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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协同高效脱

硝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

废气的协同高效脱硝装置，包括依次布置的喷粉

装置、布袋除尘器、蓄热氧化装置、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脱硝装置、引风机和湿法脱硫塔，所述装置

还包括热旁通支路、用于加热热旁通支路的燃烧

器，以及冷却风机，所述热旁通支路的入口与蓄

热氧化装置顶部的出口连通，热旁通支路的出口

分别与蓄热氧化装置底部的出口和冷却风机的

出口连通后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顶部

的入口相连。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通过改

进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前置除尘和附属

氨蒸发单元，改善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进

气条件，协同提高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脱

硝效率，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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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协同高效脱硝装置，包括依次布置的喷粉装置、布袋

除尘器、蓄热氧化装置、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引风机和湿法脱硫塔，喷粉装置的出

口与布袋除尘器的入口连通，布袋除尘器的出口与蓄热氧化装置底部的入口连通，蓄热氧

化装置底部的出口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顶部的入口连通，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

装置内沿高度方向间隔分布催化剂，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顶部的入口与氨蒸发器连

通；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底部的出口经引风机与湿法脱硫塔的入口连通，湿法脱硫

塔的出口与烟囱连通；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包括热旁通支路、用于加热热旁通支路的燃

烧器，以及冷却风机，所述热旁通支路的入口与蓄热氧化装置顶部的出口连通，热旁通支路

的出口分别与蓄热氧化装置底部的出口和冷却风机的出口连通后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

硝装置顶部的入口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增设有换热器及用于气化氨

气的空气管道，所述换热器设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与引风机之间，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脱硝装置底部的出口经管道与换热器的热源通道入口连通，换热器的热源通道出口与

引风机的入口连通；所述空气管道与换热器的冷源入口连通，换热器的冷源出口与氨气蒸

发器的空气入口连通。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装置还增设有烟气加热装置，烟

气加热装置的入口与烧结烟气供应管道连通，烟气加热装置的出口与喷粉装置的入口连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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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协同高效脱硝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镀污泥烧结废气超低排放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处理电

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协同高效脱硝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我国许多城市大气污染严重，特别是雾霾气象灾害频发，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与生存，人们前所未有地渴望能够经常看到蓝天白云。根据《铜钴镍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各地具体要求，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烟尘的排放标准也在逐步收紧。

[0003] 由于电镀污泥烧结烟气成分复杂，污泥在烧结机中燃烧不充分，烟气中焦油和CO

含量高，因此不能简单的套用电力行业已有技术，需要根据行业实际情况开发适合的技术

路线。目前国内电镀污泥烧结装置开始采用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SCR)工艺处理烟

气中的氮氧化物，总体工艺路线为烟气先通过布袋除尘器除尘，再经过蓄热氧化装置(RTO)

脱除CO并抬升烟气温度，然后进入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SCR)脱硝，最后经湿法脱硫

后排空，但在装置运行中脱硝效率难以保证。

[0004] 影响脱硝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0005] 1)由于电镀污泥烧结烟气中含有焦油，运行中焦油粘附到布袋除尘器的滤袋表

面，降低了滤袋对粉尘的脱除效率；未脱除的粉尘部分会带入后续单元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脱硝装置(SCR)的催化剂，特别是粉尘中含有的重金属和碱金属等成分，造成催化剂堵塞、

中毒，影响了脱硝效率。

[0006] 2)电镀污泥烧结烟气的温度一般在100～300℃之间波动，不满足选择性催化还原

法脱硝装置(简称SCR)中温催化剂一般300～400℃的温度区间，因此在布袋除尘器与选择

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SCR)之间设置蓄热氧化装置(简称RTO)，一方面通过燃烧脱除废气

中的CO和VOCs，另一方面提升烟气温度值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SCR)催化剂温度区

间。但由于烧结烟气温度不稳定，烟气中CO和VOCs浓度也不稳定，导致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

硝装置(SCR)入口烟气温度波动很大，造成催化剂脱硝效率降低。

[0007] 3)常规氨水蒸发采用电加热、蒸汽加热或热风加热的方式，考虑能量消耗费用，通

常将20％氨水蒸发成5％的混合气。由于稀释风量与烟气风量相比很小，不到1％。因此氨在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SCR)催化剂区域的分布不是很均匀，导致催化剂脱硝效率不

高。

[0008] 因此，研究如何在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同时进行高效脱硝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9]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

的协同高效脱硝装置，解决现有技术中由于粉尘(含重金属、碱金属)浓度、温度和氨的均布

等因素造成脱硝效率低的问题。

[0010]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协同高效脱硝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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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包括依次布置的喷粉装置、布袋除尘器、蓄热氧化装置、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引

风机和湿法脱硫塔，喷粉装置的出口与布袋除尘器的入口连通，布袋除尘器的出口与蓄热

氧化装置底部的入口连通，蓄热氧化装置底部的出口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顶部的

入口连通，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内沿高度方向间隔分布催化剂，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脱硝装置顶部的入口与氨蒸发器连通；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底部的出口经引风机与

湿法脱硫塔的入口连通，湿法脱硫塔的出口与烟囱连通；所述装置还包括热旁通支路、用于

加热热旁通支路的燃烧器，以及冷却风机，所述热旁通支路的入口与蓄热氧化装置顶部的

出口连通，热旁通支路的出口分别与蓄热氧化装置底部的出口和冷却风机的出口连通后与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顶部的入口相连。

[0011] 按上述方案，所述装置还增设有换热器及用于气化氨气的空气管道，所述换热器

设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与引风机之间，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底部的出口经

管道与换热器的热源通道入口连通，换热器的热源通道出口与引风机的入口连通；所述空

气管道与换热器的冷源入口连通，换热器的冷源出口与氨气蒸发器的空气入口连通。

[0012] 按上述方案，所述装置还增设有烟气加热装置，烟气加热装置的入口与烧结烟气

供应管道连通，烟气加热装置的出口与喷粉装置的入口连通。

[0013]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4] 1、本实用新型增设热旁通支路和冷却风机，既保证了蓄热氧化装置本身的正常稳

定运行，又可以精确控制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的入口烟气温度，满足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脱硝装置中催化剂运行在高活性温度区间；

[0015] 2、本实用新型增设换热器，通过废气预热蒸发氨水，既节省了电能和蒸汽，又容易

实现提高稀释风量，改善了氨的均布，再次提高了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的脱硝效率；

[0016] 3、本实用新型增设烟气加热装置，通过烟气加热装置给布袋除尘器入口烟气加

热，保证烟气温度不低于150℃，促进了焦油的挥发，解决了焦油对布袋除尘器的影响，不仅

提高了除尘效率，也为后续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的脱硝催化剂创造了良好的运行环

境；

[0017] 4、本实用新型可广泛用于类似工业废气的排放。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个具体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其中：1-烟气加热装置，2-喷粉装置，3-布袋除尘器，4-蓄热氧化装置，5-热旁通支

路，6-冷却风机，7-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8-催化剂，9-氨蒸发器，10-换热器，11-引

风机，12-湿法脱硫塔，13-烟囱。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

地描述。

[0021] 如图1所示的一种处理电镀污泥烧结废气的协同高效脱硝装置，包括依次布置的

喷粉装置2、布袋除尘器3、蓄热氧化装置4、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引风机11和湿法

脱硫塔12，喷粉装置2的出口与布袋除尘器3的入口连通，布袋除尘器3的出口与蓄热氧化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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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4底部的入口连通，蓄热氧化装置4底部的出口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顶部的入

口连通，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内沿高度方向间隔分布催化剂8，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脱硝装置7顶部的入口与氨蒸发器9连通；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底部的出口经引风

机11与湿法脱硫塔12的入口连通，湿法脱硫塔12的出口与烟囱13连通；所述装置还包括热

旁通支路5、用于加热热旁通支路5的燃烧器，以及冷却风机6，所述热旁通支路5的入口与蓄

热氧化装置4顶部的出口连通，热旁通支路5的出口分别与蓄热氧化装置4底部的出口和冷

却风机6的出口连通后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顶部的入口相连。

[0022] 优选地，所述装置还增设有换热器10及用于气化氨气的空气管道，所述换热器10

设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与引风机11之间，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底部的出

口经管道与换热器10的热源通道入口连通，换热器10的热源通道出口与引风机11的入口连

通；所述空气管道与换热器10的冷源入口连通，换热器10的冷源出口与氨气蒸发器的空气

入口连通。

[0023] 优选地，所述装置还增设有烟气加热装置1，烟气加热装置1的入口与烧结烟气供

应管道连通，烟气加热装置1的出口与喷粉装置2的入口连通。

[0024] 本实用新型中，各装备如喷粉装置2、布袋除尘器3、蓄热氧化装置4、选择性催化还

原法脱硝装置7、引风机11、湿法脱硫塔12等均有现有设备，其结构和功能均为现有技术，这

里不再赘述。

[0025] 一种基于如上所述脱硝装置的脱硝工艺，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26] (1)烧结废气加热至150℃～180℃后喷粉，以吸附焦油；再进行除尘处理，脱除重

金属和碱金属，具体为：烧结废气在引风机11的抽吸作用下进入所述脱硝装置，经烟气加热

装置1加热至150℃以上后，进入喷粉装置2；经喷粉装置2喷入用于吸附焦油的粉体，避免布

袋除尘器3糊袋；再进入布袋除尘器3除尘，保证布袋除尘器3的出口粉尘浓度低于10mg/

Nm3，以脱除粉尘中的重金属、碱金属，为后续工艺的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中催化剂

8的长期运行提供保障；

[0027] (2)除尘后的废气进入蓄热氧化装置4，除去挥发分有机物和可燃气体，并调节温

度至340～380℃后进入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脱硝，具体为：除尘后的废气送至蓄热

氧化装置4内，在800-900℃的温度范围内废气中的挥发分有机物和CO等可燃气体被摧毁。

当蓄热氧化装置4的出口烟气温度低于340℃时，开启热旁通支路5，同时启动燃烧器，以提

高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的入口烟气温度；当蓄热氧化装置4的出口烟气温度高于

380℃时，开启冷却风机6，以降低烟气温度。

[0028] (3)经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脱硝后的废气经换热器10与空气管道内的空

气换热降温，再通过风机进入湿法脱硫塔12，最后经烟囱13排空；空气管道内的空气在换热

器1010内与废气换热后温度升高，进入氨蒸发器9将氨水气化，氨混合气气量达到废气总气

量的5％以上进入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以改善氨在催化剂8区域的均布，提高氨利

用率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脱硝效率。

[0029] 本实用新型中：

[0030] 1、通过加热装置给布袋除尘器3入口烟气加热，保证烟气温度不低于150℃，促进

焦油的挥发；同时根据废气中焦油的含量，在除尘器入口喷粉，脱除粉尘中的焦油，通过除

尘器预收尘灰斗排出，避免布袋除尘器3被焦油粘附，提高了布袋除尘器3除尘效率，保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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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除尘器3出口粉尘浓度低于10mg/Nm3，有效脱除粉尘中的重金属、碱金属，防止后续选择

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中催化剂8中毒，为装置长期运行提供保障。

[0031] 2、通过蓄热氧化装置4热量回收后的废气，结合热旁通和冷却风的调节，保证选择

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的入口废气温度在340～380℃之间，满足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

装置7中催化剂8高活性温度区间要求。当蓄热氧化装置4出口烟气温度低于340℃时，开启

热旁通支路5，同时启动燃烧器加热，以提高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的入口烟气温度；

当蓄热氧化装置4的出口温度高于380℃时，开启冷却风机6以降低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

装置7的入口烟气温度。

[0032] 3、本实用新型增设有换热器10，由于电镀危废烧结烟气中VOCs和CO等可燃气体浓

度很高，在蓄热氧化装置4内释放大量的热，仅需通过换热器10回收利用极小一部分余热，

就足以将氨水蒸发稀释风量提高数倍；若氨混合气量达到总气量的5％，将明显改善氨在催

化剂8区域的均布，提高氨离利用率和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装置7的脱硝效率。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348299 U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212348299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