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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

和方法，烧结烟气分为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

两部分；对所述需脱硝烟气和所述需脱硫烟气分

别进行脱硝和脱硫处理；在对所述需脱硝烟气进

行脱硝处理时，将所述需脱硝烟气和烧结矿进行

热交换实现需脱硝烟气的加热提温。本发明充分

利用烧结矿的余热，以烧结烟气中的脱硝烟气为

换热气体来进行烧结矿冷却与脱硝烟气提温，不

仅节约了大量的煤气资源，而且可以采用脱硝效

率高的传统的SCR技术；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

气分开处理，还可以减少需要脱硫和脱硝的烟气

量，进而降低脱硫、脱硝的负荷，具有节能环保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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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其特征在于，烧结烟气分为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

两部分；

对所述需脱硝烟气和所述需脱硫烟气分别进行脱硝和脱硫处理；

在对所述需脱硝烟气进行脱硝处理时，将所述需脱硝烟气和烧结矿进行热交换实现需

脱硝烟气的加热提温；

当所述脱硝烟气和烧结矿进行热交换对需脱硝烟气进行加热提温后的温度没有达到

脱硝过程对温度的要求时，在与氨气混合前对需脱硝烟气进行二次加热提温；

所述脱硝反应后，还包括，对脱硝后的脱硝烟气进行余热回收；

余热回收后，脱硝烟气与液氨进行热交换，使得液氨蒸发，用于生成与需脱硝烟气混合

的氨气；

烧结机内部有用于运送烧结气体的烧结管，烧结结束之后，烧结烟气通过烧结管连通

至总输气烟道，总输气烟道内通过设置隔板或者分离阀，将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离，

使得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不能混合，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别通过脱硝烟气出口

和脱硫烟气出口进入后续烟道进行后续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交换在竖式冷却

器(9)内进行，烧结机生产的高温烧结矿从竖式冷却器进料口(11)进入竖式冷却器(9)内，

在竖式冷却器(9)内实现需脱硝烟气与高温烧结矿的热交换。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对所述需脱硝烟

气进行脱硝处理时，将加热提温后的需脱硝烟气与氨气混合，混合后进行脱硝反应，得到脱

硝后的脱硝烟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其特征在于，液氨蒸发后、生成与需

脱硝烟气混合的氨气前还包括对氨气进行稀释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2任一所述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硝烟气和

烧结矿进行热交换后，二次加热提温之前对需脱硝烟气进行除尘处理。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过程包括脱硫

烟气通过第一除尘器(3)除尘后，经过第一引风机(4)进入脱硫系统(5)内进行脱硫。

7.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烧结机(1)、第一除尘器(3)、第一引

风机(4)、脱硫系统(5)、第二引风机(7)、竖式冷却器(9)、第二除尘器(13)、加热器(14)、脱

硝塔(15)、余热锅炉(16)、第三引风机(17)、第三除尘器(18)、液氨蒸发器(19)、液氨供应系

统(21)、氨气稀释系统(22)；

烧结机(1)上有脱硫烟气出口(2)、脱硝烟气出口(6)和烧结矿出口；

脱硫烟气出口(2)与第一除尘器(3)的气体入口相连，第一除尘器(3)的气体出口与第

一引风机(4)相连，第一引风机(4)的出气口连接至脱硫系统(5)；

脱硝烟气出口(6)通过第二引风机(7)连接至竖式冷却器(9)的竖式冷却器进气口(8)，

竖式冷却器进料口(11)与烧结机(1)的烧结矿出口相连，竖式冷却器出料口(12)用于将固

体物料排出，竖式冷却器出气口(10)与第二除尘器(13)的气体入口相连，第二除尘器(13)

的气体出口与加热器(14)的进气口相连，加热器(14)的出气口通过管线连接至脱硝塔

(15)，脱硝塔(15)出气口连接至余热锅炉(16)，余热锅炉(16)经第三引风机(17)连接至第

三除尘器(18)的进气口，第三除尘器(18)的出气口连接至液氨蒸发器(19)；液氨蒸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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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包括气体进口、液氨进口、烟气排出口和氨气出口；第三除尘器(18)的出气口与液氨蒸

发器(19)的气体进口相连，液氨蒸发器(19)的液氨进口与液氨供应系统(21)相连；氨气稀

释系统(22)一端连接至液氨蒸发器(19)的氨气出口，另一端连接至加热器(14)和脱硝塔

(15)之间的管线上。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结机(1)将风箱

排出的烟气分为需脱硫烟气和需脱硝烟气两部分，需脱硫烟气和需脱硝烟气分别由脱硫烟

气出口(2)和脱硝烟气出口(6)从烧结机(1)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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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工业领域，尤其是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铁企业的最大的污染源就来自烧结工序，烧结工序产生的烧结烟气中平均SO2

浓度在1000mg/Nm3以上，NOx浓度在400mg/Nm3以上。而2012年颁布的最新烧结机的烟气排放

标准中，一般新建烧结机的烟气排放标准是SO2浓度在200mg/Nm3以内，NOx浓度在300mg/Nm3

以内，细颗粒物浓度为30mg/Nm3以内，对于环保要求高的地区标准则变为SO2浓度在180mg/

Nm3以内，NOx浓度在300mg/Nm3以内。并且，这一标准从2015年1月1日起在所有企业实施，而

实际情况是除个别钢铁企业外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没有脱硝装置，仅有传统的脱硫装置。

[0003] 从已有的烧结烟气同时脱硫脱硝方法来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宝钢为代表

的烧结烟气先脱硫后加热，最后进行脱硝的工艺方法，此方法增加烧结矿的吨矿成本10元

左右；另一类就是活性焦同时脱硫脱硝的方法，此方法已在国内的太钢、宝钢湛江等企业应

用，由于活性焦的价格高，同时，活性焦脱硝效率低，此方法增加烧结矿的吨矿成本在10元

以上。

[0004] 总之，在目前现有烧结烟气同时脱硫脱硝的方法对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较高，因此，

需要重新寻找合适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的新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和方法，解决烟气脱硫脱硝过程

成本高、资源消耗量大的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能够低成本实现烧结烟气同时脱硫脱硝处理，保

证烧结烟气排放达标，促进钢铁工业朝着绿色工业的方向发展。

[0007] 具体的，本发明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烧结烟气分为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

气两部分；

[0008] 对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别进行脱硝和脱硫处理；

[0009] 在对需脱硝烟气进行脱硝处理时，将需脱硝烟气和烧结矿进行热交换实现需脱硝

烟气的加热提温。

[0010] 进一步地，热交换在竖式冷却器内进行，烧结机生产的高温烧结矿从竖式冷却器

进料口进入竖式冷却器内，在竖式冷却器内实现需脱硝烟气与高温烧结矿的热交换。

[0011] 进一步地，在对需脱硝烟气进行脱硝处理时，将加热提温后的需脱硝烟气与氨气

混合，混合后进行脱硝反应，得到脱硝后的脱硝烟气。

[0012] 进一步地，当脱硝烟气和烧结矿进行热交换对需脱硝烟气进行加热提温后的温度

没有达到脱硝过程对温度的要求时，在与氨气混合前对需脱硝烟气进行二次加热提温。

[0013] 进一步地，脱硝反应后，还包括，对脱硝后的脱硝烟气进行余热回收；

[0014] 余热回收后，脱硝烟气与液氨进行热交换，使得液氨蒸发，用于生成与需脱硝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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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的氨气。

[0015] 进一步地，液氨蒸发后、生成与需脱硝烟气混合的氨气前还包括对氨气进行稀释

处理。

[0016] 进一步地，脱硝烟气和烧结矿进行热交换后，二次加热提温之前对需脱硝烟气进

行除尘处理。

[0017] 进一步地，脱硫过程包括脱硫烟气通过第一除尘器除尘后，经过第一引风机进入

脱硫系统内进行脱硫。

[0018] 另外，本发明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包括烧结机、第一除尘器、第一引风机、脱

硫系统、第二引风机、竖式冷却器、第二除尘器、加热器、脱硝塔、余热锅炉、第三引风机、第

三除尘器、液氨蒸发器、液氨供应系统、氨气稀释系统；

[0019] 烧结机上有脱硫烟气出口、脱硝烟气出口和烧结矿出口；

[0020] 脱硫烟气出口与第一除尘器的气体入口相连，第一除尘器的气体出口与第一引风

机相连，第一引风机的出气口连接至脱硫系统；

[0021] 脱硝烟气出口通过第二引风机连接至竖式冷却器的竖式冷却器进气口，竖式冷却

器进料口与烧结机的烧结矿出口相连，竖式冷却器出料口用于将固体物料排出，竖式冷却

器出气口与第二除尘器的气体入口相连，第二除尘器的气体出口与加热器的进气口相连，

加热器的出气口通过管线连接至脱硝塔，脱硝塔出气口连接至余热锅炉，余热锅炉经第三

引风机连接至第三除尘器的进气口，第三除尘器的出气口连接至液氨蒸发器；液氨蒸发器

包括气体进口、液氨进口、烟气排出口和氨气出口；第三除尘器的出气口与液氨蒸发器的气

体进口相连，液氨蒸发器的液氨进口与液氨供应系统相连；氨气稀释系统一端连接至液氨

蒸发器的氨气出口，另一端连接至加热器和脱硝塔之间的管线上。

[0022] 进一步地，烧结机将风箱排出的烟气分为需脱硫烟气和需脱硝烟气两部分，需脱

硫烟气和需脱硝烟气分别由脱硫烟气出口和脱硝烟气出口从烧结机排出。烧结机内部有用

于运送烧结气体的烧结管，烧结结束之后，烧结烟气通过烧结管连通至总输气烟道，总输气

烟道内通过设置隔板或者分离阀等类似物，将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离，使得需脱硝

烟气和需脱硫烟气不能混合，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别通向不同的烟道进行后续处

理。靠近烧结机头(烧结机加料端)的前部分烟气为需脱硝烟气，靠近机尾(烧结机出料端)

的后部分烟气为脱硫烟气。

[0023] 本发明充分利用烧结矿的余热，以烧结烟气中的脱硝烟气为换热气体来进行烧结

矿冷却与脱硝烟气提温，不仅节约了大量的煤气资源，而且可以采用脱硝效率高的传统的

SCR技术；其次，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开处理，可以减少需要脱硫和脱硝的烟气量，进

而降低脱硫、脱硝的负荷，具有节能环保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4] 附图仅用于示出具体实施例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整个附图

中，相同的参考符号表示相同的部件。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流程图；

[0026] 图中：1-烧结机、2-脱硫烟气出口、3-第一除尘器、4-第一引风机、5-脱硫系统、6-

脱硝烟气出口、7-第二引风机、8-竖式冷却器进气口、9-竖式冷却器、10-竖式冷却器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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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11-竖式冷却器进料口、12-竖式冷却器出料口、13-第二除尘器、14-加热器、15-脱硝塔、

16-余热锅炉、17-第三引风机、18-第三除尘器、19-液氨蒸发器、20-烟气排出口、21-液氨供

应系统、22-氨气稀释系统。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该装置包括：烧结机1、第一除尘器3、

第一引风机4、脱硫系统5、第二引风机7、竖式冷却器9、第二除尘器13、加热器14、脱硝塔15、

余热锅炉16、第三引风机17、第三除尘器18、液氨蒸发器19、液氨供应系统21、氨气稀释系统

22。

[0029] 烧结机1上有脱硫烟气出口2、脱硝烟气出口6和烧结矿出口。

[0030] 脱硫烟气出口2通过脱硫烟道与第一除尘器3的气体入口相连，第一除尘器3的气

体出口与第一引风机4相连，第一引风机4的出气口连接至脱硫系统5。

[0031] 脱硝烟气出口6与脱硝通道相连，通过第二引风机7连接至竖式冷却器9的竖式冷

却器进气口8，竖式冷却器进料口11与烧结机1的烧结矿出口相连，竖式冷却器出料口12用

于将固体物料排出，竖式冷却器出气口10与第二除尘器13的气体入口相连，第二除尘器13

的气体出口与加热器14的进气口相连，加热器14的出气口通过管线连接至脱硝塔15，脱硝

塔15出气口连接至余热锅炉16，余热锅炉16经第三引风机17连接至第三除尘器18的进气

口，第三除尘器18的出气口连接至液氨蒸发器19；液氨蒸发器19包括气体进口、液氨进口、

烟气排出口20和氨气出口；第三除尘器18的出气口与液氨蒸发器19的气体进口相连，液氨

蒸发器19的液氨进口与液氨供应系统21相连，由液氨供应系统21进行液氨供应；氨气稀释

系统22一端连接至液氨蒸发器19的氨气出口，另一端连接至加热器14和脱硝塔15之间的管

线上。脱硝塔15内放置有催化剂，用于催化脱硝反应的进行。

[0032] 烧结机1内部包含不少于两个风箱，在风箱内部进行烧结，烧结过程中，沿烧结机1

的轴向方向，烟气中需要处理的有害气体成分不同，前1/3～3/4烟气中有害气体成分主要

为氮的氧化物，即NOx，平均NOx浓度大于100mg/Nm3，平均SO2浓度在200mg/Nm3以内，为需脱

硝烟气；剩余的1/4～2/3烟气中有害气体成分主要为SO2，平均SO2浓度大于100mg/Nm3，平均

NOx浓度在300mg/Nm3以内。烧结机1内部有用于运送烧结气体的烧结管，烧结结束之后，烧

结烟气通过烧结管连通至总输气烟道，总输气烟道内通过设置隔板或者分离阀等类似物，

将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分离，使得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不能混合，需脱硝烟气和

需脱硫烟气分别通过脱硝烟气出口6和脱硫烟气出口2进入后续烟道进行后续处理。

[0033] 本发明的烧结烟气脱硫脱硝方法具体包括以下过程：

[0034] 烧结机1的烧结烟气分为需脱硝烟气和需脱硫烟气两部分，通过脱硝烟道和脱硫

烟道分别进行脱硝过程和脱硫过程。其中，需脱硝烟气，占总烧结烟气烟气量的1/3～3/4，

平均温度<150℃，平均NOx浓度不小于100mg/Nm3，平均SO2浓度在200mg/Nm3以内；需脱硫烟

气占总烧结烟气烟气量的1/4～2/3，平均温度>100℃，平均SO2浓度不小于100mg/Nm3，平均

NOx浓度在300mg/Nm3以内。

[0035] 脱硝过程：需脱硝烟气通过脱硝烟道由第二引风机7经竖式冷却器进气口8进入竖

式冷却器9内部，同时烧结机1生产的高温烧结矿从竖式冷却器进料口11进入竖式冷却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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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高温烧结矿平均温度在550℃-1100℃之间，在竖式冷却器9内需脱硝烟气与高温烧结矿

进行换热，换热后的烧结矿从竖式冷却器出料口9排出，排出的温度<200℃，换热后需脱硝

烟气的温度>200℃；换热后的需脱硝烟气先经过第二除尘器13除尘，如果需脱硝烟气的温

度没有达到脱硝过程对温度的要求，则需要加热器14进行二次加热提温，脱硝过程可以使

用多种不同的催化剂，根据催化剂的不同，一般脱销过程要求需脱硝烟气的温度在200-400

℃范围内，加热器14可将需脱硝烟气的温度提高0-200℃，需脱硝烟气提温后在加热器14和

脱硝塔15之间的管线内与氨气混合，混合后进入脱硝塔15进行脱硝反应，在脱硝塔15内，催

化剂的作用下发生的脱硝反应为：

[0036] NOx+NH3+O2→N2+H2O，

[0037] 催化剂一般为含V2O5，WO3、MoO3等成分的TiO2基催化剂。

[0038] 需脱硝烟气脱硝后即为脱硝烟气，其NOx浓度在300mg/Nm3以内，烟气温度>200℃；

脱硝烟气进入余热锅炉16进行余热回收，余热回收后脱硝烟气的温度<200℃；然后脱硝烟

气再经过第三引风机17、第三除尘器18后进入液氨发生器19，与液氨进行热交换，使得液氨

蒸发，蒸发后的液氨进入氨气稀释系统22进行稀释，换热后的脱硝烟气由烟气排出口20排

出，排出的温度<150℃；经氨气稀释系统22稀释后的氨气进入加热器14和脱硝塔15之间的

管线，与来自加热器14的需脱硝烟气进行混合均匀，进入脱硝塔15进行后续脱硝反应。氨气

稀释是为了提高低浓度氨气气体的体积量与压力，提高氨气与烟气的接触面积，提高脱硝

效率。

[0039] 脱硫过程：需脱硫烟气通过脱硫烟道进入第一除尘器3，通过第一除尘器3除尘后，

经过第一引风机4进入脱硫系统5内进行脱硫，脱硫后排出。

[0040] 经分别脱硫脱硝后烟气中平均SO2浓度在200mg/Nm3以内，NOx浓度在300mg/Nm3以

内，含尘量<30mg/Nm3，均能达到排放标准。

[0041] 实施例1

[0042] 某450㎡的烧结机1，烧结矿产量为520t/h，总烧结烟气烟气量为110×104Nm3/h，其

中，需脱硝烟气烟气量66×104Nm3/h，烟气污染物含量为：SO2浓度<120mg/Nm3，NOx浓度

510mg/Nm3，烟气温度80℃；需脱硫烟气烟气量44×104Nm3/h，烟气污染物含量为：SO2浓度

950mg/Nm3，NOx浓度<120mg/Nm3，烟气温度>220℃。

[0043] 根据图1，需脱硝烟气经过第二引风机7后进入竖式冷却器9进行换热，竖式冷却器

9内为从烧结机1排出的高温烧结矿，竖式冷却器9每小时可冷却烧结矿量520t，高温烧结矿

平均温度为730℃，换热后的需脱硝烟气温度从80℃提升到323℃，换热后的烧结矿从竖式

冷却器出料口9排出，排出的烧结矿温度为150℃；然后需脱硝烟气先经过第二除尘器13除

尘；脱硝采用含V2O5的TiO2基脱硝催化剂，催化剂的使用温度要求在320℃，由于需脱硝烟气

温度达到了脱硝塔15脱硝的要求，因此，需脱硝烟气不需要加热器14进行二次加热，直接进

入脱硝塔15进行脱硝反应，脱硝后的需脱硝烟气即为脱硝烟气，其中NOx浓度<100mg/Nm3，脱

硝烟气温度>300℃，然后脱硝烟气进入余热锅炉16进行余热回收，从余热锅炉16排出的脱

硝烟气温度在60℃～150℃之间，换热完成的脱硝烟气再经过第三引风机17、第三除尘器

18，从第三除尘器18排出的脱硝烟气的含尘量<30mg/Nm3；然后脱硝烟气进入液氨发生器19

与液氨换热，使得液氨蒸发，脱硝烟气由烟气排出口20排出；需脱硫烟气则通过第一除尘器

3除尘后，经过第一引风机4进入已有的脱硫系统5内进行脱硫，此处脱硫系统5为石灰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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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系统，脱硫后排出。

[0044] 实施例2

[0045] 某150㎡的烧结机1，烧结矿产量为225t/h，总烟气量为60×104Nm3/h，其中，需脱硝

烟气烟气量35×104Nm3/h，烟气污染物含量为：SO2浓度<120mg/Nm3，NOx浓度510mg/Nm3，烟气

温度80℃；需脱硫烟气烟气量25×104Nm3/h，烟气污染物含量为：SO2浓度950mg/Nm3，NOx浓度

<120mg/Nm3，烟气温度>220℃。

[0046] 根据图1，需脱硝烟气经过第二引风机7后进入竖式冷却器9进行换热，竖式冷却器

9内为从烧结机排出的烧结矿，竖式冷却器9小时每小时可冷却烧结矿225t，烧结矿平均温

度为690℃，换热后的需脱硝烟气温度从80℃提升到280℃，换热后的烧结矿从竖式冷却器

出料口9排出，排出的烧结矿温度为132℃；然后需脱硝烟气先经过第二除尘器13除尘；脱硝

采用含WO3的TiO2基脱硝催化剂，催化剂的使用温度要求在320℃，由于需脱硝烟气温度没有

达到了脱硝塔15脱硝的要求，因此需要加热器14对需脱硝烟气进行二次加热，加热器14采

用高炉煤气为燃气，加热后脱硝烟气温度达到310℃；加热后的脱硝烟气进入脱硝塔15进行

脱硝反应，脱硝后的烟气即为脱硝烟气，其NOx浓度<100mg/Nm3，脱硝反应后脱硝烟气温度>

290℃，然后进入余热锅炉16进行余热回收，从余热锅炉16排出的烟气温度在60℃～150℃

之间，换完热的脱硝烟气再经过第三引风机17、第三除尘器18，从第三除尘器18排出的脱硝

烟气的含尘量<30mg/Nm3；然后脱硝烟气进入液氨发生器19与液氨进行换热，使得液氨蒸

发，最后脱硝烟气由烟气排出口20排出；需脱硫烟气则通过第一除尘器3除尘后，经过第一

引风机4进入石灰石膏脱硫系统5内进行脱硫，脱硫后排出。

[0047]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烧结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和方法，充分利用烧结矿的

余热，以烧结烟气中的脱硝烟气为换热气体来进行烧结矿冷却与脱硝烟气提温，不仅节约

了大量的煤气资源，而且可以采用脱硝效率高的传统的SCR技术；其次，需脱硝烟气和需脱

硫烟气分开处理，可以减少需要脱硫和脱硝的烟气量，进而降低脱硫、脱硝的负荷，具有节

能环保的优点。

[0048] 尽管已经结合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地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的是在不违背本发明精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各种修正都是允许的，它们都落入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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