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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涉及烧结机头烟气、机尾烟气、原料装卸转运、混料等多点

• 烧结机头烟气总量巨大、含多污染物，是整个工序、乃至企业超低排放的重点

• 机头烟气脱硝则是烧结机头烟气超低排放改造的重中之重

•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改造，特别是脱硝，需要有更多实用技术可供选择

1.1、 概述:烧结区域

烧结烟气

烧结机头烟气 烧结矿冷却烟气

烧结原料烟气 烧结混料烟气



1.2、概述：烧结超低排放可选择技术

① 干法电除尘+活性炭（活性焦）精除尘、脱硫、脱硝、

脱二噁英、脱重金属等多污染物一体化净化技术

② 干法电除尘+湿法脱硫或半干法脱硫+升温SCR脱硝

③ 干法电除尘+湿法脱硫或半干法脱硫+臭氧氧化脱硝



1.3、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新技术

① 干法电除尘+湿法脱硫+离子氧化（次氯酸复合

氧化脱硝）

② 干法电除尘+干法吸附+烟气循环低氮烧结

③ 其它技术



1.3、概述：一体化治理技术：氧化法

（李建军：非电行业烟气污染物治理新技术）

A, 臭氧氧化

B, 次氯三钠/亚氯酸钠复合氧化

面临的问题：

1，臭氧氧化、催化氧化都

有业绩，其它的在烧结机

上还没有业绩

2，臭氧发生装置投资

3，臭氧成本

4，臭氧逃逸质疑

5，氧化法脱硝产物处置

C，干法滤筒、颗粒层一体化

D, 等离子氧化



1.3、概况：烧结脱硫脱硝技术应用状况

钢铁超低排放调研“回头看”：中国金属学会关于钢铁企业烧结焦化烟气超低排放的调研



2、超低排放改造重点关注方案

1. 充分利用现有工艺和设备改造---打补丁、走旁路

2. 烟气循环减量和降低污染物浓度放在首选技术

二、超低除尘改造：

a. 无动力除尘：密封、溜槽

b. 微动力除尘：干雾抑尘、喷淋洗涤除尘

c. 通风除尘：电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改进

.一、 脱硫脱硝改造：

a. 重点解决脱硫脱硝产物的高附加值利用

b. 推动氧化法、催化氧化法，特别是次氯

三、 脱白改造：

a. 直接喷淋深度除湿为基础，禁

用升温

b. 辅助实现低成本超低排放

c. 兼顾节水和废水处理

d. 兼顾余热高效极限回收利用



2.1、钠法一体化



2.2、工艺步骤：三吸一氧化一冷凝

1、碳酸氢钠干粉吸附脱硫脱硝

2、碳酸钠溶液吸收脱硫脱硝

3、次氯酸钠复合氧化脱硝

4、碳酸钠溶液吸收脱硝

5、喷淋除湿深度除尘、脱硫、

脱硝、混风脱白



向烧结烟道内喷射碳酸氢钠粉，去除烟气中二氧化硫和部分氮

氧化物，反应式如下：

脱硫：

2NaHCO3 + SO2 + ½O2 → Na2SO4 + H2O + 2CO2

2NaHCO3 + SO2 → Na2SO3 + H2O + 2CO2

2NaHCO3 + SO3 → Na2SO4 + H2O + 2CO2

脱硝：

2NaHCO3 + SO2 + NO + O2 → Na2SO4 + NO2 + H2O + 2CO2

4Na2SO3 + 2NO2 → 4Na2SO4 + N2

第一步：碳酸氢钠干法吸附脱硫脱硝

SDS



干式钠法脱除氮氧化物机理

美国电力研究协会与苏威等公司的研究结果



采用碳酸钠溶液循环喷淋进一步去除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

化物，反应式如下：

脱硫：
Na2CO3 + SO2 + ½O2 → Na2SO4 + CO2

Na2CO3 + SO2 → Na2SO3 + CO2

Na2SO3 + ½O2 → Na2SO4

脱硝：
2NaHCO3 + 2NO2 +1/2 O2 → 2NaNO3 + H2O + 2CO2

Na2CO3 + 2NO2 + ½O2 → 2NaNO3 + CO2

第二步：碳酸钠溶液吸收



向烟气中循环喷淋次氯酸钠和亚氯酸钠复合氧化剂，将烟气中的NO氧

化为二价以上氮氧化物。

脱硝

2NO + 3NaClO + Na2CO3 → 2NaNO3 + 3NaCl + CO2

2NO2 + NaClO + Na2CO3 → 2NaNO3 + NaCl + CO2

2HCl + Na2CO3 → CO2 + 2NaCl + H2O

第三步：低温氧化

北京中晶：离子发生器氧化



向烟气中循环喷淋碳酸钠溶液吸收实现深度脱硝：

Na2CO3 + 2NO2 + ½O2 → 2NaNO3 + CO2

1. 在有硫化物的条件下，喷钠粉剂具有50%以上的脱硝率，对于要求不高的用

户已经可以满足达标要求

2. 仅对有超低要求的用户才需要氧化吸收，系统根据进口氮氧化物浓度自动

调节，不需要或原始浓度低时也不用或少用氧化剂

3. 配合烟气循环低降低氮氧化物原始浓度，可以进一步降低氧化剂成本bv

第四步 碳酸钠溶液吸收



湿烟气饱和温度，ºC 饱和湿度，g/Nm3 含湿量，% 用途与方法

80 712.5 46.7 湿熄焦、高炉水冲渣

75 498 38 连铸二冷蒸汽

70 359 30.8 转炉焖渣

65 264.9 24.7 转炉干法除尘

60 197.5 19.7 转炉湿法除尘

55 148.4 15.5 湿法脱硫、转炉半干法

50 111.8 12.17 湿电、旋流、GGH/MGGH

45 84.1 9.46 半干法脱硫

40 63.27 7.28 溶液除湿

35 47.45 5.55 干法脱硫

30 35.2 4.19

25 26 3.13 直接喷淋除湿脱白
20 19.1 2.3

15 13.84 1.68 大气平均湿度

10 9.86 1.21

5 6.98 除湿可以同步解决钠碱损失多

0 4.93

第五步 直接喷淋除湿脱白和深度协同净化

降温 除湿

升温

或混风



3、设备改造：补丁式、旁路布置方案

 

1. 粉尘：小于5mg/Nm3

2. 气水比：1L/Nm3

3. 阻损：200Pa

主要性能

A. 在现有脱硫塔内改造

B. 在脱硫塔—烟囱之间增加

脱硝脱白深度净化设备



4.1 技术状况

• 钠法由美国电力研究协会（EPRI)于1976年提出，运行效果达到了美国环境署

SO2减排 “最佳控制技术”（BACT) 的要求

• 该方法早在怀俄明州太平洋电力公司的吉姆桥电厂成功安装并运作了数十年，

美国客户包括NV能源、Reid Gardner (600MW) 和太平洋电力公司 Naughton

电厂 (3000 MW)，在全球其他的电厂也得到了应用

• 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公认为是最高效的烟气脱污方法，美国安装钠法洗涤工艺

的设备中，大概约有5000MW的设备已经不间断地运行了35-45年



• 钠法在我国有大量的钠法脱硫用户，比如热电锅炉、焦炉烟道气，烧结有

双碱法案例

• 我国已经有10多座燃煤锅炉、生物质锅炉采用烟气循环低氮燃烧、次氯酸

钠低温氧化脱硝的案例

• 在钠碱不循环使用、脱硫产物不回收利用、不考虑脱硝、不考虑除湿脱白

时，钠法运行成本高，这是钠法没有推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 采用排烟除湿减少钠碱散失，脱硫脱硝产物至少第一步可以回收硫酸钠、

硝酸钠，可以利用烟道气余热喷雾干燥回收，投资和成本也不高

• 采用钠法碳酸氢钠“再生联产”工艺时，不需要买脱硫剂、也不需要处理

脱硫废水和脱硫产物，钠碱循环利用，不仅能低成本运行，副产化肥（如

钾肥）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且适合我国农业大国钾肥需求量大的国情。

4.2：技术状况：钠法为什么没有推广



5、参考案例之一：已经做的

• 主体设备：两座75吨、一座100吨

循环流化床锅炉

• 烟气净化工艺：布袋除尘+氨法脱

硫+SCR脱硝+湿式静电

• 脱白工艺：塔顶直接喷淋+混风

• 2018年9月改造完成

 

概况



1. 四季无白

2. 超洁净排放（mg/m3）：

• SO2：0.64

• NOX: 16.02 

• 颗粒物：1.84 

• 烟气温度：38°C，

• 含湿量：4.17%，（冬季3%）

• 相对湿度：80%以下

已经做到的：排烟比烧天然气排烟还干净

启示：

1. 所有人为排烟都能低成本实现超低、超洁净，包括散

煤和餐饮油烟

2. 是否可以允许不必煤改气？

3. 煤改气是否能允许改回来？



外排烟气凝水溶解盐去除率95%

5480

271



烟气喷淋除湿后凝结水：水质接近自来水



直接喷淋除湿前后冷凝水分析报告



工艺流程

2019/11/27

晋煤集团徐州恒盛化工-----烟气除湿脱白改造工艺图

氨法脱硫

湿电

直接喷淋除湿

混风脱白

循环水冷却
和凝水回用



主要设计参数

2019/11/27

晋煤集团恒盛化工-----烟气除湿脱白改造项目

⚫ 用途：1x100t、2x75t燃煤锅炉烟气除湿脱白

⚫ 处理废气量：26万m3/h

⚫ 入口废气温度：49.5℃-55℃

⚫ 入口烟气湿度：8.31%

⚫ 出口烟气湿度：4.17%

⚫ 出口烟气温度：38℃~39℃

⚫ 系统阻损：200Pa

⚫ 水质：循环水

⚫ 循环水量：1000t/h

⚫ 水温：≤30℃

⚫ 回收水量：14.6t/h



垃圾焚烧烟气直接冷凝水



垃圾焚烧烟气直接冷凝水检测报告



燃煤电厂湿法脱硫凝结水成分



5、参考案例之二：三座180吨转炉半干法
处理焦化废水和城市中水

1. 蒸发冷却器处理利用焦化

废水（生化出水）

2. 排水COD: 56mg/L

3. 总氰：0.016mg/L

4. 实现废水零排

太钢５０％新水为城市污水



转炉半干法处理利用焦化废水工艺流程

1. 处理利用焦化生化出水---酚氰废水，省了深度处理投资和运行成本

2. 目前仅是一次蒸发冷却使用，吨钢处理量38kg/t，二次蒸发冷却也用可以翻倍处理量

3. 在研究蒸氨废水和综合污水处理厂浓盐水、城市污泥，省去生化处理和深度处理

4. 配套采用除湿脱白回收新水，可以处理利用更多废水



焦化废水与转炉除尘浊环水的成分比较



20170117 喷洒的焦化废水 转炉浊回水

COD (mg/L) 64.5 56.3

pH 9.07 7.61

T-CN (mg/L) / 0.14

电导率 (uS/cm) 8320 9580

F- (mg/L) 24 51.3

Cl- (mg/L) 1699.8 1286.7

SO4
2- (mg/L) 1126.2 3370.4

总有机碳 (mg/L) 21.53 17.87

总氮 (mg/L) 28.38 24.51



元素 质量百分比 (%)

S 0.44

SiO2 2.8

Al2O3 0.4

CaO 48.3

MgO 2.7

MnO 1.2

P2O5 0.4

K2O 0.3

Na2O 1.8

TFe 27.2

Cl 0.76

ZnO 0.3

处理利用焦化废水后的除尘灰分析

结论：没有影响



5参考案例之三：城市垃圾水洗分类
把固废处理转变为废水处理

机械水选和预处理 液体厌氧处理

前端

生活垃圾
非分选
或分选

分选/预处理：

初级分选/人工分选

-水选
-重选
-筛分
-磁选/滴流感应
-水轮机
-风干机

可生物处理部分
食物

固体垃圾

脏纸

尿布

可再生可利用部分

塑料

金属（含铁/其它）

玻璃、石头、沙子

残渣

大块物体、细沙子等

市场销售

填埋

有机酸性反应

沼气水 沼液

发电汽车燃料
CNG、
LNG

管网有机土壤
改良剂

酸性有机反应

甲烷有机反应

过剩水

后端

用于废气净化



垃圾入口

垃圾水洗
水选轻相

水选重相

沙石金属玻璃

塑料、纸张

水

塑料瓶

生物有机液

肥料 沼气

发电机组

销售

销售 填埋

城市垃圾水洗分类技术

富裕水份：用于烟气处理

选矿工艺



可利用及回收产品

废钢铁 聚乙烯废品 塑料袋 沼气

纸板

金属有色 塑料瓶 土壤添加剂玻璃

纸 砂石 建筑材料

无废城市



以色列
特拉维夫城市垃圾处理厂

分选及准备区域 垃圾接收区域 沼气制备区域

每天1班运行、日处理量250吨



5、参考案例之四：剩余氨水用于焦炉烟道气脱硫

2019/11/27

原理

1. 喷雾干燥嗮盐

2. 废水的氨脱硫脱硝

3. 烟气余热、氧含量热解、

热氧化除有机物、病毒

4. 可以处理利用垃圾渗漏

液、化工废水、医疗废

水、化工废水等

1. 焦化脱硫废液先用烟气余热提粗杂盐节省蒸汽

2. 焦化废水不用蒸氨，烟道气脱硫不需外购脱硫剂、不用处理脱硫产物

3. 焦化废水有机成分用于熄焦

4. 回收烟气低温余热、利用城市废水冷量



2019/11/27

1）酚：C6H6O+7O2=6CO2↑+3H20+△Q

2）苯：C6H6+15/2 O2=6 CO2↑+3 H20+△Q

3）氨：2NH3+7/2 O2=2NO2↑+3 H20+△Q

4）硫化氢：2H2S+3O2=2SO2↑+3 H20+△Q

5）氰化氢：2HCN+9/2O2=2CO2↑+2NO2+3 H20+△Q

6）硫酸铵、硫酸钠等盐类：喷雾干燥分离

剩余氨水脱硫：原理与效果

1. 2016年6月30日开始投入调试运行

2. 在线监测接入当地环保局

3. 粉尘含量＜10mg/m3、二氧化硫＜5mg/m3、氮氧化物＜150mg/m3

4. 烟道气脱硫不需外购脱硫剂，脱硫产物内部处理

5. 焦化废水处理负荷大幅降低，仅用于处理化产系统的生产废水

• 热解热氧化除ＣＯＤ

• 酸碱中和除氨氮

• 喷雾干燥除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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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参考案例之五：烧结机机头、竖炉湿法脱硫



92㎡烧结机机头、竖炉湿法脱硫烟气深度净化

粉尘：13.341mg/m3、二氧化硫：26.947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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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烧结机机头脱硫烟气深度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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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竖炉湿法脱硫后烟气深度净化



5、参考案例之六：烧结机尾除尘

烧结混料烟气除尘除湿、皮带转运站除尘、原料除尘、卡车轮胎清洗参考选用

密封、干雾、洗涤三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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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考案例之七：热电锅炉2x130t+1x220t

湿法脱硫塔后喷淋换热洗涤+热泵回收低温余热
中国节能协会示范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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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投资、低成本、有效益的超低排放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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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问题探讨之一：现有超低排放技术的漏洞

项目 清洁空气 烧结烟气 超低排放 超洁净排放全国排放量 任务

颗粒物，mg/Nm3 0.01 5 2 98万吨/年 除尘

二氧化硫，
mg/Nm3

微量 35 10 620万吨/年 脱硫

氮氧化物，
mg/Nm3

微量 50 10 620吨/年 脱硝

水分，g/Nm3 15 没有要求 15（2%） 160亿吨 凝水回收和

凝水溶解盐，
g/Nm3

0 没有要求 100 4.8万吨/年 可凝结颗粒物

温度，°C 25 没有要求 20 余热为煤热值的50%
烟气冷却余热回
收

二氧化碳，% 0.00% 120亿吨 碳捕捉与利用

VOCs 除有机废气

二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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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氮气，% 78 ~80% ~80% 烟气循环 总量控制



6、问题探讨之二：废水废气垃圾固废协同治理，
企业实现低碳无废，并为城市低碳无废多做贡献

1. 将废水与废气协同治理，以废制废，降低投资、成本，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2. 将城市垃圾等固废通过水洗分类，转变为废水治理，再协同治理

3. 低投入、低成本实现无废城市建设目标：无垃圾、无废气、无废水、无废热

探索无废城市建设的技术路线： 

废水废气协同治理 
             洁净气             洁净气 

废气治理          干法净化           水洗净化           废水治理 

           喷雾干燥除盐                   废水                    

                   干灰   泥浆       沉淀过滤           沉淀过滤 

                                     溶液废水           溶液废水     净水 

                             废气                       工艺烧结、掺烧 

     垃圾处理         水洗分类         富余废水有机液            

                                                         生物发酵     沼渣     农肥   

     轻相：塑料、塑料瓶、纸张     重相：废钢铁、有色金属、沙石      沼气    
发电

供热         

1. 将废水与废气协同治理，以废制废，降低投资、成本，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2. 将城市垃圾等固废通过水洗分类，转变为废水治理，在协同治理 



吨钢新水2.87吨城市污水

水处理

吨钢零取水 吨钢废水零排

吨钢废水回用1吨

放散蒸汽冷凝回收1.5吨

减排降低成本

6、问题探讨之三：企业零取水途径

循环水

1. 企业零排水需要包括上天排入大气的

2. 零排水＋近零排汽＋取用城市废水＝企业可以零取水

3. 零排水（包括排入大气的水分）少取零取，就可以期待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4. 这样的绿水青山就可以与金山银山同在



6、问题探讨之四：企业废水零排回用

1. 零排回用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提高回用价值，集中污水处理成本过高

2. 零排两个难点：焦化废水、浓盐水，膜处理、干燥结晶、冷冻结晶都存在投资和回

用成本高

3. 绿色发展方向：流程优化，跨区域、跨工序从源头、或前头直接回用，比如将焦化

废水从蒸氨后就供给转炉，利用转炉烟气高温进行有机、有毒成分的热氧化和热解，

溶解盐通过余热喷雾干燥去除

4. 高炉冲渣水、转炉渣处理废水碱度高，可用于烧结、竖炉、锅炉烟气脱硫，部分、

甚至全部替代外购脱硫剂，脱硫废水直结返回冲渣池循环中和防结垢，脱硫产物随

水渣一同处理利用附加值提高



6、问题探讨之五：利用城市废水

1. 我国太钢、唐钢等都在处理利用城市排污水，太钢日回用2.4万吨，年减少城市污水

COD排放量5000多吨

2. 城市污水三级或深度处理的问题是投资多、成本高，地方政府得补贴城市污水处理

3. 钢铁高炉煤气、转炉除尘湿法改干法、转炉等高温烟气推广处理利用焦化废水后，

闲置的水处理设施提供了改做城市污水处理的条件

4. 利用钢厂闲置的水处理设施进行城市污水处理，清水直接利用，污泥混入除尘粉泥

中利用，可以实现城市污水污泥的低成本、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和利用

5. 吨钢能处理利用1吨城市污水，钢铁工业就有望实现零取新水，甚至向社会外供水，

成为低投入、低成本的社会污水处理厂，整个行业推广每年可以处理利用10亿吨以

上的城市污水



6、问题探讨之六：凝水、余热的去处

1. 利用（采暖、煤调湿、

原料加热）

2. 人工景观

3. 间接空冷

4. 循环水冷却塔

1.脱硫补水

2.循环水补水

3.新水

4.杂用水

5.自来水

6.软水

凝水用途 余热用途



6、实用技术之七：热泵回收余热
余热暖民与节煤

2019/11/27

• 通过热泵机组，将烟气喷淋除湿进入循环水的低温余热换热取出，用于城市居民

• 采用蒸汽补热、或烟气升温，将循环水温度提升到130°C供、20°C回的首站大温差供热，

可以解决热力管道能力不足，增加供热面积50%、或节煤

• 参考大同、太原电厂、济南、迁西等余热暖民工程，烟气余热为城市供热基础负荷，原有供

热锅炉大部分拆除，保留少部分用于供热调峰

•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余热暖民政策鼓励采用技术

节煤组合技术：

1. 原煤深度除湿至含水分4%

2. 助燃气含水份从平均15降低到

8g/Nm3

3. 烟气余热极限回收利用，提供130-

20°C大温差循环

4. 进一步，采用全干法脱硫脱硝，或

煤气化后再燃烧
引用：华源泰盟资料



无废：零排汽、 零排烟尘、 零排水、 零新水 、零排盐

为城市服务：供电 、供热 、处理城市污水、城市垃圾

6、问题探讨之八： 企业如何生态绿色发展

• 旅游景点

• 发电厂

• 热力公司

• 化工原料厂

• 煤气供应

• 燃油供应

• 污水处理厂

• 垃圾处理厂



结论与建议

1. 烧结球团超低排放改造应重点关注选择在现有

工艺流程基础上的补丁式低温氧化脱硝

2. 超低排放升级改造企业有效益是可能的

3. 钢铁联合企业吨钢排放烟气量从现在的40t/t

降低到4t/t，就不再需要停限关，蓝天白云与

金山银山可以同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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