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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

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属于烟气需要净化装置技

术领域。本实用新型包括通过烟道依次相连的焦

炉、半干法脱硫塔、布袋除尘器、SCR反应器、引风

机和烟囱，旋转雾化器安装于半干法脱硫塔顶

部，半干法脱硫塔锥形斗处安装有塔底卸灰阀，

布袋除尘器底部安装有螺旋输送机，通过刮板输

送机和斗式提升机与灰库连接，灰库下部灰斗设

置有卸灰阀。本实用新型采用旋转喷雾半干法脱

硫技术，无废水排放，脱硫渣具有稳定的市场渠

道，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排放无白雾拖尾现象；提

高了低温催化剂的寿命。本实用新型可广泛运用

于烟气需要净化装置场合，尤其适用于焦炉、垃

圾焚烧炉、工业窑炉等低温脱硝、脱硫除尘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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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通过烟道(2)依

次相连的焦炉(1)、半干法脱硫塔(3)、布袋除尘器(14)、SCR反应器(15)、引风机(20)和烟囱

(21)，旋转雾化器(4)安装于半干法脱硫塔(3)顶部，半干法脱硫塔(3)锥形斗处安装有塔底

卸灰阀(12)，布袋除尘器(14)底部安装有螺旋输送机(22)，通过刮板输送机(13)和斗式提

升机(23)与灰库(24)连接，灰库(24)下部灰斗设置有卸灰阀(25)；还包括吸收剂制备系统

和氨气供给系统，吸收剂制备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吸收剂粉仓(5)、螺旋计量秤(6)、工艺水

箱(7)、工艺水泵(8)、制浆罐(9)、储浆罐(10)和浆液输送泵(11)，旋转雾化器(4)与浆液输

送泵(11)通过管道连接；氨气供给系统包括氨水罐(16)、氨水泵(17)和氨水蒸发混合器

(18)，氨水罐(16)经过氨水泵(17)和氨水蒸发混合器(18)与SCR反应器(15)入口烟道(2)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SCR

反应器(15)内置低温催化剂(19)，低温催化剂(19)由若干催化剂模块组成，若干催化剂模

块通过钢支架设置在SCR反应器(15)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低温催化剂(19)采用蜂窝式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

述低温催化剂(19)处理含氮氧化物的烟气温度为12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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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属于烟气需要

净化装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焦化行业炼焦炉生产中用于焦炉加热的焦炉废烟气通过总烟道汇总会

通过烟囱直接向大气排放。焦炉烟囱排放的大气污染物为焦炉煤气燃烧后产生的废气，主

要有SO2、NOx及烟尘等，污染物呈有组织高架点源连续性排放，是污染最为严重的行业之一。

[0003] 2012年6月，环境保护部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联合发布了《炼焦化学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明确规定了焦化工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2020年山东

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排放综合标准(DB37/2376-2013)第四时段重点区域排放要求更高。要

求规定SO2排放浓度≤50mg/Nm3、NOx排放浓度≤100mg/Nm3、颗粒物排放浓度≤10mg/Nm3。

[0004] 焦炉结构比较特殊，与传统燃煤锅炉不同，且焦炉烟气与燃煤发电锅炉烟气相比

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比如焦炉烟气二氧化硫浓度相对较低，氮氧化物浓度相对较高，烟气

中粉尘含量低，但是水分含量高等。且焦炉出口烟气温度与燃煤锅炉不同，焦炉出口烟气温

度在230～300℃之间，燃煤锅炉省煤器处烟气温度在300～400℃之间，炉膛温度在850～

1100℃之间。传统SNCR脱硝技术反应温度窗口在850～1000℃之间，传统SCR脱硝技术反应

温度窗口在320～410℃之间，目前燃煤锅炉广泛采用传统SNCR+SCR脱硝技术，脱硝效率高

达95％，但是由于焦炉烟气温度比较低，且焦炉炉型结构比较特殊，传统的SNCR、SCR脱硝技

术无法用于焦炉烟气脱硝治理。现在已经研发出了一些低温脱硝技术，如氧化法(氧化剂：

臭氧、双氧水和次氯酸钠等)脱硝技术和低温SCR脱硝技术，氧化法脱硝技术运行成本高，而

焦炉烟气中氮氧化物浓度较高，氧化法脱硝技术不适于u焦炉烟气脱硝处理，已经研究出

SCR低温催化剂，可以在160～300℃之间进行脱硝，但是由于低温催化剂抗硫性非常差，低

温催化剂要求二氧化硫浓度≤50mg/Nm3，如果二氧化硫浓度过高，采用SCR脱硝技术时，催

化剂可以使烟气中SO2氧化成SO3，SO3与喷入的氨气反应，生成硫酸氨或硫酸氢氨，硫酸氨和

硫酸氢氨会黏附到催化剂表明，造成催化剂失去活性。硫酸氨和硫酸氢氨的形成是可逆的，

烟气温度高于280℃，可以使的硫酸氨升华。烟气温度高于316℃，可以使的硫酸氢氨升华。

这也是燃煤锅炉传统SCR脱硝要求温度窗口为320-400℃的原因。

[0005] 焦炉燃烧室温度1300℃左右，焦炉煤气中的焦油在高温情况能够完全燃烧，正常

情况下，焦油在烟气中应该没有或者含量很低。现在焦化企业由于长期运行，可能会造成碳

化室与燃烧室串漏，从而会造成烟气中焦油含量过高，焦油对催化剂的失效是不可逆的，如

果碳化室与燃烧室串漏将回对企业产生很大的经济损失。

[0006] 目前已经有一些企业采用低温SCR脱硝技术+湿法脱硫技术，皆由于催化剂中毒而

以失败告终，湿法脱硫虽然比干法和半干法脱硫效率高，但是投资和运行费用非常高，同时

会产生大量的废水，而焦炉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比较低，烟气二氧化硫浓度200～250mg/

Nm3,不宜采用湿法脱硫。因此，研究一种适用于焦炉烟气的脱硫、除尘及脱硝工艺装置，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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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广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

尘及低温脱硝装置。

[0008]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包括通过烟道依

次相连的焦炉、半干法脱硫塔、布袋除尘器、SCR反应器、引风机和烟囱，旋转雾化器安装于

半干法脱硫塔顶部，半干法脱硫塔锥形斗处安装有塔底卸灰阀，布袋除尘器底部安装有螺

旋输送机，通过刮板输送机和斗式提升机与灰库连接，灰库下部灰斗设置有卸灰阀；还包括

吸收剂制备系统和氨气供给系统，吸收剂制备系统包括依次相连的吸收剂粉仓、螺旋计量

秤、工艺水箱、工艺水泵、制浆罐、储浆罐和浆液输送泵，旋转雾化器与浆液输送泵通过管道

连接；氨气供给系统包括氨水罐、氨水泵和氨水蒸发混合器，氨水罐经过氨水泵和氨水蒸发

混合器与SCR反应器入口烟道连接。

[0009] 优选地，SCR反应器内置低温催化剂，低温催化剂由若干催化剂模块组成，若干催

化剂模块通过钢支架设置在SCR反应器内。

[0010] 优选地，所述低温催化剂采用蜂窝式结构。

[0011] 优选地，所述低温催化剂处理含氮氧化物的烟气温度为120℃～230℃。

[0012]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装置，实现了在160-230℃的温度区

间对焦炉烟气低温脱硝；投资费用低、运行费用低，脱硫产物有温度市场渠道、烟气排放污

染物浓度远远低于国家标准，享受国家排污水优惠政策，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显著；应用领域广：可用焦炉、垃圾焚烧炉、工业窑炉等低温脱硝、脱硫除尘领域。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焦炉；2、烟道；3、半干法脱硫塔；4、旋转雾化器；5、吸收剂粉仓；6、螺旋计

量秤；7、工艺水箱；8、工艺水泵；9、制浆罐；10、储浆罐；11、浆液输送泵；12、塔底卸灰阀；13、

刮板输送机；14、布袋除尘器；15、SCR反应器；16、氨水罐；17、氨水泵；18、氨水蒸发混合器；

19、低温催化剂；20、引风机；21、烟囱；22、螺旋输送机；23、斗式提升机；24、灰库；25、卸灰

阀。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目的、技术方案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

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6] 实施例1：

[0017]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该装

置包括：焦炉1、烟道2、半干法脱硫塔3、旋转雾化器4、吸收剂粉仓5、螺旋计量秤6、工艺水箱

7、工艺水泵8、制浆罐9、储浆罐10、浆液输送泵11、塔底卸灰阀12、刮板输送机13、布袋除尘

器14、SCR反应器15、氨水罐16、氨水泵17、氨水蒸发混合器18、低温催化剂19、引风机20、烟

囱21、螺旋输送机22、斗式提升机23、灰库24、卸灰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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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上述装置中，焦炉6、半干法脱硫塔3、布袋除尘器14、SCR反应器15、引风机20和烟

囱通过烟道依次连接。旋转雾化器4安装于半干法脱硫塔3顶部，半干法脱硫塔3锥形斗处安

装有塔底卸灰阀12，布袋除尘器14底部安装有螺旋输送机22，通过刮板输送机13和斗式提

升机23与灰库24连接，灰库24下部灰斗设置有卸灰阀25。

[0019] 上述装置中，吸收剂制备系统包括：吸收剂粉仓5、螺旋计量秤6、工艺水箱7、工艺

水泵8、制浆罐9、储浆罐10和浆液输送泵11。旋转雾化器与浆液输送泵通过管道连接，满足

脱硫塔所需的吸收剂浆液。

[0020] 上述装置中，氨气供给系统包括：氨水罐16、氨水泵17和氨水蒸发混合器18，氨水

罐16经过氨水泵和氨水蒸发混合器与SCR反应器15入口烟道连接。

[0021] 上述装置中，低温催化剂19由若干催化剂模块组成，若干催化剂模块通过钢支架

设置在SCR反应器15内，本脱硝装置可处理含氮氧化物的烟气温度为120℃～230℃。低温催

化剂采用蜂窝式结构。

[0022]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装置，实现了在160-230℃的温度区间对焦炉烟气低温脱硝；投

资费用低、运行费用低，脱硫产物有温度市场渠道、烟气排放污染物浓度远远低于国家标

准，享受国家排污水优惠政策，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应用领域广：可用焦

炉、垃圾焚烧炉、工业窑炉等低温脱硝、脱硫除尘领域；

[0023] 实施例2：

[0024]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焦炉烟气半干法脱硫、除尘及低温脱硝装置的工艺方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25] 步骤一：从焦炉1尾部出来的焦炉烟气通过烟道2送入脱硫塔内部，吸收剂浆液由

泵打入位于吸收塔顶部的旋转雾化器4；

[0026] 步骤二：在吸收塔内，被雾化成细小液滴的吸收剂与烟气混合接触，与烟气中的

SO2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硫酸盐，烟气中的SO2被脱除，与此同时，吸收剂带入的水分迅速被蒸

发而干燥，烟气温度随之降低；

[0027] 步骤三：脱硫反应产物及少量未被利用的脱硫吸收剂一部分从脱硫塔底部锥体出

口排出，一部分以干燥的颗粒物形态随烟气带出吸收塔，进入高效布袋除尘器14被收集下

来；

[0028] 步骤四：脱硫除尘后的烟气进入低温SCR脱硝反应器，烟气在低温SCR脱硝反应器

内脱除氮氧化物，SCR脱硝采用氨水作为还原剂，氨水在蒸发混合器内用热烟气加热蒸发为

氨气，氨气随后进入烟道2与烟气充分混合均匀，再通过SCR反应器15时，通过低温催化剂19

的作用发生脱硝反应，脱硝反应后得净烟气经过引风机20和烟囱21排入大气。

[0029] 所述步骤三中，脱硫吸收剂浆液为CaOH2浆液或Na2CO3溶液，喷雾干燥法脱硫工艺

以石灰或碳酸钠作为脱硫吸收剂，石灰或碳酸钠加水制成消石灰乳或碳酸钠溶液，消石灰

乳或碳酸钠溶液由泵打入位于吸收塔内的雾化装置。

[0030] 所述步骤三中，通过半干法脱硫塔3后，焦炉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20mg/Nm3，烟

气温度小于230℃。

[0031] 所述步骤三中，通过高效布袋除尘器14后，粉尘浓度≤10mg/Nm3，烟气温度≤220

℃。

[0032] 所述步骤四中，半干法脱硫出口温度小于230℃，低温脱硝属于低温脱硝，其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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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0-230℃，硫酸铵熔点是230-280℃，避免硫酸铵粘附到催化剂表面，造成催化剂失效。

[0033] 所述步骤四中，脱硝还原剂为氨水，氨水由氨水泵17打入氨水蒸发器混合器内，经

烟道2进入SCR反应器15，在低温催化剂19的作用下，NO被还原成N2和H2O。

[0034] 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工艺方法，脱硫、除尘及脱硝效率高；采用旋转喷雾半干法脱硫

技术，无废水排放，脱硫渣具有稳定的市场渠道，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排放烟气温度远远高

于烟气露点温度，排放无白雾拖尾现象，无氨法脱硫存在的氨逃逸和钙法脱硫产生的石膏

雨等问题；脱硝前采用半干法脱硫+除尘彻底解决了烟气中二氧化硫、烟气中焦油对催化剂

活性影响，提高了低温催化剂19的寿命。

[0035] 实施例3：

[0036] 假设有一座5.5米焦炉，烟气流量为120000Nm3/h排放，烟气温度可达到270℃，烟

气中二氧化硫浓度200mg/Nm3，氮氧化物浓度800mg/Nm3，粉尘浓度40mg/Nm3，含水率15％。脱

硫吸收剂为消石灰，脱硝还原剂为25％氨水。

[0037] 如图1所示，从焦炉1出来的270℃的烟气通过烟道2进入半干法脱硫塔3，储存于吸

收剂粉仓5内的石灰经螺旋计量秤6送入制浆罐9，工艺水箱7中的工艺水通过工艺水泵8送

入制浆罐9，制成消石灰乳，消石灰乳流入储浆罐10，消石灰乳由浆液输送泵11打入位于吸

收塔内的旋转雾化器4。在吸收塔内，被雾化成细小液滴的吸收剂与烟气混合接触，与烟气

中的SO2发生化学反应生成CaSO3，烟气中的SO2被脱除。完成脱硫反应后的废渣一部分以干

态形式从半干法脱硫塔3的锥体塔底卸灰阀12出口排出，一部分脱硫反应产物及未被利用

的吸收剂以干燥的颗粒物形态随烟气带出脱硫塔，进入布袋除尘器14被捕集下来，经过布

袋除尘器14底部的螺旋输送机22排出，经过刮板输送机13和斗式提升机23送入灰库24，灰

库底部锥斗处设置卸灰阀25。在湿态的吸收剂喷入吸收塔之后，一方面吸收剂与烟气中的

二氧化硫发生化学反应；另一方面烟气又将热量传递给吸收剂使之不断干燥，与此同时烟

气温度随之降低。通过半干法脱硫塔3后，焦炉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20mg/Nm3，烟气温度

小于230℃。通过高效布袋除尘器14后，粉尘浓度≤10mg/Nm3，烟气温度≤220℃。经过布袋

除尘器14过滤后的烟气经氨水蒸发混合器18进入SCR反应器15，SCR反应器15内内置蜂窝式

低温催化剂19。氨水罐16通过氨水泵17将氨水送入氨水蒸发混和器18，氨水在氨水蒸发混

合器18内产生氨气，并经SCR反应器15入口烟道内送入反应器内，在低温催化剂19的作用

下，氮氧化物与氨气发生催化还原反应而被去除，净化后的烟气经过引风机20后经烟囱21

排放。由于烟气温度高达220℃，所以氨水蒸发不需另设加热装置，且由于烟气经过半干法

脱硫塔3和布袋除尘器14的过滤，烟气清洁度非常高，不会造成催化剂磨损、堵塞和中毒。所

以本实施例也未设置蒸汽吹灰装置。

[0038] 本实施例出口烟气排放二氧化硫浓度≤20mg/Nm3；粉尘浓度≤10mg/Nm3；NOx浓度

≤100mg/Nm3；远远低于《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中特别排放限值

的规定，《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2012)中“表6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中规定：SO2排放浓度≤30mg/Nm3、NOx排放浓度≤150mg/Nm3、颗粒物排放浓度≤15mg/

Nm3。

[0039] 本实用新型可广泛运用于烟气需要净化装置场合，尤其适用于焦炉、垃圾焚烧炉、

工业窑炉等低温脱硝、脱硫除尘领域。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己，并不以本实用新型为限制，凡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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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均等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的专利涵盖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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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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