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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

烟气净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金属污泥

危废送入回转窑内进行干燥，产生的烟气直接进

入超高温袋式除尘器进行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

回回转窑回用；步骤二、步骤一中回转窑产出的

碚砂送入合金炉进行熔炼；熔炼产生的高温烟气

经一氧化碳燃烧和余热回收锅炉后进入超高温

袋式除尘器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

用；步骤三、将经步骤一和步骤二处理后的烟气

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理系统处理后，达到

环保排放标准的烟气由烟囱外排。本发明采用耐

超高温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陶瓷管除尘器

进行收尘，简化了常规袋式除尘器前的降温和脱

酸等保护工艺，提高了物料回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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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金属污泥危废送入回转窑内进行干燥，产生的烟气直接进入超高温袋式除尘

器进行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用；

步骤二、步骤一中回转窑产出的碚砂送入合金炉进行熔炼；熔炼时加入碳精进行还原

得到合金和炉渣，熔炼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一氧化碳燃烧和余热回收锅炉后进入超高温袋式

除尘器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用；

步骤三、将经步骤一和步骤二处理后的烟气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理系统处理

后，达到环保排放标准的烟气由烟囱外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一

和步骤二中的超高温袋式除尘器采用耐超高温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陶瓷管除尘器进

行收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三中的烟气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进行的一级湿法脱酸处理、二级

湿法脱酸处理、GGH换热和加热升温处理、SCR脱硝和脱二恶英处理，二级湿法脱酸处理后的

烟气利用电除雾器进行电除雾，在GGH换热处理后烟气温度由50-70℃升高至130-160℃，然

后再经过燃烧或者蒸汽加热将温度升高至180-240℃后，进行SCR脱硝和脱二恶英。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三

中所述SCR脱硝和脱二恶英处理所用的催化剂为第一组分为V2O5/TiO2，第二组份为Mn、Fe、

Co、Ce、W中的一种或多种；或催化剂为第一组分为MnOx,第二组分为Fe、Co、Ce、Cu中的一种

或多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催

化剂第一组分中V与V2O5/TiO2的质量比为1-5%，第二组分为Ce，V与Ce的质量比为1:（0.1-

1.0）；或所述催化剂为第一组分为MnOx，第二组分为Ce，  Mn与Ce摩尔比为1:（0.1-0.6）。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一级湿

法脱酸处理和二级湿法脱酸处理中利用的脱酸剂有碳酸氢钠、消石灰或碳酸钙溶液。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回

转窑采用逆流干燥，物料从窑头加入，热风从窑尾喷入回转窑，半干污泥危废和其它配料、

熔剂通过皮带输送到干燥区域的污泥料仓，经过螺旋加入到回转窑窑头，回转窑驱动采用

变频电机，热风与回转窑中的物料接触，加热、焙烧物料，使物料形成碚砂从窑尾渣箱放出，

进入运输车上的碚砂保温罐，运输车移动到合金熔炼吊车起吊区域，吊车将其吊装到合金

炉熔炼工序。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装有碚

砂的保温罐被吊车运输到运输小车，沿着轨道移动到合金炉旁边将碚砂放到合金炉上方的

料仓中，碳精从地面吊车吊运到合金炉上方的碳精仓，碚砂和碳精分别计量加入到合金炉

中，进行还原反应，焙烧熔化还原为合金、氧化铁、氧化钙、氧化铝和氧化镁等高熔点物质造

渣，合金炉分别放出合金经过溜槽进入浇铸机浇铸成合金块产品；炉渣通过溜槽放出，水冲

得到水淬渣。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合金炉

炉内维持负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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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澡堂用具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污泥危废物料有不锈钢污泥和电镀污泥，其主要成分是氧化铁、氧化铬、氧化

镍、氧化钙、氟化钙以及少量其它重金属元素，还含有大量的物理水以及少量的结晶水和化

合水。因为铁、铬、镍金属和合金的高熔点，目前常用回转窑进行处理，高熔点金属回收效果

不好，并且在回转窑处理污泥时会产生废气，目前废气通过换热冷却后经过静电除尘等预

除尘然后再经过干法脱酸和活性炭喷射，然后经过常规袋式除尘过滤粉尘，并对废气进行

脱酸脱硝处理，这样的烟气净化工艺需要在常规带式袋式除尘器前设置降温和脱酸等保护

工艺，烟尘处理工艺较为复杂，并且这些保护工艺的转序过程中必然造成物料残留，使得物

料回收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来解决目前的

工艺对高熔点合金回收效果不好，且回转窑烟气处理工艺较为复杂，且物料回收效率低的

问题。

[0004] 本发明一种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金属污泥危废送入回转窑内进行干燥，产生的烟气直接进入超高温袋式除尘

器进行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用；

步骤二、步骤一中回转窑产出的碚砂送入合金炉进行熔炼；熔炼时加入碳精进行还原

得到合金和炉渣，熔炼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一氧化碳燃烧和余热回收锅炉后（回收后烟气的

温度为300-350℃）进入超高温袋式除尘器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用；

步骤三、将经步骤一和步骤二处理后的烟气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理系统处理

后，达到标准的烟气由烟囱外排。

[0005] 步骤一和步骤二中的超高温袋式除尘器采用耐超高温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

陶瓷管除尘器进行收尘。

[0006] 所述步骤三中的烟气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进行的一级湿

法脱酸处理、二级湿法脱酸处理、GGH换热处理、SCR脱硝和脱二恶英处理，二级湿法脱酸处

理后的烟气利用电除雾器进行电除雾，在GGH换热处理后烟气温度由50-70℃升高至130-

160℃，然后再经过燃烧或者蒸汽加热将温度升高至180-240℃后进行中温SCR脱硝和脱二

恶英，其中SCR催化剂具有脱硝和脱二噁因的功能。针对不同浓度的酸性气体，可以设置多

级脱酸，比如一级、二级或者三级脱酸等，上述的两级脱酸是典型应用，其中多级脱酸中的

第一及可以是水洗脱酸，用于脱除易溶于水的HCl和HF等酸性气体。SCR脱硝不同于燃煤电

厂的脱硝，需要在脱硝的同时进一步脱除二噁英，催化剂配方也有所不同，本发明的SCR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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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剂为包括V2O5/TiO2和第二组份Mn、Fe、Co、Ce、W等金属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V2O5/TiO2催

化剂的V质量分数为3%时具有很好的脱硝活性，在250-400℃温度区间内始终具有90%以上

的脱硝效率。本发明通过添加Mn、Fe、Co、Ce、W等金属元素作为第二组分研制了专用的新型

催化剂。当钒与第二组分质量比为1:（0.1-1.0）时，脱硝活性最佳，在220-300℃的温度区间

内具有80%左右的脱硝效率，及稳定脱除二噁英的能力。或者本发明的催化剂包括MnOx和第

二组分Fe、Co、Ce、Cu等金属元素中的一种或多种，此催化剂在150-250  ℃温度区间内始终

具有90%以上的脱硝效率；特别的，当Mn-Ce摩尔比为1:（0.1-0.6）时，在150-250℃温度区间

内始终具有95%以上的脱硝效率，及稳定脱除二噁英的能力。由于长期在300℃以下使用，在

抗硫、抗水、防止催化剂中毒方面较常规催化剂要求高。

[0007] 一级湿法脱酸处理和二级湿法脱酸处理中利用的脱酸剂有碳酸氢钠、消石灰或碳

酸钙溶液。

[0008] 所述回转窑采用逆流干燥，物料从窑头加入，热风从窑尾喷入回转窑，半干污泥危

废和其它配料、熔剂通过皮带输送到干燥区域的污泥料仓，经过螺旋加入到回转窑窑头，回

转窑驱动采用变频电机，热风与回转窑中的物料接触，加热、焙烧物料，使物料形成碚砂从

窑尾渣箱放出，进入运输车上的碚砂保温罐，运输车移动到合金熔炼吊车起吊区域，吊车将

其吊装到合金炉熔炼工序。

[0009] 装有碚砂的保温罐被吊车运输到运输小车，沿着轨道移动到合金炉旁边将碚砂放

到合金炉上方的料仓中，碳精从地面吊车吊运到合金炉上方的碳精仓，碚砂和碳精分别计

量加入到合金炉中，进行还原反应，焙烧熔化还原为合金、氧化铁、氧化钙、氧化铝和氧化镁

等高熔点物质造渣，合金炉分别放出合金经过溜槽进入浇铸机浇铸成合金块产品；炉渣通

过溜槽放出，水冲得到水淬渣。

[0010] 合金炉炉内维持负压状态。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采用耐超高温（>280℃）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陶瓷管除尘器进行收尘，简化了常规

袋式除尘器前的降温和脱酸等保护工艺。

[0012] 采用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陶瓷管除尘器直接回收，提高了物料回收效率，并同

步控制了颗粒物的排放。

[0013] 本发明所述的烟气净化工艺采用了SCR脱硝装置实现了同步脱除氮氧化物和二噁

英。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对照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6] 如图1所示的一种金属污泥窑炉资源化处置烟气净化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金属污泥危废送入回转窑内进行干燥，产生的烟气直接进入超高温袋式除尘

器进行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用；

步骤二、步骤一中回转窑产出的碚砂送入合金炉进行熔炼；熔炼时加入碳精进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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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合金和炉渣，熔炼产生的高温烟气经一氧化碳燃烧和余热回收锅炉后进入超高温袋式

除尘器除尘，收集到的粉尘送回回转窑回用；

步骤三、将经步骤一和步骤二处理后的烟气通过风机抽取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

理系统处理后，达到环保标准的烟气由烟囱外排。

[0017] 步骤一和步骤二中的超高温袋式除尘器采用耐超高温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

陶瓷管除尘器进行收尘。当前成熟的干式除尘技术主流是：静电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和

旋风除尘器，其中旋风除尘器除尘效率仅75%左右，对于粒径5um以下的颗粒物除尘效率更

低，现在一般多用于预除尘。静电除尘器由于颗粒物比电阻、颗粒物粒度、颗粒物粘度、烟气

湿度、烟气浓度等因素均会影响除尘效率，实际运行效率大多在  98%  ~  99.5%之间，常规技

术难以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袋式除尘器是利用纤维过滤元件来捕集含尘气体中固体颗粒

物，不受粉尘和工况的影响，实际运行效率稳定在99.95%以上，颗粒物排放可达10mg/m3以

下，或者更低的5mg/m3。但是，常规袋式除尘器滤袋的长期使用温度上限为260℃（化纤滤料

的耐温要求），超过这个温度，只能选用静电除尘器和旋风除尘器，这样势必会导致粉尘排

放浓度达不到超低排放，自然除尘器回收的有用粉尘会相对减少。本技术方案利用超高温

袋式除尘器采用耐超高温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陶瓷管除尘器进行收尘可以保留带式

除尘器的高收率和控制排放的的优点，且能在回转窑超过280℃的烟气下正常使用。

[0018] 所述步骤三中的烟气进行脱酸、脱硝、脱二恶英处理系统包括依次进行的一级湿

法脱酸处理、二级湿法脱酸处理、GGH换热处理、SCR脱硝和脱二恶英处理，二级湿法脱酸处

理后的烟气利用电除雾器进行电除雾，在GGH换热处理后烟气温度由50-70℃升高至130-

160℃，然后再经过燃烧或者蒸汽加热将温度升高至180-240℃后进行中温SCR脱硝和脱二

恶英，所用的SCR催化剂包括V2O5/TiO2和第二组分金属Ce，其中V与V2O5/TiO2的质量比为3%，

V与第二组分质量比为1:（0.1-1.0），脱硝活性最佳，在220-300℃的温度区间内具有80%左

右的脱硝效率，及稳定脱除二噁英的能力。

[0019] 替换上述催化剂为包括MnOx和第二组份Ce的催化剂，在150-250  ℃温度区间内始

终具有90%以上的脱硝效率；特别的，当Mn-Ce摩尔比为1:（0.1-0.6）时，在150-250℃温度区

间内始终具有95%以上的脱硝效率，及稳定脱除二噁英的能力。

[0020] 一级湿法脱酸处理和二级湿法脱酸处理中利用的脱酸剂有碳酸氢钠、消石灰或碳

酸钙溶液。

[0021] 在污泥进行回转窑之前会利用暂存库进行储存，暂存库配置了物料料坑、干燥计

量配料系统和干燥机。能满足物料进厂存储运输和干燥配料，进干燥机工序脱除物料中部

分物理水。

[0022] 危废物料暂存库，存放属于防火类别为丁类的不锈钢污泥、电镀污泥、不锈钢酸

渣、不锈钢氧化皮、不锈钢砂轮灰等。不锈钢污泥等物料多系固态、半固态形态，大多以吨袋

运输、污泥经过检验合格后，经过自动破袋机破袋后分别存入不同的料坑中。

[0023] 因为是采用一套设备处理二类不同物料，生产不同产品。按照不锈钢类物料和电

镀污泥物料的处理作业制度，按不同时段分别处理，物料有序进入储存在料坑中，处理完了

一类物料，系统开始处理另一类物料，循环作业。车间内设置了干燥机，干燥脱除物理水。抓

斗吊将料坑中的污泥放到料仓经过计量螺旋输入皮带混合后进入干燥机，干燥后污泥流出

干燥机进入去回转窑干燥的皮带，前边物料进料完后再抓斗吊将不锈钢酸渣等以及石英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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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料仓，经计量螺旋计量后分别进入皮带混合后汇入去回转窑干燥工序的皮带。

[0024] 干燥冷凝水返回软化水站复用，干燥机干燥尾气进入布袋收尘器收尘后颗粒物浓

度达标后外排。

[0025] 回转窑采用逆流干燥，物料从窑头加入，热风炉烧生物质得到的热风从窑尾喷入

回转窑、还配置天然气喷枪作为热源补充；暂存库中干燥机干燥过的污泥和其它配料、熔剂

等通过皮带输送到回转窑干燥区域的污泥料仓，回转窑还配置了生物质仓和烟尘仓，生物

质吨袋破袋后装入生物质仓、烟尘吨袋破袋烟尘入烟尘仓；烟尘和初步干燥的半干污泥经

过计量皮带进入回转窑料仓经过螺旋加入到回转窑窑头，回转窑驱动采用变频电机，热风

与回转窑中的物料接触，加热、焙烧物料，使物料形成碚砂从窑尾渣箱放出，进入运输车上

的碚砂保温罐，运输车移动到合金熔炼吊车起吊区域，吊车将其吊装到合金炉熔炼工序。

[0026] 装有碚砂的保温罐被吊车运输到  9平面的轨道上的运输小车，沿着轨道移动到合

金炉旁边将碚砂放到合金炉上方的  3  个料仓中，碳精从地面吊车吊运到合金炉上方的碳

精仓，碚砂和碳精分别计量加入到合金炉中，进行还原反应，在强还原气氛下，焙烧熔化还

原为合金，氧化铁、氧化钙、氧化铝和氧化镁等高熔点物质造渣。合金炉分别放出合金经过

溜槽进入浇铸机浇铸成合金块产品；炉渣通过溜槽放出，水冲得到水淬渣。

[0027] 合金炉炉内维持负压状态，烟气被抽出经过急冷后进入布袋收尘器收尘后，  烟气

进入回转窑干燥后烟气的二燃室中，燃烧掉其中较高浓度的一氧化碳。

[0028] 每年处理  5  万吨不锈钢污泥、5  万吨电镀污泥、0.5  万吨不锈钢酸渣、0.5  万吨

不锈钢氧化皮和  0.4  万吨不锈钢砂轮灰。收尘专业需设计与冶炼工艺生产规模配套的烟

气收尘系统，主要内容如下：各收尘系统的工作制度与冶炼工艺一致，其中  180  天用于处

理不锈钢污泥和其他不锈钢固废，120 天用于处理电镀污泥，连续作业。

[0029] 回转窑干燥污泥，烟气中所含烟尘为工业污泥（含镍、含镉、含铬、含铅等）粉尘，回

转窑出口烟气参数见表  1。

[0030] 表1 回转窑出口烟气参数典型值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1 烟气温度 ℃ 350

2 烟尘浓度 mg/Nm3 70000

3 HCl mg/Nm3 400

4 SO2 mg/Nm3 3650

5 P2O5 mg/Nm3 950

6 NOx mg/Nm3 500

7 HF mg/Nm3 20800

8 O2 Vol% 3

9 N2 Vol% 48.5

10 CO2 Vol% 10

11 H2O Vol% 36

注：以上污染物数值的条件为：11%（容积比）O2，干烟气，标准状态。

[0031] 合金炉冶炼污泥，烟气中所含烟尘为工业污泥（含镍、含镉、含铬、含铅等）粉尘，合

金炉出口烟气参数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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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表2 合金炉出口烟气参数典型值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1 烟气温度 ℃ 300-350

2 烟尘浓度 mg/Nm3 6000

3 Cl2 mg/Nm3 285

4 SO2 mg/Nm3 3080

5 HF mg/Nm3 3920

6 NOx mg/Nm3 400

7 As4O6 mg/Nm3 180

8 P2O5 mg/Nm3 445

9 O2 Vol% 8.3

10 N2 Vol% 76

11 CO2 Vol% 14.5

12 H2O Vol% 0.75

注：以上污染物数值的条件为：11%（容积比）O2，干烟气，标准状态。

[0033] 回转窑、合金炉烟气净化后环保排放见表3。

[0034] 表3 回转窑合金炉烟气净化后环保排放典型值

污染物 排放标准（mg/m3） 污染物 排放标准（mg/m3）

NOX 100 SO2 100

HCl 50 HF 2

颗粒物 10 二噁英 0.1ng

锡及其化合物 1 锑及其化合物 1.0

镉及其化合物 0.1 铬及其化合物 1.0

汞及其化合物 0.1 铅及其化合物 1.0

砷及其化合物 0.4    

注：以上污染物数值的条件为：11%（容积比）O2，干烟气，标准状态。

[0035] 综上所述，本发明采用耐超高温（>280℃）的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或陶瓷管除尘器

进行收尘，简化了常规袋式除尘器前的降温和脱酸等保护工艺。采用金属纤维袋式除尘器

或陶瓷管除尘器直接回收，提高了物料回收效率，并同步控制了颗粒物的排放。采用了SCR

脱硝装置实现了同步脱除氮氧化物和二噁英。

[0036]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术语“内”、“外”、“纵向”、“横向”、“上”、“下”、“顶”、“底”等指

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

要求本发明必须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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