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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高炉炼铁系统维修与改造技术交流会暨炼铁新技术推广应用研讨会

高炉区域超低排放
兼顾节能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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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钢企不实现超低排放是否还能生存？

② 钢铁已经有全流程的超低排放示范企业可借鉴

③ 超低排放改造需要投资多少、成本增加多少？以年产1000万吨

钢的示范企业为例，一次投资需要30亿元、吨钢成本至少增加

100元，每年增加成本10亿元，相当于吨钢利润的数值。成本

主要是电耗增加

④ 有没有不需要自己投资、不增加成本、或成本低的改造方案？

⑤ 介绍烟气循环利用、烟气喷雾蒸发冷却/喷雾干燥和多功能喷淋

洗涤技术，探讨在高炉区域超低排放改造中的打补丁应用

1、概述



1、概述：超低排放后的深度净化

烟气成分 N2 O2 CO2 H2O T SO2 NOx PM

燃煤烟气量，
kg/t

10070 870 2610 1102 0.35 0.5 0.05

超低排放 脱硫 脱硝 除尘

超洁净排放 总量减排 除湿 余热回收 脱硫 脱硝 除尘

近零排放 总量减排 低碳 除湿 脱硫 脱硝 除尘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N2 CO2 O2 H2O SO2 NOx PM

燃煤烟气量，kg/t

0

0.1

0.2

0.3

0.4

0.5

0.6

SO2 NOx PM

超低排放

吨煤排放量不超过1kg/t

a) 不控制排放烟气水分

b) 外排烟气余热不控制

c) 二氧化碳减排有目标，办法不多

d) 没有控制烟气总量



1、烟气超低深度净化的任务

控制项目 各种烟气 清洁空气 全国排放量 任务

颗粒物 0.01mg/Nm3   超低除尘

二氧化硫 微量   超低脱硫

氮氧化物 微量   超低脱硝

臭氧 微量   温室气体

二噁英 微量   除有机废气

VOC 微量   除有机废气

汞等重金属 微量   除重金属

氟氯等酸性气体 微量   除酸

二氧化碳 0.00222% 超100亿吨 低碳

水分 13g/Nm3 超100亿吨 凝水和溶解盐

温度 25°C 煤热值50% 烟气余热回收

烟气总量 吨钢43吨 吨煤13吨



2、现有技术

重力/旋风

烟罩密封

烟罩密封

布袋/湿法

布袋

布袋/电除尘器

除氯

直排烟罩

高炉出铁场

高炉水冲渣

高炉煤气

高炉上料

烟道 直排直排
1. 超低排放

2. 节电

3. 资源回收利用

热风炉

需增余热回收、脱白

需增脱硫脱硝、或高炉煤气脱硫



3、超低排放可选择技术方案

喷雾除尘

喷淋洗涤

＋

① 出铁场：皱褶滤袋、滤筒

② 高炉上料：高效电除尘

③ 高炉水冲渣：风冷冷凝、喷淋冷凝

④ 热风炉烟气：干法、湿法脱硫脱硝

⑤ 高炉煤气：脱硫脱氯

问题：

1、如何除湿？

2、如何回收余热？

3、如何节电？

4、如何低碳？

5、如何回收资源？

可选择技术方案
补丁式、旁路式



4、首推实用技术：烟气循环利用

① 烟气循环利用源头减量技术就是将不处理、或简单处理后的烟气返回工序循环利用，

从而实现烟气的源头减量

② 目前烧结机烟气循环利用已经成为行业推荐采用技术，正在迅速推广应用，实际应该

结果，可以减少烟气处理量40%，如图所示，采用烟气循环利用，超低排放改造需处

理烟气量就只有原来的60%，最大限度保留利用现有烟气处理设施，通过选择氮氧化

物浓度高的部分循环，还可以降低入口浓度，有可能就不用上脱硝，既使上投资和运

行成本都会降低

③ 钢铁行业大部分烟气可以100%循环利用，实现零排放，高炉区域比如出铁场除尘、

上料除尘、高炉水冲渣蒸汽，甚至热风炉烟气、高炉煤气也可以大部分循环利用



① 我国钢铁行业节水，吨钢耗新水从40t/t，减少到4t/t以下，钢产量翻倍，但行业新

水消耗总量没有增加

② 钢铁长流程平均吨钢排放烟气量34650Nm3/t[2] (折合43.7t/t)，采用循环利用至少

可以减少50%

③ 最终目标减量90%

烟气循环源头减量目标

参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和东北大学的相关研究



4、推荐实用技术之二：多功能喷淋洗涤
取样检测：5.1mg/Nm3
在线监测：3.9mg/Nm3

1. 烟气在管道内采用细雾喷雾达到饱和、过饱和，细颗粒粉尘凝聚长大、酸性气体成分液化氧化

2. 管道喷水使烟气进一步冷却、水蒸汽冷凝，温湿度降低，粉尘颗粒进一步凝聚后被冷凝水吸附

3. 喷淋水引射烟气冲击进入蓄水面下，烟气中的粉尘颗粒、酸性气体被蓄水吸收

4. 不凝气通过除雾、脱白后排放（可选择）

多功能：除尘、脱硫、脱硝、换热、除湿、除酸、除重金属、除有机污染物



4、推荐实用技术之三：
        干雾抑尘、喷雾干燥技术

2000、3200高炉出铁场除尘

除尘前 除尘后

开铁口（正常状态） 16.912 mg/Nm³ 1.466 mg/Nm³

堵铁口（正常状态） 20.931 mg/Nm³ 2.175 mg/Nm³



布袋除尘系统节电（参考图）

出钢 炉口 加料

转

炉

屋顶罩

 布袋

除尘器
风机 烟囱

控制器

FDS加压

控制器 水箱

补水或供水管路

转炉二次除尘系统：喷雾+屋顶罩收尘换气装置示意图

喷淋洗涤

高炉出铁场、高炉上料、高炉水冲渣、重力除尘放灰、皮带转运站等等



高炉上料除尘，旁通替换布袋除尘器：节电50%

用布袋时
岗位粉尘

喷淋洗涤后
岗位

喷淋前烟囱
喷淋后烟囱



用户检测报告



烧结机机尾除尘：原电除尘+多功能喷淋洗涤

湿式静电除尘器 直接喷淋洗涤除尘



参考案例
 用途：两台210平烧结机尾除尘

 处理烟气量：50万 m3/h

 入口烟气温度：80-150℃

 入口烟气粉尘浓度：80-150mg/Nm3

 出口烟气浓度：≤10mg/Nm3

 出口排烟温度：~40℃

 系统阻损：0.5kPa

 水质：浊循环水

 循环水量：200t/h

 水温：≤30℃

 外排泥浆：~10t/d（送原料系统利用）

在线监测采样检测



1、粉尘浓度10mg/m3以下

2、占地面积小、改造施工时间

短、可不停产施工

3、投资少50%

4、运行费用低50%

5、无扬尘和二次污染，收集的

泥浆可以直接利用

参考案例：用户使用意见



①脱硫塔进口烟道     ②雾喷枪     ③脱硫塔     ④协同净化器进口管道      ⑤雾喷枪      
⑥水喷枪                       ⑦混合枪     ⑧沉淀池      ⑨净水池          ⑩除雾器       ⑾烟囱

参考案例：烧结机机头、竖炉湿法脱硫



净化前：

1、风机风量：480000 m³/h

2、脱硫塔出口温度：～58℃

3、脱硫塔入口烟气含尘浓度：≤120mg/Nm³

4、脱硫塔出口SO2：～ 160mg/m³

5、脱硫塔出口NOx:～150 mg/m³

净化后：

1、烟囱出口烟气含尘浓度：≤20mg/Nm³

2、本设备阻力：≤150Pa

参考案例：92㎡烧结机机头脱硫烟气净化



净化前：

1、风机风量：250000 m³/h

2、脱硫塔出口温度：～58℃

3、脱硫塔入口烟气含尘浓度：≤120mg/Nm³

4、脱硫塔出口SO2：～ 160mg/m³

5、脱硫塔出口NOx:～150 mg/m³

净化后：

1、出口烟气含尘浓度：≤20mg/Nm³

2、本设备阻力：≤150Pa

参考案例：10㎡竖炉湿法脱硫后烟气净化



参考案例：92㎡烧结机机头、竖炉湿法脱硫烟气净化



参考案例：2x130t+1x220t燃煤锅炉湿法脱硫系统

湿法脱硫塔后喷淋换热洗涤+热泵回收低温余热



参考案例

 用途：两台130吨+1台220吨锅炉

 处理烟气量：120万 m3/h

 入口烟气温度：~50℃

 出口粉尘浓度： ≤10mg/Nm3

 出口SO2浓度：17mg/Nm3

 出口NOx浓度：55mg/Nm3

 出口排烟温度：39℃

 系统阻损：0.4kPa

 循环水量：1800t/h

 水温：≤30℃

 排水用途：制浆和工艺补水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 总包投资：2880万元

• 增加供热能力：15%

• 提高燃煤综合效率：7%

• 年净效益：760万元



高炉渣雾淬粒化技术

① 采用压缩空气、或高压雾化水实现熔渣粒化

② 粒化化渣落入循环水中、或喷雾进一步冷却

③ 通过循环水回收凝水和余热，或通过热风回收余热 喷雾干燥技术

a) 回收高炉渣余热：吨渣60kg标准煤

b) 处理难处理废水：吨渣吨水

c) 循环利用二氧化碳



高炉炼铁碳循环工艺

① 热风炉烟气循环富集、分离二氧化碳

② 二氧化碳加压用于高炉渣雾淬粒化，并加碳实现还原

③ 高温煤气通过余热锅炉、或热风炉回收余热

④ 含CO煤气用于热风炉燃烧、或做为化工原料

高炉



 结论与建议

1. 炼铁高炉区域放应优先顺序选择烟气循环源头减量、

多功能喷淋洗涤、干雾抑尘和喷雾干燥，实现低成超

低排放

2. 超低排放不增加成本，年产1000万吨钢就可以年减少

成本10亿元，具备通过投融采用EMC等方式实施改造

3. 高炉区域近零排放需重视余热、水蒸汽、碳资源回收

利用



刘晨 ，1390174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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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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