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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顺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脱硫、脱硝、除尘等
环境污染高端技术治理方案

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人类的生活环境

还天空蓝色，还地球绿色

我们的使命



公司简介

     安徽顺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于2011年，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现有员工186人，其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技术人员36人，

拥有固定资产1.5亿元，占地面积36000m2，主要生产设备96台

（套），具有年产值10亿元的生产能力。公司生产基地位于安徽省

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头工业园，总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蔚蓝商

务港。 公司提供专业的工业烟气除尘脱硫脱硝一体化解决方案，包

括系统设计、设备成套供货、工程施工、运行调试、维护管理的环

保服务EPC工程总承包及环境治理特许经营BOT模式总承包。

       公司环保设备品种齐全，质量优异，多年来，在不断进行技术

革新，完善提升产品性能，秉承“实践积累、科技创新“技术+服

务”的经营理念下，公司一直致力于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发展，以自

主核心技术为基础，并充分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环保技术，在高新

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国外技术、设备国产化的进程中，紧密依托专业

的设计研究院、高等院校的人才与技术优势，、滚动发展”的精神，

在国内环保产业迅猛发展的大潮中，始终走在环保行业的科技前沿，

产品在实际使用中得到广大用户的充分肯定。



公司简介

      公司与中冶华天、中冶京诚、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同济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

公司与海螺集团、高能环境、铜陵有色等上市公司建立了良好的业

务合作关系。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创新研发新产品，努力

满足广大客户的环保节能降耗要求，争取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出更

多贡献。

      公司生产加工基地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头镇含山工业

园区，现有厂房面积约36000平方米。公司总部办公区域位于合肥

市蜀山区蔚蓝商务港B座。

　   公司具有环境施工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环境工程设计乙级、

污染治理运行服务贰级，安全生产许可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并拥有多项工业烟气治理领域的发明专利，科研技

术成果多次在省、市获各种奖项。公司连续多年被中国环保产业协

会认定为“中国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



安徽顺达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公司正式成立，主营业
务为环保设备制造

2015年
公司业务高速发展，当
年营业额超过3000万元

2016年
公司营业额稳步增长，
进军电厂脱硫脱硝行业

2017年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大
力发展大气污染综合治
理技术

2018年
大力推进非电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超低排放，当年营业额超过2亿以上。

发展历程



质量第一、诚信为本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
（1）工程使用后，与用户签订工
程保修合同，并建立保修业务档
案。售后服务部门每年进行回访，
听取用户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
的意见并持续改进。
（2）无论质保期内外，接到用户
售后服务通知后，2小时内给予明
确处理意见。如需现场处理，维
修人员在48小时内赶赴用户现场
解决问题。
（3）售后服务维修人员由工程经
验丰富、技术好、业务能力强、
工作认真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

进取、诚信、创新、责任
我们崇尚进取、诚信、创新、责任的
企业理念，致力于将盛能环保创建为
国内先进的环保企业而奋斗。

合作、进取、求实、严谨
顺达员工奉行“合作、进取、求实、
严谨”的方针，以技术为核心，视质
量为生命，奉用户为上帝，顺应市场
需求，不断创新研发新产品，努力满
足广大客户的环保节能降耗要求，争
取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出更多贡献。

企业
文化

企业文化

精诚发展　减排节能　环保利民   实业报国



资质荣誉

企业荣誉



产品介绍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以下几大系列：

（1）脱硫系统工程：SDS干法脱硫工艺、CFB循环流化床半

干法脱硫工艺、SDA旋转喷雾半干法脱硫工艺、湿法脱硫工

艺（包括石灰石－石膏法、双碱法等）。

（2）脱硝系统工程： SCR脱硝工艺、SNCR脱硝工艺、

SNCR+SCR联合脱硝工艺、小型锅炉专用脱硫脱硝一体化装

置等。

（3）除尘环保设备：静电除尘器、袋式除尘器（含气箱脉冲

袋式除尘器、脉冲单机除尘器、低压长袋脉冲除尘器、旋转脉

冲布袋除尘器等）、旋风除尘器等。

（4）超低排放系统工程：根据现场实际工况调整相关工艺组

合，最终实现超低排放要求。
　　



公司部分业绩
一.钢铁焦化行业脱硫脱硝烟气净化超低排放业绩：

1.福建三钢220平烧结机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2.宁夏博宇特钢320平烧结机脱硫脱硝烟气净化超低排放环保工程

3.安阳钢铁280平烧结机烟气脱硫除尘环保工程

4.河北峰煤焦化焦炉烟气脱硫除尘环保工程

5.邳州喜科墨焦化焦炉烟气脱硫除尘环保工程

6.山西金塔山焦化焦炉烟气脱硫除尘环保工程

二.其他行业脱硫脱硝烟气净化超低排放业绩：

1.四川泸州永恒玻璃脱硝除尘烟气净化超低排放环保工程

2.滁州皖能电力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3.阜阳皖能电力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4.淮南皖能电力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5.高能环境和田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6.高能环境贺州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7.海创砚山项目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8.海创铜仁项目垃圾焚烧项目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环保工程



公司部分业绩
三.除尘项目工程业绩：

序号 客户名称 处理风量（m3/h） 过滤面积（m2） 数量（台）

1 Saga垃圾电厂 285,000 3992 1

2 Oaska电厂 1,200,000 15508 1

3 Adachi垃圾电厂 118,000 2500 1

4 Fukuoka电厂 720,00 9624 1

5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 150,540 2563 2

6 四川汪洋电厂 110,000 1900 2

7 四川资中三江工业有限公司 110,000 1900 1

8 内蒙古乌海吉升化工有限公司 110,000 1680 1

9 石嘴山市雪玉工贸有限公司 110,000 2350 1

10 湖南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88000 2600 1

11 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 738000 10250 6

12 江苏丹阳龙江钢铁公司 107000 1700 1

13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3000 1

14 芜湖钢铁公司 136800 1900 1

15 河北威远生化股份公司 1200000 20000 5

16 巢东股份东关水泥厂 288000 4000 5

17 浙江桐庐热电厂 158,000 2400 3

21 浙江新昌热电厂 158,000 2400 3



公司业绩
四.除尘项目工程业绩：

序号 客户名称 处理风量（m3/h） 过滤面积（m2） 数量（台）

22 唐山钢铁公司 460,000 7000 1

23 唐山钢铁公司 1,000,000 13900 1

24 浙江友谊特种钢厂 500,000 6512 1

27 陕西铜川水泥厂 250,000 3256 1

28 陕西耀县水泥厂 423,000 6200 1

29 宝钢高炉前原料除尘 70800 17000 1

30 宝钢出铁厂除尘 64800 10800 1

31 宝钢煤粉粉碎除尘 57000 1600 1

32 宝钢转炉二次烟气除尘 12000000 21000 1

33 宝钢铁水倒灌站除尘 72000 13440 1

34 宝钢碾泥机除尘 25200 350 1

35 营钢高炉出铁场除尘 240000 2954 1

36 营钢铸铁机除尘 200000 29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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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气污染现状

一、 中国大气污染现状 

　　近年来，中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呈逐年降低态势，

部分污染较严重的城市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但污染总量

仍然很严重。中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生活和生产用

煤，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和SO2以及燃烧中产生的

NOx、CO 等。根据中国历年环境统计公报数据，虽然

近年来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有所下降，但排放量依然

巨大，2018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

1651.6万吨、1550.2万吨，其中电力、钢铁、造纸、

印染等行业是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主要工业排放源。

图表如右：



中国大气污染现状现状
　　直到2017年，我国“蓝天保卫战”取得初步成效。

数据显示，在2017年，我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

入颗粒物（PM10）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22.7%，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

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9.6%、34.3%、27.7%。但是，

要打赢这场战役，仍然任重道远，全国338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29%。这其中，关于

大气污染治理相关技术的不成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目

前，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和企业在环保技术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部分技术趋于成熟，但由于没有统一的产品

标准，质量差异较大。 



中国大气污染现状现状

   进入“十三五”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都明显加

大了对于废气治理技术的研发力度，积极推进新技术、新

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国家环境领域在“十三五”期间投入

了大量的资金，组织国内主要研发单位专门针对“重点城

市群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技术与集成示范”，开展了“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排放控制技术与应用示范”、“重大环境污

染事件应急技术系统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等一系列专项

课题的研究工作。

   2019年4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

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将超低排放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实现烟气超低排放，将排放浓

度控制在粉尘≤5mg/Nm3、SO2≤50mg/Nm3和NOx≤10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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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烧结是将各种粉状含铁原料，混合适宜的燃料和熔剂后放于烧结设备中点火烧结成烧结矿，是钢铁行业的

一项重要工序。烧结烟气是烧结混合料点火后，随着台车设备运行，在高温烧结成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含尘废气。

烧结烟气的主要特点是：

   （1）由于漏风率高（40-50%）和固体料循环率高，有相当一部分空气没有通过烧结料层，使烧结烟气量大

大增加，每生产一吨烧结矿大约产生4000-6000m3的烧结烟气。  

   （2）烧结烟气分布不均匀变化幅度可高达40％以上。 使得脱硫塔流速无法工作在最佳工作流速。 

   （3）二氧化硫浓度变化大。含量为500-3000mg/Nm3 。

   （4）烧结烟气成分复杂。由于使用铁矿石为原料，所以含有二氧化硫、HCI、HF、NOX等腐蚀性气体，以及

铅、汞、铬、 锌等有毒重金属物，粉尘浓度高达10g/Nm3 ，粉尘粒径约13-35微米。

   （5）烟气温度变化范围大，一般在120一180℃。

   （6）含氧量与含湿量高，水分含量一般在10％左右。含氧量一般为15％-18％。

   （7）含有大量二噁英，目前钢铁行业的二噁英排放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垃圾焚烧行业。

    根据烧结烟气的特点，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适合烧结烟气的脱硫、脱硝和除尘技术：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烟气脱硫方法按脱硫吸收工艺的不同，可以分为湿

法、干法和半干法等。其中，湿法脱硫工艺根据吸收药

剂的不同，又可分为钙法、氨法、钠法、双碱法等。湿

法脱硫工艺的脱硫率和吸收剂利用率相对较高，但处理

系统复杂，存在水污染问题，增加了处理污水的相关费

用，同时，SO3转换率高，而且后继还需要进行烟气脱白

处理，这就给企业带来了大量的环保运行费用。在前两

年基本很少使用了。但是今年，国家环保部门又出台了

相应的政策，对于能达标排放的湿法脱硫系统不再强制

要求进行脱白处理，使得湿法脱硫又回归到了烧结烟气

脱硫处理的可行技术之一。

一、适用于烧结烟气的脱硫技术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传统干法脱硫工艺的脱硫率较低，虽然国际上先进

的干法脱硫工艺的处理系统虽然简单、脱硫率高，但投

资和运行成本较大，因此不建议使用。

    半干法脱硫工艺具有脱硫效率高，脱硫工艺简单，

占地小，投资省，运行稳定可靠，无二次污染等特点，

已在钢铁行业、垃圾焚烧炉及工业窑炉等行业得到广泛

应用。因此，半干法脱硫也是烧结烟气超低排放综合治

理的优选工艺。

    半干法脱硫是利用烟气显热蒸发脱硫浆液中的水分，

同时在干燥过程中，脱硫剂与烟气的SOx发生反应，并使

最终产物为干粉状。由于系统出来的脱硫产物是干的，

故称之为半干法。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使用较多的半干法脱硫工艺有喷雾干燥法、循环流

化法等，脱硫效率比传统干法高、比湿法低，在现有技

术条件下最高脱硫效率可达90%~95%。半干法脱硫的化学

反应式如下：

    (1)SO2的脱除反应

　　SO2+H2O→H2SO3     2Ca(OH)2+H2SO3→CaSO3+2H2O

　　2CaSO3+O2→2CaSO4

　　(2)SO3的脱除反应

　　SO3+H2O→H2SO4      Ca(OH)2+H2SO4→CaSO4+2H2O

    (3)其他脱除反应

    Ca(OH)2+ 2HCl=CaCl2·2H2O

    2Ca(OH)2+ 2HCl=CaCl2·Ca(OH)2·2H2O

    Ca(OH)2+ 2HF=CaF2 + 2H2O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目前，国外大部分企业采用半干法脱硫工艺，国内

半干法脱硫工艺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在垃圾焚烧，工

业窑炉等行业极速发展，也是烧结烟气脱硫超低排放的

趋势之一。

    由于本人比较倾向于半干法脱硫，因此在这里多介

绍一下。

    常用的半干法脱硫技术主要有CFB-FGD循环流化床半

干法脱硫技术和SDA旋转雾化半干法脱硫技术。 CFB-FGD

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技术的所有工艺设备国产技术已

经比较成熟，而SDA旋转雾化半干法脱硫技术中的核心设

备旋转雾化器目前能稳定运行的还只有比利时西格斯雾

化器及丹麦尼鲁雾化器。以下对这两种技术分别进行介

绍：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烧结烟气由于引风机的负压牵引，从吸收塔底部通

过文丘里管进入循环流化床吸收塔内。在文丘里管出口

扩管段设一套喷水装置，创造了良好的脱硫反应温度。

同时在扩散口上方喷入消石灰粉进行脱硫反应。循环流

化床烟气脱硫技术的主要化学反应原理如下:

    在自然界垂直的气固两相流体系中，在循环流化床

状态(气速4~6m/s)下可获得相当于单颗粒滑落速度数十

至上百倍的气固滑落速度。由于SO2与氢氧化钙的颗粒在

循环流化床中的反应过程，是一个外扩散控制的化学反

应过程，通过气固间大的滑落速度，强化了气固间的传

质、传热速率和气固混合，从而满足了二氧化硫与氢氧

化钙高效反应的条件要求。

1、 CFB-FGD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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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吸收塔的流化床中巨大表面积、激烈湍动的

颗粒，为注水的快速汽化和快速可控的降温提供了

根本保证，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化学反应温度条件

( 露点以上20~30°C)，使二氧化硫与氢氧化钙的反

应转化为瞬间完成离子型反应。

    通过颗粒的激烈湍动导致颗粒之间不断的碰撞，

使脱硫剂氢氧化钙颗粒的表面得到不断的更新，以

及脱硫灰的不断再循环使用，从而大大提高了氢氧

化钙的利用率。在循环流化床内，SO2与Ca(OH)2的反

应生成副产物CaSO3·1/2H2O，同时还与SO3、HF和

HCl反应生成相应的副产物CaSO4·1/2H2O、CaF2、

CaCl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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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B-FGD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技术特点：

    1、脱硫效率高，达90%以上;

    2、工艺简单，操作方便，系统可靠性高;

    3、烟气无需再加热且副产物为干态，无废水产生;

    4、能同时脱除SO3及其他酸性气体，烟囱无需防腐;

    5、占地面积小、投资省、维护费用低。

CFB-FGD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技术难点：

    1、对返料系统要求较高，堵塞率较高;

    2、CFB塔下部文丘里管设计难度较高，对脱硫效果影

响较大；

    3、由于国内电压特点，风机选型特别重要，否则容

易塌床，一旦出现塌床情况，不易清理;



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2、 SDA旋转喷雾半干法脱硫技术

    烧结烟气由于引风机的负压牵引，从反应塔顶部切

向进入，经过烟气分布器均匀分布进入反应塔，与此同

时，石灰浆液进入旋转雾化器，在旋转雾化器超过

12000r/min的高速转动下被雾化为数十亿计的小雾滴，

具有巨大表面积，可以充分与烟气中的酸性成分接触并

迅速发生反应。此时，可以通过控制气体的分布、石灰

浆流量和雾滴大小以确保液滴接触SDA内壁之前干燥。

在烟气与浆液雾滴一起向下流动过程中，烟气中的酸性

成分（SO2、SO3、HCl、HF）绝大部分被吸收去除。酸

性成分和碱性液滴Ca(OH)2的反应主要发生在靠近雾化

器的区域里，此处的热量及物料传递条件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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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雾滴为液相时，酸性成分被吸附。但还有部分

吸附发生在气态的酸性成分与多孔喷雾干燥颗粒之间，

进行气固反应，这些颗粒仍会悬浮在烟气中，在下游

除尘器继续吸附，在布袋表面形成二次反应。

    反应塔筒体直径与高度按满足石灰浆液雾化、酸

碱中和反应以及反应产物干燥所需时间等进行设计，

既要防止烟气短路又要避免浆液粘壁。反应塔塔体是

上部呈圆筒状，下部呈倒锥体结构。倒锥体的锥角要

求不大于50°。塔体由一个钢结构的环形托架支撑，

塔顶设有叶片调节的蜗壳型烟道系统（烟气分配器），

烟气在烟气分配器的作用下，可调节烟气使其沿反应

塔内壁切向向下运行，均匀分配到反应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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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旋转喷雾半干法脱硫技术特点：

    1、脱硫效率高，达90%以上;

    2、工艺简单，操作方便，系统可靠性高;

    3、烟气无需再加热且副产物为干态，无废水产生;

    4、能同时脱除SO3及氟化物，烟囱无需防腐;

    5、占地面积小、投资省、维护费用低；

    6、可配合干法同时使用，效率达95%以上。

SDA旋转喷雾半干法脱硫技术难点：

    1、旋转雾化器只能进口，国内技术暂时尚未突破。

目前使用的多为比利时西格斯雾化器及丹麦尼鲁雾化器。

    2、SDA塔入口烟气分布器设计难度较高，对脱硫效果

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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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x污染控制可分为燃烧中和燃烧后控制两种。燃烧

中NOx控制技术即低NOx燃烧技术，主要有低NOx燃烧器、

空气分级燃烧和燃料分级燃烧。燃烧后烟气脱硝技术主

要包括SNCR、SCR和臭氧氧化吸收法和活性炭联合脱硝等。

由于烧结设备的特殊性，进行低NOx燃烧技术改造的难度

较大，在现有水平上难以独立达到NOx排放标准要求；

SNCR脱硝技术需要在950~1100℃的高温区间反应，由于

受烟气温度、停留时间、烟气流场等条件影响，该工艺

技术无法适应于烧结烟气脱硝处理。臭氧氧化吸收法会

造成臭氧排放超标，活性炭/活性焦法的成本太高，且后

期产生的固废处理不变，因此都不建议使用。

二、适用于烧结烟气的脱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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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SCR技术是在脱硝催化作用下，向温度约为

180~420℃的烟气中喷入NH3，使其与烟气中的NOx反应生

成N2和H2O，从而降低烟气中NOx的排放量。该技术目前

已广泛应用于火电厂、垃圾焚烧厂、工业锅炉及工业窑

炉NOx的去除，脱硝效率可达70%～98%，催化剂的正常使

用寿命可高达2.6万多小时，脱硝效果稳定。

　　SCR烟气脱硝工艺所采用的催化剂目前已实现工业化

生产，常用的催化剂结构形式有蜂窝式、板式和波纹式，

常规的V-W/Ti体系催化剂一般是以二氧化钛(TiO2)为载

体，五氧化二钒(V2O5)或钒-钨(V2O5-WO3)为活性成分。

    因此，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CR)烟气脱硝技术是目前

比较适应于烧结烟气脱硝超低排放的主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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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脱硝技术脱硝效率高且适用温度范围广，不产生

二次污染，国外采用SCR技术的脱硝装置占70%以上，而

SCR技术在国内烟气脱硝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则达90%以上。

由于烧结烟气温度比较低，选择低温SCR脱硝催化剂不会

增加太高的成本，而且，在除尘后再进行SCR脱硝，可以

有效延长催化剂使用寿命。因此，使用比较成熟的低尘低

温SCR脱硝技术更为合理。

    SCR脱硝系统化学反应式：

    4NH3+2NO2+O2→3N2+6H2O

　　4NH3+4NO+O2→4N2+6H2O

　　4NH3+6NO→5N2+6H2O

　　8NH3+6NO2→7N2+12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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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脱硝技术主要分为氨水脱硝和尿素脱硝两类：

    （1）氨水脱硝：脱硝剂一般使用氨水或者液氨，根

据烟气情况，可以选择直接喷氨或者将氨水蒸发后喷入

氨气。其特点是氨在使用中存在泄漏风险。

    （2）尿素脱硝：脱硝剂一般使用尿素溶液。其特点

是安全稳定，但是成本比较高。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技术特点：

     ①系统模块化，安装、操作、维护简单；

     ②一次投资较小，占地面积小；

     ③运行成本一般，催化剂费用较高；

     ④温度窗口宽，灵活性高；

     ⑤脱硝效率高，≥90%；

     ⑥氨逃逸低，≤3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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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烧结烟气的粉尘粒径较小，且有一定的粘性，

采用通常的重力除尘或者旋风除尘无法达到预期的除尘

效果；若采用湿式除尘，涉及的水处理设施庞大，水耗

和电耗高，设备易产生腐蚀，排放会产生二次污染，并

且处理后的烟气温度低，无法满足后继SCR选择性催化还

原脱硝反应对温度的要求。

    另外，烧结烟气中粉尘比电阻较高，电除尘不易捕

捉，无法做到超低排放的要求，而使用布袋除尘器的话

就可以保证很高的除尘效率，在使用高温滤料的情况下，

既可以保证除尘效率，又不会降低烟气出口温度，为后

续低温SCR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反应对温度的要求提供一

定的支持，使GGH升温降低一部分。

三、适用于烧结烟气的除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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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适用于烧结烟气的除尘技术基本只有布袋除

尘器一种可选，通常用于烧结烟气处理的袋式除尘器为长

袋低压脉冲袋式除尘器。

    长袋低压脉冲袋式除尘器一般由上箱体、中箱体、灰

斗、喷吹系统、检修平台、预喷涂系统及仪表控制系统等

组成。

长袋低压脉冲袋式除尘器技术特点：

    1、滤袋长，一般为6米以上因而过滤面积很大;

    2、喷吹压力低;

    3、清灰能力强;

    4、可以达到很大的过滤负荷;

    5、运行耗能低；

    6、占地面积小、投资省、维护费用低、检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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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治理可行性

组合技术有以下两种：

1.布袋除尘器+升温SCR脱硝+湿法脱硫工艺：

    先通过布袋除尘器将烟气中的粉尘脱除，然后再将

烟气升温到180℃以上进行低温SCR脱硝，通过GGH自循环

加热利用烟气温度，最后通过引风机送入湿法脱硫系统

进行脱硫处理。此工艺优点如下：

    脱硫效率可以达到98%以上，脱硝效率可以达95%以

上，除尘可以达到99.999%以上效率，满足超低排放标准

的要求;工艺简单，操作方便，系统可靠性高;占地面积

小、投资省、维护费用低。

    缺点是会有大量白烟产生。

一、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治理可行性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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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FB/SDA半干法脱硫+布袋除尘器+升温SCR脱硝工艺：

    先通过CFB/SDA半干法脱硫，然后通过布袋除尘器将

烟气中的粉尘脱除，最后再将烟气升温到180℃以上进行

低温SCR脱硝，通过GGH自循环加热利用烟气温度，最后

通过引风机排出烟囱。此工艺优点如下：

    脱硫效率可以达到98%以上，脱硝效率可以达95%以

上，除尘可以达到99.999%以上效率，满足超低排放标准

的要求;工艺简单，操作方便，系统可靠性高;副产物为

干态，无废水产生，飞灰不属于危废，不产生二次污染;

不增加烟气中的水蒸气含量，无需脱白;占地面积小、投

资省、维护费用低。

    缺点是粉尘产生量较大，能耗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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