二次燃烧室温度不低于 850 ℃，且烟气在炉膛
和二次燃烧室的停留时间不小于 2 s，氧气的浓度不低于
6%，并合理控制助燃空气量以及注入位置，可实现 PCD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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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分解。减少烟气在低温区（300～500 ℃）的停留时

浆与热烟气气相接触，经过复杂的传质、传热反应过程，

间，降低焚烧炉尾气排烟温度（小于 200 ℃左右）。

HCl 被脱除。但其成本较高。

第二种方式为从头合成反应。在 250～350 ℃分子氯、

(3)

湿式系统。烟气先经过喷雾干燥塔初洗，通过除尘

氯游离基等前体物以及过渡金属（Ca、Ni、Fe）存在条件下，

器后再进入湿法洗涤吸收塔洗涤，其 HCl 的脱除效率最高，

大分子碳与飞灰基质中的有机或无机氯生成 PCDD/PCDF；

但成本也最高。
应指出，在炉内添加碱性氧化物不仅可达到对 HCl 的

而且飞灰中碳的气化率越高，PCDD 生成量越大。
第三种方式是前体物合成反应。主要是焚烧过程中的不

脱除目的，也对二恶英的生成具有抑制作用。通过石灰石或

完全燃烧产物（PIC）的类前驱物聚氯乙烯、氯苯、多氯苯、

碱性氧化物对 HCl 的吸收，从而阻止 HCl 的进一步分解，

二氯丁稀、环戊稀等以及氯酚类前驱物五氯苯酚、二苯醚和

可有效地降低氯源，起到抑制二恶英生成的作用[4,5]。

多氯二酚等，通过分子重排脱氯、自由基缩合或其他反应等

2.3 NOx 和 SO2 的产生与控制

过程生成。呋喃的生成机理同二恶英类似。

2.3.1

NOx、SO2 的产生

NOx 可分为燃料型 NOx 和热力型 NOx。燃料型 NOx 是

二恶英在人体内积蓄，能引起皮肤痤疮、头痛、失聪、
忧郁、失眠等症状，它也是一种致癌物质，影响人类的生育

指氧和燃料中的氮发生反应生成。而热力型 NOx 是指空气

和发育，损害人类的免疫系统，影响人类正常的内分泌。二

中的 N2 和 O2 在高温下直接反应的生成物。相关反应为：

恶英的控制技术有：①改善燃料条件，使炉内燃料达到能完

4NH3+5O2→4NO+6H2O

全控制二恶英的燃烧状态，采用 3T 技术。即控制炉膛温度，

N2+O2→2NO

延长气体在炉内高温区滞留时间，增加湍流度等；②控制烟

2NO+O2←→2NO2

气温度。当燃烧烟气从余热锅炉中排出后，采用急冷技术使

CxHyOzNw+O2→CO2+H2O+NO+NO2
SO2 通常是垃圾中的含硫化合物焚烧氧化产生。另外，

烟气在 0.2 s 内急速冷却至 200 ℃以下，以越过二恶英易形
成的温度区；③在烟气中喷入活性炭或多孔性吸附剂，可吸

在垃圾的焚烧过程中，有的需要混掺煤粉，这也是生成 SO2

附二恶英，再用除尘器捕集。

的一个原因。SO2 对环境的危害比较大，是形成酸雨的主要

HCl 的生成与控制

来源之一。在还原气氛条件中，垃圾中的 H2S 一般经由如

2.2
2.2.1

HCl 的生成

下的动力学氧化成 SO2 的：

HCl 在常温下为无色、有刺激性气体，极易溶于水而形

H2S→HS→SO→SO2
反应为：2H2S+3O2→2SO2+2H2O

成盐酸，对人、动植物危害很大。排入大气后可形成酸雨，

S+O2→SO2

而燃烧过程中产生的 HCl 会造成受热面的高温腐蚀损毁和
尾部受热面的低温腐蚀。烟气中 HCl 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Cl2+H2O+SO2←→SO3 +2HCl

①有机氯化物如 PVC，塑料等的燃烧所产生的；②垃圾中

CxHyOzSp+O2→CO2+H2O+SO2

的无机氯如 NaCl。一般认为城市固体废弃物中的 NaCl 与其

2.3.2

George Tchobanoglous 等人研究认为，焚烧方式控制包

HCl 生成机理如下：
(1)

有机氯化物（以 PVC 为例）生成 HCl 的总反应为
CxHyClz+O2→CO2+H2O+HCl+不完全燃烧物

(2)

无机氯化物生成 HCl 的反应式为：

NOx 与 SO2 的控制

焚烧尾气中，对 NOx 的控制措施有：

他物质反应生成 HCl 是垃圾焚烧烟气 HCl 的一个主要来源。

括烟气循环方式和低过量空气运行。烟气循环方式指从焚烧
炉中排出的部分尾气重新返回焚烧炉中，低过量空气操作是
指适量控制输入焚烧炉的一次风和二次风，这样使得焚烧炉

2NaCl+nSiO2 +Al2O3+H2O→2HCl+Na2(SiO2)nAl2O3

处于贫氧或气化状态，这时热力型 NOx 的产生就会降低。

2NaCl + mSiO2+H2O→2HCl + Na2(SiO2)m

另外，还可以采用低 NOx 燃烧器，水蒸气喷射法，催化吸

式中 n=4，m=4 或 2。
当垃圾中的 NaCl、N、S、水分含量较高时，HCl 的生

会影响火焰中 O、H、OH 和 HO2 等活性物质的成分比例[6,7]。

成机理为：

2.2.2

收和均相吸收等方法。燃烧过程中，NOx 和 SOx 作为污染物
被释放到大气中。Roesler J F 和 Glarborg P 等人认为，SOx

2NaCl + SO2 + 0.5O2 + H2O→Na2SO4 + 2HCl

因此，高温燃烧中的 NOx、SOx 会和 HCl、H2O 等会发生更

2HCl + 0.5O2←→Cl2 + H2O

复杂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火焰特性和污染物的化学成分。

HCl 的控制

如果对烟气采用碱性物质如 NaOH、Ca(OH)2 等液体或

研究表明，在 850～1050 ℃的炉温范围内向炉内喷入

CaO 固体作吸收剂，并配合适当的除尘措施，是可以使排烟

干粉 Ca(OH)2、Mg(OH)2、醋酸钙等碱性物质作为吸附剂，

在硫化物、氯化物、粉尘等项目上达标的。但其缺点主要是

可减少 HCl 的生成量。其次在烟气处理过程中可采用以下 3

投资与运行费用太高。有研究表明，采用炉内固硫固氯技术，

种方式进行处理。

使焚烧炉中的温度范围及燃料与掺入的钙基类物质的停留

(1)

干式系统。采用石灰乳或碱液在吸收塔内反应脱

除 HCl，反应为：
Ca(OH)2 + 2HCl→CaCl2 + 2H2O
(2)

半干式系统。在喷雾吸收塔内，被雾化了的石灰

时间长，均会给固硫反应创造有利条件。既可降低成本，又
能取得良好的除掉酸性气体的效果。
2.4

CO 的产生与控制
CO 是由于生活垃圾中的可燃物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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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碳氢燃料和氧发生的化学反应的中间产物。可燃物中的碳

法，可向尾气中喷入粉末状的活性炭，其吸附机理是气体分

元素的大部分被氧化成 CO2，但由于垃圾在燃烧气化过程中

子向碳基体扩散，由于分子间范德华力的作用，使扩散来的

炉膛局部供氧不足或温度较低，就会产生 CO 排放到周围环

分子保留在表面，其汞的脱除的效率可达 90%。

境中。当燃烧温度接近 1 500 ℃时，CO 转化成 CO2 的平衡

(2)

降温使重金属自然凝聚成核或冷凝成粒状物后被

常数会降低，造成 CO 浓度明显升高。另外，有研究表明，

除尘设备捕集；重金属以固态、液态和气态的形式进入除尘

燃烧过程中 CO 的浓度和 PCDD/Fs 的浓度大小有一定关联，

器，当烟气冷却时，气态部分转变为可捕集的固态或液态。

在经常性的生产中大致可以借助 CO 的浓度指标控制监测
PCDD/Fs 的浓度。关于 CO 的主要反应有：

(3)

属化合物。对挥发性较强的重金属如 Hg 的控制却相对较难。

3C+2O2→CO2 +2CO

瑞典一个垃圾焚烧厂利用“湿法净化+静电除尘+后续冷却”

C+CO2→2CO

的工艺使汞（固态+气态）的排放浓度降低为 0.01 mg/Nm3。

C+H2O→2CO+H2
循环流化床技术使生活垃圾被包围在沸腾状的床砂中，
强化了炉内燃烧，使物料能充分地与氧反应。同时通过提高

(4)

从而降低 CO 的排放。

除尘设备捕集。

3

粒状物、重金属的产生与控制
粒状物的产生机理与控制

2.5.1

生活垃圾在焚烧过程中，由于高温热分解、氧化的作用，
燃烧物及其产物的体积和粒度减小。其中的不可燃物大部分

催化转变，改变重金属种类，使饱和温度低的重金

属元素形成饱和温度高的且较易凝结的氧化物或络合物，被

二次风压头，保证其有很大的穿透深度，使燃烧更充分完全，
2.5

将尾气通过湿式洗涤塔，去除其中水溶性的重金

结

论

(1)

城市垃圾成分复杂，在其焚烧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多

种污染物，不仅会产生 PCDDS/PCDFS 等对环境造成严重危
害的微量污染物，而且还会产生 HCl、NOx、SO2、CO、粒
状物、重金属等污染物。

滞留在焚烧炉炉排上以炉渣的形式排出，一部分质小体轻的

(2)

PCDDS/PCDFS 主要是由于城市垃圾中存在含氯

物质在气流携带及热泳力的作用下，与焚烧炉产生的高温气

化合物所致。通过控制垃圾焚烧条件、尾气处理，以及吸附

体一起在炉膛内上升，经过与锅炉的热交换后从锅炉出口排

固化等方法防治，但二恶英类污染物的机理性的控制手段还

出，形成含有颗粒物即飞灰的烟气流。

未成熟。

垃圾焚烧的粒状物的控制主要有静电分离、过滤、离心

(3)

NOx、SO2、以及颗粒物可以用较为成熟的烟气处

沉降及湿法洗涤。常用的设备有布袋除尘器、静电除尘器及

理技术进行治理。重金属的控制主要是用除尘器或使用相应

文丘里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对粒径 1μm 以下的颗粒物的除

的吸附剂处理，国外一些相关技术值得借鉴。

尘效果优于静电除尘器。对烟尘、重金属、二恶英等有机物

(4)

焚烧炉的焚烧方式、炉型的选择，炉温和湍流度，

类污染物有较好的除尘效果。国外研究表明，静电除尘器可

以及停留时间和除尘技术等因素对影响垃圾焚烧污染物的

使颗粒物的浓度控制在 45 mg/Nm3 以下；文丘里除尘器虽然

排放有重要影响。

□

有很高的除尘效果，但对其后续废水的处理费用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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