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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
结的NOx减排系统，
技术方案包括烧结机，
所述烧
结机的台车下方设有风箱，
沿台车行进方向烧结
机依次分为预热干燥段、点火段、烟气快速升温
段和机尾段4个区域，
所述机尾段下方的风箱依
次经流化床反应器、
高温烟气主烟道、
高温烟气
除尘器、
高温烟气循环风机和高温烟气循环管连
接位于所述预热干燥段上方的高温循环烟气罩。
本发明系统污染物排放量少、
烧结烟气余热回收
率高、不使用外购脱硝催化剂、有效降低烟气中
NOx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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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包括烧结机，
所述烧结机的台车下方
设有风箱，
其特征在于，
沿台车行进方向烧结机依次分为预热干燥段、点火段、烟气快速升
温段和机尾段4个区域，
所述机尾段下方的风箱依次经流化床反应器、
高温烟气主烟道、
高
温烟气除尘器、
高温烟气循环风机和高温烟气循环管连接位于所述预热干燥段上方的高温
循环烟气罩。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流
化床反应上部设流化床气流出口，
下部设流化床固相出口。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
热干燥段还设有加热装置。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加
热装置为红外加热装置、
微波加热装置或电加热装置。
5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
波加热装置包括位于布料机下方的、插入台车上烧结混合料内不同深度的多个微波加热
器。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
波加热器的波导管前段伸入烧结混合料内500－1000mm。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
波加热器的波导管前段伸入烧结混合料内部的部分沿台车行进方向水平布置。
8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
热干燥段下方对应风箱出口依次连接低温烟气主烟道、低温烟气管、
静电/布袋除尘器和主
抽风机。
9 .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
其特征在
于，
所述点火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对应的风箱出口依次连接高NOx烟气主烟道、
高
NOx烟气循环管、
高NOx烟气除尘器、
高NOx烟气循环风机和烧结机的机尾段对应台车上方的
高NOx循环烟气罩。
10 .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
于，
所述机尾段下方对应的风箱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嘴。
11 .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
液氨喷嘴位于所述风箱的上部，
沿风箱侧壁周向布置，
且喷嘴喷出口倾斜向上。
12 .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
NOx循环烟气罩上均匀布置多个风量平衡管。
13 .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
温循环烟气罩安装在预热干燥段正上方，
覆盖预热干燥段部分或整个区域。
1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
热干燥段占烧结机总长度的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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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环保领域，
具体的是一种基于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
天然富矿在产量和质量上已远远满足不了高炉冶炼的
要求，
为了满足日益大型化的高炉生产，
人造块矿的烧结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物料的处
理量约占钢铁联合企业的第二位，
成为现代钢铁工业中重要的生产工序。然而，
由于该工序
能耗高、
污染物产生量大，
已严重制约着钢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该工序能耗占钢铁生产总
能耗的10-20％，
烟气量1500-2500m3/t-s、
环冷废气量约2200m3/t-s，
且烟气含有粉尘、
SO2、
NOx、
二噁英、
VOCs、
重金属等多种复杂的环境污染物，
是钢铁业的主要污染源。
[0003] 近期国家环保部下发了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86622012)修改单(征求意见稿) ，
将表3中烧结机和球团焙烧设备的颗粒物限值调整为20mg/m3、
二氧化硫限值调整为50mg/m3、
氮氧化物限值调整为100mg/m3。
[0004] 目前普遍采用的污染物去除技术主要集中在烧结系统外的末端治理。
如国外对烧
结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
主要包括脱硫技术、
活性焦一体化技术、循环烧结技术、
组合式
脱硫+脱硝技术等。
国内采用的治理技术基本从国外引进。2010年，
太钢引进住友重工活性
焦烟气净化装置，
实现了SO2、
部分NOx、
二噁英、
重金属、
粉尘等的联合脱除。2013年，
台湾中
钢对其4号烧结机实施了湿式氧化镁脱硫+SCR脱硝工艺。在国内的钢铁行业内，
对焦炉烟气
采用钠基SDA+SCR脱硝，
已有多处理工程实施例。
目前国内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的主流工艺为
SDA脱硫+SCR脱硝和活性炭/焦法。
[0005] 从以上的技术及工程案例可看出，
烧结烟气污染物的治理工艺大都集中于单个污
染物治理的单体技术单元的组合，
如此方案导致烟气治理工艺路线长、
占地面积大、
过程控
制复杂、
投资大、运行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
给钢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特别是当
前较普遍认可的SCR脱硝技术在烧结烟气治理中应用时，
由于硫会引起催化剂中毒，
SCR脱
硝系统普遍设置在脱硫系统后，
导致烟气温度进一步降低，
远低于SCR脱硝温度窗口。所以
在当前烧结烟气SCR脱硝工程案例中，
需提供额外能量使烟气升温达到SCR脱硝温度窗口，
额外增加的脱硝成本。
同时，
SCR脱硝催化剂含有贵金属，
制造成本高，
失效后处置难度大。
[0006] 针对这些问题，
通过烧结工序源头、
工艺生产全过程调控，
开发烧结烟气多污染物
全过程控制耦合技术，
已成为钢铁烧结工序污染减排的研究热点，
如在国内的宁钢、
沙钢等
企业开展了采用烟气循环技术以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工程应用，
尽管通过烧结烟气循环
具有一定的节能、
减排效果，
但对烧结烟气中的NOx减排效果远远满足不了国家环保标准要
求。
[0007] 现有广泛采用的带式抽风烧结工艺是将混合料(铁矿粉、
燃料、熔剂及返矿)配以
适量的水分，
混合、制粒后，
铺在带式烧结机的炉箅上，
点火后用一定的负压抽风，
使烧结过
程自上而下地进行，
即烧结过程贯穿整个烧结机。
由于烧结过程自上而下地进行，
因而沿料
层高度方向存在明显的层结构。按照烧结料层中温度的变化和烧结过程中所发生的物理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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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变化的不同 ，
可以将正在烧结的料层从上而下分为5层，
依次为烧结矿层、燃烧层、预热
层、
干燥层、
过湿层。点火后5层相继出现，
不断往下移动。
沿带式烧结台车行进方向来划分，
将烧结机分为4个区域，
依次为点火区域、低温烟气区域、烟气快速升温区域、高温烟气区
域。
[0008] 在烧结机不同区域的烧结烟气温度及污染物浓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在点火区域
烟气温度低，
NOx浓度也低；
在低温烟气区域烟气温度低，
NOx浓度高；
烟气快速升温区域烟
气温度从100℃以下快速升到200℃甚至以上，
NOx浓度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高温烟气区域
3
烟气温度200℃以上，
高达400℃，
NOx浓度较低，
不到100mg/Nm 。
[0009] 通过分析烧结过程中不同时段产生不同量污染的特点，
存在着通过改变现有烧结
制度，
在烧结过程中实现某些污染物的减排可能。如在烧结过程中，
烧结烟气温度较高的区
3
域，
烟气中NOx的浓度较低，
不到100mg/Nm 。
同时对烧结矿组成分析发现，
烧结矿中含有大
量能对NOx具有催化还原作用的α-Fe2O3相，
这说明在烧结过程本身存在着NOx的生成和去除
过程，
先是在烧结火焰前锋处生成，
生成的NOx随烟气经过烧结料层时，
在适宜的温度及烟
气中的还气分下，
进行SCR还原反应。所以结合烧结烟气循环，
改变现有烧结制度，
在烧结过
程中实现污染物的减排的烧结新工艺的开发，
已成为烧结工序清洁生产的迫切需求。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提供一种系统简单、
烧结烟气分级利用、
烟气余热回收率高、不使用外购脱硝催化剂、脱硝效果好、有效降低烟气中NOx生成的基于
干燥混合料点火烧结的NOx减排系统。
[0011] 技术方案包括烧结机，
所述烧结机的台车下方设有风箱，
沿台车行进方向烧结机
依次分为预热干燥段、点火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4个区域，
所述机尾段下方的风箱
依次经流化床反应器、
高温烟气主烟道、
高温烟气除尘器、
高温烟气循环风机和高温烟气循
环管连接位于所述预热干燥段上方的高温循环烟气罩。
[0012] 所述流化床反应上部设流化床气流出口，
下部设流化床固相出口。
[0013] 所述预热干燥段还设有加热装置。
[0014] 所述加热装置为红外加热装置、
微波加热装置或电加热装置。
[0015] 所述微波加热装置包括位于布料机下方的、
插入台车上烧结混合料内不同深度的
多个微波加热器。
[0016] 所述微波加热器的波导管端部伸入烧结混合料内500－1000mm。
[0017] 所述微波加热器的波导管前段伸入烧结混合料内部的部分沿台车行进方向水平
布置。
[0018] 所述预热干燥段下方对应风箱出口依次连接低温烟气主烟道、
低温烟气管、
静电/
布袋除尘器和主抽风机。
[0019] 所述点火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对应的风箱出口依次连接高NOx烟气主烟
道、
高NOx烟气循环管、
高NOx烟气除尘器、
高NOx烟气循环风机和烧结机的机尾段对应台车
上方的高NOx循环烟气罩。
[0020] 所述机尾段下方对应的风箱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嘴。
[0021] 所述液氨喷嘴位于所述风箱的上部，
沿风箱侧壁周向布置，
且喷嘴喷出口倾斜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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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0022]

所述高NOx循环烟气罩上均匀布置风量平衡管，用于连通高NOx循环烟气罩上、下

空间。
所述高温循环烟气罩安装在预热干燥段正上方，
覆盖预热干燥段部分或整个区
域。
所述预热干燥段占烧结机总长度的40－50％。
[0024] 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发明人对烧结机进行重新分区，
不同区域赋予不同
功能。沿台车行进方向烧结机划分为预热干燥段、点火段、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
即烧
结机原将点火段后移，
同时在点火段前面增设预热干燥段，
设置预热干燥段的目的是：(1)
设置无烟气污染物生成区域，
即在烧结混合料点火烧结前，
利用烧结烟气余热及其他辅助
热源先对其进行干燥脱湿，
使混合料完全干燥，
不新增气态污染物；(2)有效回收烧结烟气
余热，
即充分利用了机尾温度较高的烧结烟气余热，
降低了烧结工序能耗；(3)所述预热干
燥段属于烧结机的一部分，
结构紧凑，
生产过程控制简单；(4)烧结混合料在预热干燥段干
燥升温至120℃以上，
混合料易于点火，
并迅速进行稳定烧结状态，
可以缩短点火段的长度，
降低点火温度，
减少了点火过程中的气态污染物产生量；(5)所述预热干燥段的长度优选占
结机总长度的40－50％，
以保证混合料的干燥效果。另一方面，
发明人对改进后的烧结机各
段产生的烟气进行了研究发现：
预热干燥段的仅有预热干燥过程，
无烧结反应，
烟气中含有
3
水份较高，
含水量可达10％(体积比)以上，
NOx浓度＜100mg/Nm ，
温度＜150℃；
点火段烧结
3
烟气温度≥150℃，
NOx浓度100-200mg/Nm ；
烟气快速升温段烧结烟气温度150－250℃，
NOx
浓度100－200mg/Nm3 ；
机尾段烧结烟气温度＞250℃，
NOx浓度100mg/Nm3左右。
由上可知，
机
尾段的烧结烟气中NOx浓度低，
与预热干燥段产生烟气接近，
而温度又远高于预热干燥段，
因此，
可以将这部分烟气收集除尘后回送至预热干燥段中作为热源直接对预干燥段中的混
合物进行干燥，
既有效利用了烟气中的余热，
又有利于烟气集中收集，
这部烟气NOx浓度低，
经除尘后可直接进入后续的脱硫系统进一步脱硫，
按当前国标要求不需进行脱硝处理。进
一步的，
将点火段和快速升温段的烧结烟气收集后送入机尾段区域再次参与烧结反应，
其
目的是：
(1)这一部分烧结烟气中NOx浓度高，
将其重新送入机尾段参与烧结反应，
利用烧结
料层富含有的铁系多氧化物具有的SCR催化功能及烟气中含有的还原组分，
并在烧结料层
中适宜的温度下，
将其含有的NOx进一步还原脱硝，
从而降低烟气中的NOx浓度；(2)充分利
用了这一部分烟气的余热，
降低了烧结工序能耗；(3)减少了外排烟气量，
降低了污染物的
排放量；
(4)降低了烟气后续处理系统的负荷，
进一步降低了烟气的后续处理成本。
[0025] 为了保证进入点火段时台车上的混合料完全干燥，
物料温度能上升至120－150
℃，
在预热干燥段还设置了辅助加热装置，
这种辅助加热装置可以为其他热气流，
也可以为
红外加热装置、微波加热装置或电加热装置，
这类加热装置可以灵活、快速、有效的为通过
预热干燥段的混合料进行辅助加热，
是在烧结烟气作为热气流预热预干燥段热量不足时进
行辅助加热的有效手段，
如采用微波加热装置时，
多个微波加热器波导管在插入烧结层中
分层布置，
根据需要控制开启的微波加热器的个数或层数，
非常灵活方便。所述微波加热器
的导管端部伸入烧结混合料内500－1000mm，
过深会增加设备投资，
过浅会导致现场微波辐
射。进一步的，
考虑到台车上混合料对波导管的磨损，
所述微波加热器波的导管前段伸入烧
结混合料内的部分沿台车行进方向水平布置，
可以大幅降低混合料的磨损，
提高装置的使
用寿命。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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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其他热气流加热时，
在预热干燥段台车上方设置单独的烟气罩，
高NOx循环
烟气罩覆盖预热干燥段部分区域，
其他热气流设置的烟气罩覆盖预热干燥段剩余部分区
域，
对应的干燥后气流分别引出进入不同的后续烟气处理系统。
[0027] 为了实现进入点火段时台车上的混合料完全干燥，
物料温度能上升至120－150
℃，
在预热干燥段靠近点火段区域的1－2个风箱内设置温度传感器，
以监测该部分风箱内
烧结烟气的温度，
并通过该温度值控制辅助加热装置，
如控制微波加热器开启层数及加热
功率，
当风箱内烟气温度≤120℃时，
增加微波加热器的开启层数和加热功率；
当该区域风
箱内烟气温度≥150℃时，
降低微波加热器的开启层数和加热功率，
甚至关门所有微波加热
3
器。
由于机尾段对应风箱内烧结烟气的NOx浓度100mg/Nm 左右，
不能稳定控制在100mg/Nm3 ，
在循环到预热干燥段回收余热后，
最终外排时满足不了更严的排放标准(100mg/Nm 3以下)
要求，
针对此，
在机尾段下方对应的风箱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液氨喷嘴，
通过液氨喷
嘴向风箱内的烧结烟气中喷入液氨，
由于风箱内温度高(温度在250－400℃) ，
充分利用该
区域烟气SCR脱硝温度窗口，
创造出满足脱硝反应的温度、原料和催化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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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处喷入液氨，
即使不能完全消耗，
还
可以在后续烟道输送和除尘等过程中继续发生脱硝反应，
拓展了现有装置的使用功能，
节
省脱硝的设备投资及脱硝催化剂的投入。
[0028] 出机尾段对应风箱的烧结烟气进入高温烟气主烟道前先进入流化床反应器，
设置
流化床反应器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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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流化床反应器的床层阻力≥2000Pa时，
开启流化床反应器下部的流化床固
相出口处阀门10－30秒，
排出全部或部分固相。
[0029] 风箱内的液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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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部分液氨会喷向台车底
面的篦子上，
而该区域烧结烟气中含尘浓度高，
且温度正好在SCR脱硝温度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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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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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保证氨液与烧结烟气均匀混合。
[0030] 为了提高烟气余热利用率，
将高NOx循环烟气罩安装在机尾段正上方，
覆盖机尾段
整个区域；
高温循环烟气罩安装在预热干燥段正上方，
覆盖预热干燥段部分或整个区域。若
覆盖预热干燥段部分区域，
则剩余区域采用其热气流作为辅助热源对混合料进行干燥，
对
应的干燥后气流分别引出进入不同的后续烟气处理系统。
[0031] 为了保证各区域的风量平衡，
在高NOx循环烟气罩上均匀布置风量平衡孔，
以保证
进入机尾段整个区域烧结料层的风量稳定，
从而保证进入预热干燥段整个区域的风量稳
定。
[0032] 有益效果：
[0033]
(1)重新划分烧结机的四个区域，
点火段后移，
增设预热干燥段，
对混合料先进行
预干燥和预热，
再点火燃烧，
大大降低了烧结烟气中NOx的生成；
通过在预热干燥段增设加
热装置，
保证混合料在点火前充分预热和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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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2)根据将烧结机不同区域的烟气特点，
分别引入到不同的烟道进行分质处理，
充
分利用了烧结机机尾段下方对应风箱内的烧结烟气温度高，
含尘量大，
富含铁系多氧化物，
向风箱内喷入液氨，
实现烟气的在线脱硝，
节省了SCR脱硝时升温室需补充的外界热源和催
化剂，
降低了后续烟气净化系统的负荷；
[0035]
(3)点火段和快速升温段的高NOx浓度的烧结烟气循环进入机尾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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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6]
(4)烧结混合料在预热干燥段干燥升温至120℃以上，
混合料易于点火，
并迅速进
行稳定烧结状态，
可以缩短点火段的长度，
降低点火温度，
减少了点火过程中的气态污染物
产生量；
[0037]
(5)本发明工艺在不外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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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量70％，
与传统SCR脱硝工艺相比 ，
降低脱硝成本70％，
不需任何脱硝设备投入，
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0039] 其中，
1-高NOx烟气循环罩、1 .1-风量平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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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烟气循环管、8-高温烟气循环风机、9-高温
烟气除尘器、
10-高温烟气主烟道、
11-高NOx循环风机、
12-高NOx烟气除尘器、
13-高NOx烟气
循环管、
14-点火系统、
15-高温循环烟气罩、
16-布料机、
17-静电/布袋除尘器、
18-高NOx烟
气主烟道、
19-主抽风机、20-微波加热器、20 .1-波导管、21-低温烟气管、22-低温烟气主烟
道、
23-流化床反应器、
23 .1-流化床气流出口、
23 .2-流化床固相出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参见图1，
用于本发明工艺的系统，
包括烧结机2，
所述烧结机2的台车2 .1下方设有
风箱6，
沿台车行进方向烧结机依次分为预热干燥段、
点火段、
烟气快速升温段和机尾段4个
区域，
所述机尾段下方的风箱6依次经流化床反应器23、
高温烟气主烟道10、
高温烟气除尘
器9、
高温烟气循环风机8和高温烟气循环管7连接位于所述预热干燥段上方的高温循环烟
气罩15。所述点火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下方对应的风箱6出口依次连接高NOx烟气主烟
道18、
高NOx烟气循环管13、
高NOx烟气除尘器12、
高NOx烟气循环风机11和烧结机2的机尾段
对应台车上方的高NOx循环烟气罩1，
所述高NOx循环烟气罩1均匀上设有多个惯通的风量平
衡管1 .1；
所述预热干燥段下方对应风箱6出口依次连接低温烟气主烟道22、低温烟气管21、
静电/布袋除尘器17和主抽风机19。
[0041] 所述机尾段下方对应的风箱6侧壁上沿周向安装至少一层氨水喷嘴4。
所述氨水喷
嘴5位于所述风箱6的上部，
沿风箱侧壁周向布置，
且喷嘴喷出口倾斜向上。
[0042] 所述流化床反应器23上部设流化床气流出口23 .1，
下部设流化床固相出口23 .2。
所述预热干燥段还设有加热装置，
所述加热装置可以为红外加热装置、微波加热装置或电
加热装置，
优选微波加热装置，
具体的所述微波加热装置包括位于布料机16下方的、
插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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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2 .1上烧结混合料内不同深度的多个微波加热器20。所述微波加热器20的波导管20 .1端
部深入伸入烧结混合料内500－1000mm，
其前段沿台车2 .1行进方向水平布置。
[0043] 所述烧结机的各段区域定义如下：
[0044] 预热干燥段点火段位于烧结机2最前端，
占烧结机总长度的40－50％，
仅有预热干
燥过程 ，无烧结反应 ，烟气中含有水份较高 ，含水量可达10％ (体积比)以上 ，NOx浓度＜
100mg/Nm3 ；
点火段烧位于预热干燥段后，
烧结烟气温度≥150℃，
NOx浓度100-200mg/Nm3 ，
该
区域在烧结机中占1－2个风箱；
烟气快速升温段位于烧结机中部偏机尾方向，
该区域占2－
3
4个风箱，
烧结烟气温度150－250℃，
NOx浓度100－200mg/Nm ；
机尾段位于烧结机的后半
部，
该区域占烧结机总长度的30－40％，
烧结烟气温度＞250℃，
NOx浓度100mg/Nm3左右。
[0045] 工艺实施例：
[0046] 烧结混合料经布料机16均匀分布到烧结机2的台车2 .1上，
先经预热干燥段预热干
燥，
然后进入点火段被点火系统14点火燃烧、
再经烟气快速升温段升温、
最后进入机尾段继
续烧结后排出烧结矿；
燃烧产生的烧结烟气在风机的抽力作用下穿过烧结料、
底料、
烧结机
台车底部篦子进入台车下方的多个风箱，
其中，
所述机尾段的烧结烟气经台车2 .1下方对应
的风箱6收集后进入高温烟气主烟道10，
烟尘带入的颗粒物在流化床反应器10内富集，
同时
富含的铁系多氧化物对烧结烟尘中的NOx进行催化脱硝反应，
脱硝后的烟气再经高温烟气
除尘器9、
高温烟气循环风机9和高温烟气循环管8送入位于所述预热干燥段上方的高温循
环烟气罩15中，
作为所述热气流由高温循环烟气罩15喷出对预热干燥段台车上的烧结混合
料进行预热干燥，
同时通过微波加热装置对预热干燥段的烧结混合料进行辅助加热，
以保
证进入预热干燥段靠近点火段区域的1－2个风箱内烟气温度在120－150℃，
即出预热干燥
段的物料温度在120－150℃，
具体地：
可在预热干燥段尾端的1－2个风箱6内设置温度传感
器以监测该部分风箱6内烧结烟气的温度，
当烧结烟气温度≤120℃时，
增加微波加热器20
的开启个数和加热功率；
当该区域风箱6内烧结烟气温度≥150℃时，
降低微波加热器20的
开启个数和加热功率，
甚至关闭所有微波加热器20。
[0047] 所述脱硝烟气从流化床反应器23上部的流化床气流出口23 .1排出进入高温烟气
主烟道10；
当流化床反应器23的床层阻力≥2000Pa时，
开启流化床反应器23下部的流化床
固相出口23 .2阀门10－30秒，
排出全部或部分固相。
[0048] 所述点火段和烟气快速升温段区域产生的烧结烟气经对应风箱6收集后送入连接
烟气主烟道18、
高NOx烟气循环管13，
再经高NOx烟气除尘器12、
高NOx烟气循环风机11引到
烧结机2的机尾段对应台车2 .1上方的高NOx循环烟气罩1内，
由高NOx循环烟气罩1向机尾段
的台车方向喷出进入烧结料内参与烧结过程，
通过高NOx循环烟气罩1上的多个风量平衡管
1 .1引入需要量的外界空气，
以保持进入机尾段整个区域烧结料层的风量稳定。
[0049] 所述预热干燥段的烧结烟气经下方对应风箱6收集后送入低温烟气主烟道22，
再
经低温烟气管21、
静电/布袋除尘器17和主抽风机19引出进入后续烟气脱硫系统。
[0050] 经处理后的烧结烟气NOx排放量减少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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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去了脱硝设备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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