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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

烟气脱硝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

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技术方案包括烧结烟

气在高压风机的抽力作用下穿过烧结料层、底

料、烧结机台车底部篦子、台车下方的风箱进入

烟气管道；沿台车行进方向将烧结机依次分为点

火段、机头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4个区

域，所述机尾段及烟气快速升温段的烧结烟气在

风箱及烟气管道中沉积下来的颗粒物进入主烟

道粉料斗内，所述主烟道粉料斗内颗粒物通过气

力输送经粉尘气力输送管送到颗粒物料仓收集，

再送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作为脱硝催化。本发

明工艺流程简单、不外购脱硝催化剂进行烟尘自

催化脱硝、余热回收率高、占地面积小、对环境友

好、脱硝设备投资省和脱硝运行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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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包括烧结烟气在高压风机

的抽力作用下穿过烧结料层、底料、烧结机台车底部篦子、台车下方的风箱进入烟气管道；

沿台车行进方向将烧结机依次分为点火段、机头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4个区域，点

火段位于烧结机最前端，该区域占1－2个风箱；机头段位于点火段之后的烧结机前半部并

延伸至烧结机中部，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35－45％；烟气快速升温段位于烧结机中部

偏机尾方向，该区域占2－4个风箱；机尾段位于烧结机的后半部，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

35-45％，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尾段及烟气快速升温段的烧结烟气在风箱及烟气管道中沉积

下来的颗粒物进入主烟道粉料斗内，所述主烟道粉料斗内颗粒物通过气力输送经粉尘气力

输送管送到颗粒物料仓收集，再送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作为脱硝催化剂；所述烟气管道

由主烟道和循环烟气主烟道组成，所述烧结机机尾段、烟气快速升温段以及点火段区域下

方风箱收集的烧结烟气进入主烟道，机头段区域下方风箱收集的烧结烟气进入循环烟气主

烟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烧结机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风箱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

嘴，通过喷嘴喷入的液氨进入风箱内汽化成氨气并与烟尘混合，在烟尘颗粒物中富含的铁

系多氧化物催化作用下与烟气中的NOx发生脱硝反应。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液氨喷嘴喷出口倾斜向上，使喷嘴喷出的液氨直接喷射到台车篦子及篦子间隙的

底料中，或液氨喷出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的夹角大于90度。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经所述主烟道引出的烧结烟气依次经过脱硝烟气换热器、烟气加热器加热升温到250－

390℃，再进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定期向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补充新鲜的烧结返矿或热烧结返矿，以提高脱硝效率。

6.如权利要求1或4或5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烟气加热器的烟气出口管道上，沿管道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嘴，通过液

氨喷嘴向管道内喷入液氨与烧结烟气混合后进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在床内烧结返矿及

烟尘颗粒物富含的铁系多氧化物催化作用下进一步发生脱硝反应。

7.如权利要求1或4或5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

特征在于，从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引出的脱硝烟气经脱硝烟气除尘器除尘后再进入脱硝烟气

换热器与主烟道内的烧结烟气间接换热，再进入余热锅炉进一步回收余热后送入静电/布

袋除尘器除尘。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循环烟气主烟道内的烟尘经循环烟气除尘器除尘后送入布置在烧结机台车上方的

循环烟气罩内，再次进入烧结料层参与烧结过程，并在烧结料层中铁系氧化物的催化及烟

气中含有的还原组分还原作用下，循环烟气中的NOx被还原为氮气。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循环烟气罩安装在烧结机正上方，覆盖烧结机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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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气力输送的载气为余热锅炉或静电/布袋除尘器的烟气出口引出的脱硝后烧结烟

气。

11.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均匀排出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的烧结返矿及颗粒物，控制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床层

阻力在2600－3000Pa之间，所述排出的烧结返矿及颗粒物配入烧结混合料中。

1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烟气快速升温段为烧结生产过程中进入风箱的烧结烟气温度从80℃上升到200℃

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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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领域的烟气脱硝工艺，具体的说是一种基于烧结烟气循环及烟尘

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烧结烟气循环工艺是将部分风箱支管的烧结烟气或大烟道总管上一部分烧结烟

气循环到烧结机台车上部密封罩中，在主抽风机的作用下，循环废气重新参与烧结。其目的

是回收烧结烟气中的显热和潜热，降低燃料消耗，减少烟气污染物排放；烟气循环到烧结料

层时，其中的粉尘部分会被吸附并滞留于烧结料层中，NOx被部分降解,二噁英在高温下会

被热解,CO和CH化合物等在烧结过程中会发生二次燃烧，可降低固体燃耗，进一步降低NOx

和SO2等的排放。因此，烧结烟气循环具有以下几项明显的节能减排优势。

[0003] (1)烧结大烟道烟气温度约为150℃，烧结机后部风箱烟气温度可达到350－400

℃，循环烟气中的显热可以得到利用。

[0004] (2)烧结烟气中CO体积浓度约为0.4－1.0％，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其它可燃有机

物，这些物质的潜热可以得到利用。

[0005] (3)由于烧结烟气循环，使得最终排放到大气的烟气量可减少20－30％，脱硫设施

的投资和运行能耗可显著降低。

[0006] (4)烟气循环使用的风机电机将消耗部分电能，这部分烟气如果不循环就要通过

脱硫设施烟囱排放，将消耗更多的电能。

[0007] 沙钢将烧结机头部5个风箱和尾部1个风箱的烟气循环使用，循环烟气经过多管除

尘器除尘后，由循环风机送至烧结机台车上方的循环烟气罩内重新参与烧结过程。采用头

尾风箱循环既能充分利用高含氧量烟气，也便于循环烟气温度控制。

[0008] 尽管烧结烟气循环具有节能、减排效果，但烧结机实际运行中，进行烧结烟气循环

时，其节能与减排基本上是不相融的，烟气循环的目的不同，效果差异也很大。

[0009] 如图1所示，在烧结机不同区域产生的烟气，其温度及污染物浓度是不同的。若注

重节能，希望将烧结机后段的烟气进行循环使用，虽然回收了烟气余热，但减排的效果只体

现在烟气量的减少上，其主要污染物(NOx和SO2等)减排量并不明显；若注重减排，应将烧结

机前段的烟气进行循环使用，由于该区域的烟气温度较低，基本体现不出节能效果。若采用

外循环的方式，节能和减排效果均不显著。另外在现有的循环方案中，烟气回送到烧结机的

前半部，在该区域的烧结过程中，氧气的消耗量高于后段，由于烟气中的氧含量明显低于空

气的氧含量，这对烧结过程是不利的。同时，在该区域，对NOx及二恶英的降解效果较差。

[0010] 结合现有的国家排放标准，采用烟气循环后，虽然烟气中的NOx基本可保证达标排

放，但若对烧结烟气不进一步实施脱硝处理，很难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趋势以及不同地区

的环保要求。所以即使采取了烟气循环，还必须实施后续的烟气脱硝。

[0011] 现有脱硝技术主要集中在活性炭(焦)吸附和选择性催化还原(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工艺。活性炭(焦)吸附SO2，并用NH3还原NOx，可以实现同时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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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脱二噁英功能，但其投资大，运行成本高，脱硝效率较低，难以大规模推广。SCR具有较

高的脱硝效率，已广泛应用于火电厂燃煤烟气NOx的脱除，而且在钢铁烧结烟气NOx的净化

中已得到应用。但SCR法脱硝技术一次性投资成本高(其中催化剂成本占投资总成本的30－

40％)，同时现有的SCR烟气脱硝技术一般在350－450℃下进行，需要消耗大量热能给脱硫

后烟气加热，额外增加了SCR脱硝的运行成本。低温脱硝催化剂多半为贵金属，其成本更高，

而且易发生氧抑制和硫中毒。因此，开发新的脱硝工艺或开发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的脱硝催

化剂成为当务之急。

[0012] 即使开发出新的脱硝工艺或廉价的脱硝催化剂，在实施脱硝工程时，明显存在以

下问题：

[0013] (1)需单独设置脱硝系统，导致烧结烟气净化处理工艺路线长，占地面积大；

[0014] (2)由于烧结烟气温度低于200℃，即使使用低温催化剂，SCR脱硝工艺需外加热

源，提高烟气温度；

[0015] (3)废弃的SCR脱硝催化剂，特别是低温的催化剂处置难。

[0016] 所以如何有效实施烟气循环并开发廉价易得的脱硝催化剂，是烧结生产可持续进

行的关键技术问题。本项发明就是针对烧结过程中不同区域烟气特性及烧结矿富含铁系多

氧化物的特点，利用烧结矿的不同温度区域具有不同的脱硝效果及铁系多氧化物催化脱硝

作用，通过烟气的分区循环，实现烧结烟气过程脱硝。

发明内容

[001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烧结系统烧结烟气余热浪费，烟气脱硝投资大、成

本高等问题，提供一种工艺流程简单、不外购脱硝催化剂进行烟尘自催化脱硝、烧结烟尘余

热回收率高、占地面积小、对环境友好、脱硝设备投资省和脱硝运行成本低的基于烧结烟气

循环及烟尘催化的烧结烟气脱硝工艺。

[0018] 本发明工艺包括烧结烟气在高压风机的抽力作用下穿过烧结料层、底料、烧结机

台车底部篦子、台车下方的风箱进入烟气管道；沿台车行进方向将烧结机依次分为点火段、

机头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4个区域，点火段位于烧结机最前端，该区域占1－2个风

箱；机头段位于点火段之后的烧结机前半部并延伸至烧结机中部，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

的35－45％；烟气快速升温段位于烧结机中部偏机尾方向，该区域占2－4个风箱；机尾段位

于烧结机的后半部，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35-45％，所述机尾段及烟气快速升温段的烧

结烟气在风箱及烟气管道中沉积下来的颗粒物进入主烟道粉料斗内，所述主烟道粉料斗内

颗粒物通过气力输送经粉尘气力输送管送到颗粒物料仓收集，再送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

作为脱硝催化剂。

[0019] 所述烟气管道由主烟道和循环烟气主烟道组成，所述烧结机的机尾段、烟气快速

升温段以及点火段区域下方风箱收集的烧结烟气进入主烟道，机头段区域下方风箱收集的

烧结烟气进入循环烟气主烟道。

[0020] 所述烧结机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风箱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

液氨喷嘴，通过喷嘴喷入的液氨进入风箱内汽化成氨气并与烟尘混合，在烟尘中富含铁系

多氧化物的催化作用下与烟气中的NOx发生脱硝反应。

[0021] 所述液氨喷嘴喷出口倾斜向上，使喷嘴喷出的液氨直接喷射到台车篦子及篦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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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的底料中，或液氨喷出方向与烟气流动方向的夹角大于90度。

[0022] 经所述主烟道引出的烧结烟气依次经过脱硝烟气换热器、烟气加热器加热升温到

250－390℃，再进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

[0023] 定期向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补充新鲜的烧结返矿或热烧结返矿，以提高脱硝

效率。

[0024] 所述烟气加热器的烟气出口管道上，沿管道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嘴，通过液

氨喷嘴向管道内喷入液氨与烧结烟气混合后进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然后在床内烧结返

矿及烟尘颗粒物富含的铁系多氧化物催化作用下进一步发生脱硝反应。

[0025] 所述从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引出的脱硝烟气经脱硝烟气除尘器除尘后再进入脱硝

烟气换热器与主烟道内的烧结烟气间接换热，再进入余热锅炉进一步回收余热后送入静

电/布袋除尘器除尘。

[0026] 所述循环烟气主烟道内的烟尘经循环烟气除尘器除尘后送入布置在烧结机台车

上方的循环烟气罩内，再次进入烧结料层参与烧结过程，并在烧结料层中铁系氧化物的催

化及烟气中含有的还原组分还原作用下，循环烟气中的NOx被还原为氮气。

[0027] 所述循环烟气罩安装在烧结机正上方，覆盖烧结机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

[0028] 所述气力输送的载气为余热锅炉或静电/布袋除尘器的烟气出口引出的脱硝后烧

结烟气。

[0029] 均匀排出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的烧结返矿及烟尘颗粒物，控制流化床脱硝反

应器床层阻力在2600－3000Pa之间，所述排出的烧结返矿及颗粒物配入烧结混合料中。

[0030] 所述烟气快速升温段为烧结生产过程中进入风箱的烧结烟气温度从80℃上升到

200℃的区域。

[0031] 发明人分析发现，烧结机不同区域产生的烧结烟气温度及组成均不同，机尾段烧

结烟气温度＞200℃，NOx浓度＜100mg/Nm3；烟气快速升温段烧结烟气温度80－200℃，NOx

浓度＞100mg/Nm3；机头段烧结烟气温度＜80℃，NOx浓度300mg/Nm3以上；点火段烧结烟气温

度＜80℃，NOx浓度＜100mg/Nm3，如果直接不经区别将所有烧结烟气送入烟气管道内混合

后进行脱硝，存在以下不足：1)由于混合后烟气温度较低(150℃左右)，低于传统的SCR脱硝

温度窗口，对其脱硝时需加热到脱硝温度窗口，加热能耗高，脱硝成本大；2)随机尾段和烟

气快速升温段区域烧结烟气带出的颗粒物温度较高，该部分颗粒物最后沉积在烟气管道下

方粉料斗内，其余热也未能充分利用，在后续皮带输送过程中，还对皮带造成一定的热侵

蚀。据此将所述烟气管道分为主烟道和循环烟气主烟道，来自机尾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点

火段烧结烟气送入主烟道中，随烟气带出的沉积在主烟道下方粉料斗内的颗粒物通过气力

输送到颗粒物料仓收集，再送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作为脱硝催化剂。如此处理的效果为：

①巧妙回收利用了随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烧结烟气带出的颗粒物的余热；②充分利用

了颗粒物中富含的铁系多氧化物所具有的催化脱硝活性，以此取代传统的SCR脱硝中的昂

贵的催化剂，节省的脱硝设备投资、降低了脱硝运行成本；③采用脱硝后的烧结烟气作为气

源，通过气力输送将颗粒物送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既增加的部分脱硝后烟气的循环，进

一步提高的脱硝效率，还彻底改善了原颗粒物皮带输送系统的环境，减少了岗位扬尘；④从

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固相出口均匀排出的颗粒物温度恒定，配入烧结混合料中，有利于控制

入烧结机的混合料温度波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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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在机尾段、烟气快速升温段下方的风箱中喷入液氨，创造出满足脱硝反应的温度、

原料和催化剂条件，使这部分烟气在风箱中先进行脱硝反应，然后再与较低NOx浓度的点火

段烟气一起进入主烟道；而来自所述机头段烧结烟气温度低，NOx浓度高，将这部分烟气经

对应的风箱收集后通过循环烟气主烟道引出，发明人巧妙的送入烧结机台车上方的循环烟

气罩内，在高压风机的抽力作用下再次进入烧结料层，参与烧结过程并对其所含的NOx脱除

后，穿过台车篦子再次进入风箱内；循环烟气罩安装在烧结机正上方，覆盖烧结机机尾段和

烟气快速升温段，循环烟气回送到产生的烟气温度最高的烧结机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

区域，这样的技术效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机头段高NOx浓度的烟气循环进入机尾段及

烟气快速升温段，在穿过烧结料层时，该区域烧结料层富含有铁系多氧化物，同时循环烟气

中氧气浓度偏低(低于空气中的氧气浓度)，烧结过程形成的烟气含有一定的还原气体，循

环烟气穿过烧结料层时，在铁系多氧化物的催化作用下对NOx进行了脱除；②机头段引出的

循环烟气的湿度比空气的湿度大，循环烟气穿过烧结料层时的阻力较空气低，减少了气体

穿过烧结料层的阻力损失；③烧结烟气的部分循环再次送入烧结料层，减少了烟气的外排

量，降低了后续烟气净化系统的负荷；④向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对应的风箱内喷

入液氨，充分利用该区域烟气脱硝温度窗口，在烟气中颗粒物富含铁系多氧化物的催化作

用下进一步脱硝，节省脱硝的设备投资及脱硝催化剂的投入；⑤点火段烧结烟气温度较低，

若直接混入主烟道的烟气中会降低主烟道中烟气温度，不利于创造有利的脱硝环境，因此

考虑将这部分烧结烟气经下方的风箱收集后经机头点火段烟道再和主烟道中的烧结烟气

混合后一起送入静电/布袋除尘器除尘。

[0033] 所述机尾段至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的风箱内烟气温度较高(满足SCR脱硝的

温度窗口)，漏风率低，且在风箱中的烧结烟气含尘浓度也最高(含有大量铁系氧化物)，烧

结烟气在风箱内停留时间也较长，此时向风箱中喷入液氨，利用烟气中的颗粒物富含铁系

多氧化物具有的脱硝催化作用，且温度在300℃左右，实现了烧结烟尘的高温(脱硝温度窗

口)余热充分利用并同步脱硝的目的。同时，由于风箱中的烧结烟气是烟气处理的第一步，

在此处喷入液氨，即使氨不能完全消耗，还可以在后续输送、换热、除尘等过程中继续发生

脱硝反应。

[0034] 进一步的，风箱内的氨水喷嘴喷出口倾斜向上，其目的有三：(1)使液氨以及其汽

化形成的氨气与烧结烟气逆向接触，提高了氨气与烧结烟气的混合效果，有利于提高脱硝

效率；(2)大部分液氨会喷向台车底面的篦子上，而该区域烧结烟气含尘浓度最高，温度也

正好在SCR脱硝温度窗口，此时的脱硝效果最佳；(3)小部分液氨会穿过篦子间隙进入台车

底部的烧结矿底料中，直接在底料所含的铁系氧化物的催化作用下与烟尘中的NOx发生催

化还原脱硝反应，提一步提高了脱硝效果。因此，优选所述液氨喷嘴位于所述风箱的上段，

所述液氨喷嘴可以设一层或多层，每层均布多个，以保证氨液汽化后的氨气与烧结烟气均

匀混合。

[0035] 烧结烟气在风箱及主烟道脱硝反应后温度会下降，将离开主烟道的烧结烟气送入

脱硝烟气换热器中与除尘后的脱硝烟气间接换热升温，再送入烟气加热器进一步升温至脱

硝反应温度后，送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中，在床内烧结返矿及烟尘颗粒物富含的铁系多氧

化物的催化作用下进行脱硝反应，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不使用外购催化剂，而是使用

主烟道中沉积下来的颗粒物和随烟气带入的颗粒物作为催化剂，若催化剂活性不足还可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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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烧结返矿或热返矿，特别是热返矿和烟尘带出的颗粒物，一方面自身温度高，能够为脱硝

提供热能，另一方面这些返矿和颗粒物含有的铁系多氧化物对脱硝有协同催化作用，如γ-

Fe2O3对NH3-SCR脱硝有较强的活性等特性，可作为催化剂使用；同时这些催化剂不怕硫中毒

(因热返矿量大，在流化床内的作为催化剂的停留时间远低于现有SCR脱硝催化剂的停留时

间，若中毒可及时替换)；脱硝后的烟气经脱硝烟气除尘后再经烟气换热器与主烟道中的烟

气间接换热降温后，再经余热锅炉送入静电/布袋除尘器。

[0036] 设置流化床脱硝反应器的主要作用：一是富集烟尘中的颗粒物；二是催化脱硝，当

烧结烟尘通过流化床时，在此停留时间较长，并在密相颗粒物中所含的铁系氧化物的催化

作用下发生高效还原脱硝反应；三是还可接收补充的烧结返矿，并均匀排出恒定温度的颗

粒物和烧结返矿。

[0037] 有益效果：

[0038] (1)采用脱硝后的烧结烟气作为气源，通过气力输送将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

区域的烧结烟气带出的颗粒物送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内，巧妙回收利用了颗粒物的余热、

改善了原颗粒物皮带输送系统的环境，减少了岗位扬尘；

[0039] (2)将烧结机不同区域的烟气分别引入到不同的烟道进行不同处理，充分利用了

烧结机机尾段及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烧结烟尘温度高，烟尘含尘量大，富含铁系多氧化物

的特性，向风箱内喷入液氨，实现烟气的在线脱硝，节省了SCR脱硝时升温需补充的外界热

源和催化剂；

[0040] (3)机头段高NOx浓度的烟气循环进入机尾段及烟气快速升温段，在穿过烧结料层

时，该区域烧结料层富含有铁系多氧化物，同时循环烟气中氧气浓度偏低(低于空气中的氧

气浓度)，烧结过程形成的烟气含有一定的还原气体，循环烟气穿过烧结料层时，在铁系多

氧化物的催化作用下对循环烟气的NOx进行了脱除；

[0041] (4)机头段引出的循环烟气的湿度比空气的湿度大，循环烟气穿过烧结料层时的

摩擦力较空气低，减少了气体穿过烧结料层的阻力损失；

[0042] (5)烧结烟气的部分循环再次进入烧结料层，减少了烟气的外排量，降低了后续烟

气净化系统的负荷；

[0043] (6)本发明工艺在不外购脱硝催化剂的前提下达到有效脱硝的目的，充分利用系

统余热，NOx排放量减少75％，与传统SCR脱硝工艺相比，降低脱硝成本60％，降低脱硝设备

投资40％，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44] 图1为烧结烟气中CO、O2、NOx等浓度在烧结过程中的变化曲线图。

[0045] 图2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0046] 其中，1－循环烟气罩、2－烧结机、2.1－台车、3－烧结料层、3.1-底料、4－液氨喷

嘴、5－液氨、6－风箱、7－主烟道、8－循环烟气管道、9-循环烟气风机、10-循环烟气除尘

器、11-循环烟气主烟道、12-脱硝烟气换热器、13－颗粒物料仓、14-烟气加热器、15-脱硝烟

气除尘器、16-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1-固相出口、17-余热锅炉、18-静电/布袋除尘器、19-

高压风机、20-气力输送风机、21-主烟道粉料斗、22-粉尘气力输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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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7] 参见图2，包括烧结机2，所述烧结机2的台车2.1下方设有风箱6，风箱6底部的出口

连通烟气管道，沿台车行进方向烧结机2依次分为点火段、机头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

段4个区域，所述烟气管道由主烟道7和循环烟气主烟道11组成，所述烧结机2的机尾段、烟

气快速升温段和点火段区域下方的风箱6连通主烟道7，机头段区域下方风箱6连通循环烟

气主烟道11；其中，所述主烟道7底部设主烟道粉料斗21，所述主烟道粉料斗21底部连通粉

尘气力输送管22，所述粉尘气力输送管22出口经颗粒物料仓13连接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

16。所述烧结机2的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风箱6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

氨喷嘴4,所述液氨喷嘴4位于所述风箱6的上部且喷嘴喷出口倾斜向上。所述主烟道7依次

连接脱硝烟气换热器12、烟气加热器14的壳程或管程和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所述流化床

脱硝反应器16的烟气出口经脱硝烟气除尘器15、脱硝烟气换热器12的管程或壳程、余热锅

炉17连接静电/布袋除尘器18，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的固相出口16.1连通烧结配料系

统(图中未标出)。所述烟气加热器14的烟气出口管道上，沿管道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

嘴4。所述循环烟气主烟道11经循环烟气除尘器10、循环烟气风机9、循环烟气管道8连通烧

结机台车上方的循环烟气罩1。

[0048] 所述循环烟气罩1安装在烧结机尾部正上方，覆盖烧结机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

段。所述粉尘气力输送管22的载气进口经气力输送风机20与余热锅炉17或静电/布袋除尘

器18的烟气出口相连接。

[0049] 所述烧结机的各段区域定义如下：

[0050] 点火段位于烧结机2最前端，该区域占1－2个风箱6；机头段位于点火段之后的烧

结机前半部并延伸至烧结机中部，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35－45％；烟气快速升温段位

于烧结机中部偏机尾方向，该区域占2－4个风箱；机尾段位于烧结机的后半部，该区域占烧

结机总长度的35－45％；机尾段烧结烟气温度＞200℃，NOx浓度＜100mg/Nm3；烟气快速升

温段烧结烟气温度80－200℃，NOx浓度＞100mg/Nm3；机头段烧结烟气温度＜80℃，NOx浓度

300mg/Nm3以上；点火段烧结烟气温度＜80℃，NOx浓度＜100mg/Nm3。

[0051] 工艺实施例：

[0052] 本发明工艺包括烧结烟气在高压风机19的抽力作用下穿过烧结料层3、底料3.1、

烧结机2的台车2.1底部篦子、台车2.1下方的风箱6进入烟气管道；沿台车2.1行进方向将烧

结机2依次分为点火段、机头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4个区域，点火段位于烧结机2最

前端，该区域占1－2个风箱；机头段位于点火段之后的烧结机前半部并延伸至烧结机中部，

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35－45％；烟气快速升温段位于烧结机2中部偏机尾方向，该区域

占2－4个风箱；机尾段位于烧结机的后半部，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35-45％。

[0053] 所述烟气管道由主烟道7和循环烟气主烟道11组成，所述烧结机2的机尾段、烟气

快速升温段以及点火段区域下方风箱5收集的烧结烟气进入主烟道7，机头段区域下方风箱

6收集的烧结烟气进入循环烟气主烟道11；其中，经所述主烟道7引出的烧结烟气依次经过

脱硝烟气换热器12、烟气加热器14加热升温到250－390℃，再进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内

进行脱硝反应，从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引出的脱硝烟气经脱硝烟气除尘器15除尘后进入脱

硝烟气换热器12与主烟道7内的烧结烟气间接换热，再进入余热锅炉17进一步回收余热后

送入静电/布袋除尘器除尘18，最后经由高压风机19引出。所述机尾段及烟气快速升温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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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烟气在风箱6及主烟道7中沉积下来的颗粒物进入主烟道粉料斗21内，所述主烟道粉料

斗21内颗粒物通过气力输送经粉尘气力输送管22送到颗粒物料仓13收集，再送到流化床脱

硝反应器16内作为脱硝催化剂。

[0054] 定期向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内补充新鲜的烧结返矿或热烧结返矿，以提高脱

硝效率。从所述硫化床脱硝反应器16的固相出口16.1均匀排出烧结返矿及颗粒物，以控制

所述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的床层阻力为2600－3000Pa；所述均匀排出的烧结返矿及颗粒物

配入烧结混合料中。

[0055] 所述烧结机2的机尾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风箱6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

一层液氨喷嘴4，通过喷嘴喷入的液氨5进入风箱6内汽化成氨气并与烧结烟气混合，在烧结

烟气中富含铁系多氧化物的催化作用下与烟气中的NOx发生脱硝反应。所述液氨喷嘴4喷出

口倾斜向上，使喷出的液氨直接喷射到台车篦子及篦子间隙的底料中，或液氨喷出方向与

烟气流动方向的夹角大于90度。

[0056] 所述烟气加热器14的烟气出口管道上，沿管道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嘴4，通过

液氨喷嘴4向管道内喷入液氨与烧结烟气混合后进入流化床脱硝反应器16内，然后在床内

烧结返矿及烟尘颗粒物富含的铁系多氧化物催化作用下进一步发生脱硝反应。

[0057] 所述循环烟气主烟道11内的烟尘经循环烟气除尘器10除尘后，再经循环烟气风机

9、循环烟气管道8送入布置在烧结机2台车2.1上方的循环烟气罩1内，再次进入烧结料层3

参与烧结过程，并在烧结料层3中铁系氧化物的催化及烟气中含有的还原组分还原作用，循

环烟气中的NOx被还原为氮气。所述循环烟气罩1安装在烧结机2正上方，覆盖烧结机2机尾

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所述气力输送的载气为余热锅炉17或静电/布袋除尘器18的烟气出

口引出的脱硝后烧结烟气。

[0058] 经处理后的烧结烟气NOx排放量减少75％。

[0059] 采用上述脱硝工艺全程不使用外购催化剂，减少脱硝设备投资，简化了脱硝工艺，

充分利用了工艺过程中的余热，节能降耗效果明显，与传统SCR脱硝工艺相比，降低脱硝成

本60％，降低脱硝设备投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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