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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

理与利用系统，烧结台车上的风箱分段连通有第

一烟道和第二烟道；所述第一烟道依次连通有第

三除尘装置、第二引风机、燃烧系统、第二换热装

置、脱硫脱硝反应器、第四除尘装置以及烟囱；所

述第二烟道依次连通有第一除尘装置、第一引风

机、干熄焦反应炉、第一换热装置、第二除尘装置

以及烟气分离装置。本系统能将烟气按照O2、

H2O、NOx、COx、SO2以及二噁英的浓度差异分别收

集于第一烟道和第二烟道，然后根据烟气的性质

分别进行处理，实现对烧结烟气中SO2、NOx、CO、

二噁英等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并能对烟气的

热能和COx进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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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烧结台车上的风箱分段连通有

第一烟道（2）和第二烟道（3）；所述第一烟道（2）依次连通有第三除尘装置（4-3）、第二引风

机（5-2）、燃烧系统（9）、第二换热装置（7-2）、脱硫脱硝反应器（10）、第四除尘装置（4-4）以

及烟囱（11）；所述第二烟道（3）依次连通有第一除尘装置（4-1）、第一引风机（5-1）、干熄焦

反应炉（6）、第一换热装置（7-1）、第二除尘装置（4-2）以及烟气分离装置（8）。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烧结机沿

台车运行方向分为Ⅰ段、Ⅱ段和Ⅲ段；所述Ⅰ段为烧结台车全长的1/12～2/12，Ⅱ段为烧结台

车全长的4/12～6/12，Ⅲ段为烧结台车全长的5/12～7/12；所述第一烟道（2）连通Ⅰ段和Ⅲ

段的风箱，第二烟道（3）连通Ⅱ段的风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燃烧

系统（9）采用热风炉、煤粉燃烧锅炉或煤气燃烧锅炉。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烟气分离装置（8）为变压吸附分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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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废气治理与利用的系统，尤其是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

利用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铁矿粉烧结工序是钢铁冶金领域烟气排放的主要源头。烧结烟气是大气环保治理

的重点对象，其主要特点是：①烟气排放量大，目前国内大中型烧结机的吨烧结矿烟气排放

量约为1500～4500Nm3/t；②治理前烟气的湿度高（6～13%）、粉尘浓度高（50～200mg/Nm3）、

温度高（150～180℃）；③气态污染物成分复杂，含有SO2、NOx、HF、HCl、二噁英PCDD/Fs以及

COx等多种污染物。烧结烟气中颗粒物、SO2的减排治理已经有多种成熟应用的技术，但NOx、

二噁英的脱除以及COx的减排仍是烧结烟气治理的薄弱环节。目前主流烧结烟气治理技术

的缺点还有：（1）需建设大规模的脱硫脱硝装置，一次性投资大，运行成本高；（2）烟气余热

资源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回收利用。

[0003] 公开号CN104988264A公开了一种烧结烟气处理和利用的方法，具体思路为：利用

热风炉将除尘后的烧结烟气加热至1000～1400℃后代替空气喷入高炉风口，利用高炉内的

高温、还原性气氛脱除烟气中的SO2、NOx和二噁英等，并实现烟气显热、CO、CO2在高炉炼铁中

的再利用。但该方法的缺点是：①烟气中SO2全部进入高炉炉渣和铁水中，增大高炉硫负荷

和后续铁水脱硫的负担；②  HF、HCl以及重金属元素大量进入高炉冶炼系统，会对炉渣性质

和高炉寿命造成不利影响；③为保障高炉炉缸热能和风口回旋区理论最高温度，需严格控

制烧结烟气中H2O和CO2的上限含量，制约了烧结烟气的处理量。

[0004] 公开号CN101532782A公开了一种烧结烟气净化和余热回收工艺，其技术方案是：

烧结烟气经风机加压以后，通过调节阀与来自空气预热器的热空气混合，然后通过一次风

管和二次风管送入循环流化床锅炉炉膛，参与循环流化床锅炉的流化和燃烧，石灰石和煤

通过气力加料装置送入炉膛，其中石灰石在循环流化床锅炉炉膛内能够与烧结烟气中的

SO2反应而实现脱硫，净化后的烟气经过循环流化床锅炉换热器、烟气净化系统、空气预热

器、排风机和烟囱排出。其特点包括：①利用锅炉炉膛内石灰石分解出的活性CaO脱除SO2；

②利用锅炉燃烧区的还原性气氛和炉膛提升段的喷氨作用脱除NOx；③在炉膛内高温环境

下通过分解、燃烧实现二噁英、碳氢化合物、焦油的脱除；④燃烧后的灰渣可吸附、吸收氟、

氯以及重金属元素等有害成分。

[0005] 公开号CN102895873A公开了“同时脱除烟气中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的

方法”，针对石油化工领域催化裂化装置的气体污染物治理，其技术方案是：在催化裂化再

生器之后，烟气轮机之前或之后设置氧化还原反应器，将还原性气体和催化裂化再生器产

生的高温再生烟气送入氧化还原反应器，在氧化还原催化剂、常压、500～650℃的条件下将

烟气中的SOx、NOx还原为单质硫和氮气；反应后的混合烟气经能量回收系统换热降温后设置

单质硫收集器，之后脱除了SOx、NOx和CO的烟气经烟囱排放掉。该方法可同时脱除干气中的

硫化氢和催化裂解再生烟气中的SOx、NOx和CO，以废治废回收两股气体的硫，简化催化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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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污染物治理的流程。该方法的显著特点是：①基于催化还原的原理脱除烟气的SOx、NOx、

CO等组分；②需要使用无机氧化物载体上负载稀土和过渡金属的氧化还原催化剂、并且要

消耗额外的还原性气体（如CO、H2、H2S、CxHy（x≤4）的一种或几种）；③烟气成分与烧结烟气

有很大的差异，该烟气的O2、CO含量低而CO2含量高。

[0006] 采用以上公开的或已工业化的烟气治理系统处理烧结烟气时，在无害化、低成本、

资源与能源再利用等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不足。

实用新型内容

[0007]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实现

较低成本下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治理以及烟气能源与COx的高效再利用。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烧结台车上的风箱分段

连通有第一烟道和第二烟道；所述第一烟道依次连通有第三除尘装置、第二引风机、燃烧系

统、第二换热装置、脱硫脱硝反应器、第四除尘装置以及烟囱；所述第二烟道依次连通有第

一除尘装置、第一引风机、干熄焦反应炉、第一换热装置、第二除尘装置以及烟气分离装置。

[0009] 本实用新型将烧结机沿台车运行方向分为Ⅰ段、Ⅱ段和Ⅲ段；所述Ⅰ段为烧结机台

车全长的1/12～2/12，Ⅱ段为烧结机台车全长的4/12～6/12，Ⅲ段为烧结机台车全长的5/

12～7/12；所述第一烟道（2）连通Ⅰ段和Ⅲ段的风箱，第二烟道（3）连通Ⅱ段的风箱。

[0010] 本实用新型所述燃烧系统采用热风炉、煤粉燃烧锅炉或煤气燃烧锅炉。

[0011] 本实用新型所述烟气分离装置为变压吸附分离装置。

[0012]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所产生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能将烟气按照O2、H2O、NOx、

COx、SO2以及二噁英的浓度差异分别收集于第一烟道和第二烟道，然后根据烟气的性质分别

进行处理，实现对烧结烟气中SO2、NOx、CO、二噁英等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并能对烟气的

热能和COx进行再利用。本实用新型可削减烟气末端脱硫脱硝的治理规模和投资；实现烟气

多种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实现烟气能源的有效回收、COx等资源的高附加值再利用；具有治

理成本低、效果好、效率高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系统结构图。

[0015] 图中：带式烧结机1、第一烟道2、第二烟道3、第一除尘装置4-1、第二除尘装置4-2、

第三除尘装置4-3、第四除尘装置4-4、第一引风机5-1、第二引风机5-2、干熄焦反应炉6；第

一换热装置7-1、第二换热装置7-2、烟气分离装置8；燃烧系统9；脱硫脱硝反应器10；烟囱

11。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烧结烟气的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包括有带式烧结机1，沿带式烧结机1的台车运

行方向设有若干个风箱。从带式烧结机1的起始端起至末端，将带式烧结机1依次分为三段，

分别为Ⅰ段、Ⅱ段和Ⅲ段；将烧结机台车的全长分为12份，所述Ⅰ段为烧结台车全长的1/12～

2/12，Ⅱ段为烧结台车全长的4/12～6/12，Ⅲ段为烧结台车全长的5/12～7/12。这样，Ⅰ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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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是高O2、低H2O、低NOx、低COx、低SO2和低二噁英的烟气；Ⅱ段收集的是低O2、高H2O、高NOx、

高COx、低SO2和低二噁英的烟气；Ⅲ段收集的是高O2、低H2O、低NOx、低COx、高SO2和高二噁英

的烟气。所述Ⅰ段和Ⅲ段的风箱连通第一烟道2，Ⅱ段的风箱连通第二烟道3，这样即可实现

根据成分差异的烧结烟气分离，进而分别实施处理。所述第一烟道2依次连通有第三除尘装

置4-3、第二引风机5-2、燃烧系统9、第二换热装置7-2、脱硫脱硝反应器10、第四除尘装置4-

4以及烟囱11。所述第二烟道3依次连通有第一除尘装置4-1、第一引风机5-1、并联式干熄焦

反应炉6、第一换热装置7-1、第二除尘装置4-2以及烟气分离装置8。所述燃烧系统9采用热

风炉、煤粉燃烧锅炉或煤气燃烧锅炉；所述烟气分离装置8为基于变压吸附分离法分离、提

纯CO的变压吸附分离装置；所述干熄焦反应炉6为并联式干熄焦反应炉。

[0017] 本系统的处理思路为：首先将烧结机Ⅰ段、Ⅲ段的风箱的烟气汇合后送往热风炉之

类的燃烧反应器中参与煤气的烧炉蓄热过程，在该过程中实现二噁英的高温分解以及离开

热风炉时烟气SO2的富集，再换热降温后进行脱硫脱硝处理；与此同时，将Ⅱ段风箱的烟气

送往由两个干熄焦反应罐并联组成的高温强还原系统实现该部分烟气NOx的脱除、SO2的还

原分离、O2与CO2的消耗、CO的富集以及焦炭的活化等多重目的，再通过后续换热与分离操作

将烟气分成三种高附加值的产物：单质硫、高纯CO气体、残余的富N2气体。

[0018] 本烧结烟气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的处理过程为：

[0019] （1）Ⅰ段和Ⅲ段的风箱收集高O2、低H2O、低NOx、低COx、较高SO2以及较高二噁英浓度

的烟气，汇入第一烟道2；Ⅱ段的风箱收集低O2、高H2O、高NOx、高COx、低SO2以及低二噁英浓度

的烟气，汇入第二烟道3。

[0020] （2）第一烟道2的烟气经第三除尘装置4-3除尘后，经第二引风机5-2进入燃烧系统

9作为助燃气体参与燃气的燃烧，实现二噁英的高温分解、燃烧后烟气SO2的富集；燃烧后的

烟气经第二换热装置7-2换热降温至120～160℃，然后进入脱硫脱硝反应器10完成SO2、NOx

的脱除，再进入第四除尘装置4-4除尘后由烟囱11排入大气。

[0021] （3）第二烟道3的烟气经第一除尘装置4-1除尘后，经第一引风机5-1进入并联式干

熄焦反应炉6，在温度为1000～1200℃的干熄焦反应罐内强还原气氛下实现NOx的还原脱

除、SO2的还原分离、O2与CO2的消耗、CO的富集以及焦炭的活化；当离开并联式干熄焦反应炉

后的烟气温度≤150℃时，将第二烟道的烟气切换至并联式干熄焦反应炉的另一个干熄焦

反应罐内；经干熄焦反应炉6处理后的烟气经第一换热装置7-1换热降温至100～120℃，然

后进入第二除尘装置4-2除尘后进入烟气分离装置8，采用变压吸附分离方法分离富集烟气

中的CO和单质硫；分离成三种高附加值的产物：单质硫、高纯CO气体、残余的富N2气体，其中

高纯CO气体中CO体积含量大于95%，富N2气体的组成（体积分数）为93～95%的N2、3～5%的H2、

0～0.50%的O2、0～0.12%的CO、0～0.4%的CO2；分离出的高纯CO气体可作为化工原料气进行

高附加值利用或作为高热值燃料使用，残余的富N2气体可直接排放或进行深度利用。

[0022] 使用案例1：本烧结烟气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的具体处理过程如下所述。

[0023] （1）针对一台360m2烧结机的21个风箱，将Ⅰ段的1～3风箱烟气和Ⅲ段的12～21风

箱烟气汇集到第一烟道2，成分见表1；将Ⅱ段的4～11风箱烟气汇集到第二烟道3，成分见表

1。

[0024] 表1：治理前各烟道烟气的温度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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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2）将第一烟道2的烟气经第三除尘装置4-3后作为助燃气体参与热风炉燃气的燃

烧过程，实现二噁英的高温分解、SO2的富集，再经过热交换装置7-2换热降温至135～155℃

后进入脱硫脱硝反应器10完成SO2、NOx的脱除，再进入第四除尘装置4-4除尘后由烟囱11排

入大气，烟囱11内的烟气成分如表2所示。

[0027] 表2：烟囱11中排放烟气的温度和成分

[0028]

[0029] （3）将第二烟道3的烟气经过第一除尘装置4-1后进入并联式干熄焦反应炉6，在

1065℃的干熄焦反应罐内还原脱除NOx、还原分离SO2、消耗掉O2与CO2、富集CO并活化焦炭；

之后烟气经热交换装置7-1换热降温至100～115℃后进入第二除尘装置4-2除尘后，再进入

烟气分离装置8，采用变压吸附分离法分离富集烟气中的CO和单质硫，同时得到残余的富N2

气体；分离出的CO气体其CO体积含量大于98.8%，用于醋酸的化工生产；残余富N2气体的组

成（体积分数）为：95.4%的N2、4.11%的H2、0.13%的O2、0.08%的CO、0.32%的CO2，可代替N2作为

在钢厂内部的消耗性介质。

[0030] 使用案例2：本烧结烟气综合治理与利用系统的具体处理过程如下所述。

[0031] （1）针对一台435m2烧结机的24个风箱，将Ⅰ段的1～4风箱烟气和Ⅲ段的13～24风

箱烟气汇集到第一烟道2，成分见表3；将Ⅱ段的5～12风箱烟气汇集到第二烟道3，成分见表

3。

[0032] 表3：治理前各烟道烟气的温度和成分

[0033]

[0034] （2）将第一烟道2的烟气经第三除尘装置4-3后作为助燃气体参与煤气锅炉的燃烧

过程，实现二噁英的高温分解、SO2的富集，再经过热交换装置7-2换热降温至120～145℃后

进入脱硫脱硝反应器10完成SO2、NOx的脱除，再进入第四除尘装置4-4除尘后由烟囱11排入

大气，烟囱11内的烟气成分如表4所示。

[0035] 表4：烟囱11中排放烟气的温度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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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3）将第二烟道3的烟气经过第一除尘装置4-1后进入并联式干熄焦反应炉6，在

1030℃的干熄焦反应罐内还原脱除NOx、还原分离SO2、消耗掉O2与CO2、富集CO并活化焦炭；

之后烟气经热交换装置7-1换热降温至110～120℃后进入第二除尘装置4-2除尘后，再进入

烟气分离装置8，采用变压吸附分离法分离出烟气中的CO和单质硫，同时得到残余的富N2气

体；分离出的CO气体其CO体积含量大于95.6%，作为高热值燃料用于钢厂相关生产过程；残

余富N2气体的组成（体积分数）为：94.5%的N2、4.55%的H2、0.20%的O2、0.07%的CO、0.35%的

CO2，可再进一步提纯气体中的N2、H2并进行高附加值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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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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