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04773.3

(22)申请日 2019.07.05

(71)申请人 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 200000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路1228弄

10号401室上海环境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李才　邵敏　刘玉坤　郭鹏辉　

程金苹　管志云　

(74)专利代理机构 常州市权航专利代理有限公

司 32280

代理人 赵慧

(51)Int.Cl.

B01D 46/02(2006.01)

B01D 53/81(2006.01)

B01D 53/40(2006.01)

B01D 53/10(2006.01)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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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工业重金属污泥资源化利用领

域，具体涉及富氧熔池熔炼工艺产生的一种高含

尘、高含水、高含硫的烟气净化工艺及烟气净化

系统。其中烟气净化工艺包括：急冷处理；一级除

尘处理，以脱除烟气中的重金属类烟尘；二级干

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在烟气中水不冷凝的前提下

干法脱除酸性气体；以及位于一级除尘处理和/

或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之前的烟气改性装

置对烟气改性，从而高效率除去烟气中的污染

物。具有脱酸副产物利用率高、烟气外观效果好

的特点，可以在低投资、低运行费用情况下实现

高湿、高尘、高温、高硫烟气的达标排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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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

急冷处理；

一级除尘处理，脱除烟气中的重金属类烟尘；

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在烟气中水不冷凝的前提下干法脱除酸性气体；以及

在一级除尘处理和/或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之前还设有烟气改性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急冷处理包括：

将烟气温度在2-5s之内降低至200℃以下，并向烟气中通入雾化水，以破坏烟气中的二

噁英类前驱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雾化水包括：0.5-0.8wt%的氨、1-1.5wt%的小苏打、磷酸盐和适量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气改性处理包括：先采用活性炭吸附和/或喷射小苏打干粉，然后通过脱黏剂改

性；其中

所述脱黏剂包括：硅藻土、珍珠岩；

活性炭用于吸附烟气中的二噁英；

小苏打干粉用于除去烟气中的酸性气体；以及

脱黏剂用于降低烟尘的黏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气净化工艺，其特征在于，

一级除尘处理、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分别采用相应的布袋除尘器。

6.一种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依次设置的急速降温塔、一级布袋除尘器、二级布袋除尘器，以及位于一级布袋除尘器

和/或二级布袋除尘器之前的烟气改性装置；其中

所述烟气改性装置适于对烟气进行改性处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急速降温塔适于将烟气温度在2-5s之内降低至200℃以下，以避开二噁英的合成

温度区间。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急速降温塔内还设有喷雾机构，以向急速降温塔内的烟气中喷射雾化水。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烟气改性装置包括：活性炭喷射机构、小苏打喷射机构和脱黏剂喷射机构。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烟气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一级布袋除尘器上设有重金属收集装置；

所述二级布袋除尘器上设有脱酸产物收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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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含尘、高含水、高含硫烟气的净化工艺及烟气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重金属污泥资源化利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含尘、高含水、高含

硫烟气的净化工艺及烟气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火法有色金属冶炼和金属再生冶炼经历了从传统鼓风炉到富氧熔池熔炼技术的

发展。而富氧熔池熔炼技术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技术，克服了鼓风炉熔炼存在的作业环境

差、生产水平低、原料种类有限、污染物排放高等问题。由于富氧熔池熔炼技术采用50%~80%

富氧作为助燃风，因此，其烟气存在烟气量小（1万~3万Nm³/h）、温度高(200℃以上）、含湿率

高（50%~60%V/V）、SO2/HCl含量高（SO2约20g/Nm³）、烟尘含量高、烟气成分复杂等特点，给传

统的烟气净化工艺带来一定难度。例如采用表冷器+布袋除尘器+石灰石膏法脱硫工艺，有

以下几个主要缺陷：

（1）产生大量冷凝水

由于烟气温度高（约200~250℃），含水率高（约50%~60%V/V），若采用石灰石膏法脱硫工

艺，易导致脱酸过程中产生大量冷凝水。以8万吨/a电镀污泥处理规模为例，约产生120t/d~
150t/d的冷凝水（烟气冷凝），这不仅加大了企业的废水处理规模，也增加了企业的环保成

本。

[0003] （2）烟气观感差

湿法脱硫后烟气温度低，烟气观感非常差，易引起周围百姓环保投诉。

[0004] （3）脱酸副产物利用率低

湿法脱酸还会产生大量石膏脱硫，同样以8万吨/a电镀污泥处理规模为例，约产生

12000~15000吨石膏（15%含水），这些石膏由于杂质多、品质差，消纳渠道较窄，可利用率非

常低。目前主要是场地堆放，极易造成二次污染。

[0005] （4）脱硫废水难处理

烟气中HCl含量高，脱酸废水的量较大，而当前烟气脱酸废水的处理通常采用MVR工艺，

水处理费用约60~80元/吨，同时会产生废盐，需再次处理。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针对富氧熔池熔炼工艺产生的高含尘、高含水、高含硫

烟气的净化工艺及烟气净化系统，以提高烟气净化效果。

[0007]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烟气净化工艺，包括：急冷处理；一级

除尘处理，脱除烟气中的重金属类烟尘；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在烟气中水不冷凝的前

提下干法脱除酸性气体；以及在一级除尘处理和/或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之前还设有

烟气改性处理。

[0008] 进一步，所述急冷处理包括：将烟气温度在2-5s之内降低至200℃以下，并向烟气

中通入雾化水，以破坏烟气中的二噁英类前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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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所述雾化水包括：0.5-0.8wt%的氨、1-1.5wt%的小苏打、磷酸盐和适量水。

[0010] 进一步，所述烟气改性处理包括：先采用活性炭吸附和/或喷射小苏打干粉，然后

通过脱黏剂改性；其中所述脱黏剂包括：硅藻土、珍珠岩；活性炭用于吸附烟气中的二噁英；

小苏打干粉用于除去烟气中的酸性气体；以及脱黏剂用于降低烟尘的黏性。

[0011] 进一步，一级除尘处理、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分别采用相应的布袋除尘器。

[0012] 又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烟气净化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急速降温塔、一

级布袋除尘器、二级布袋除尘器，以及位于一级布袋除尘器和/或二级布袋除尘器之前的烟

气改性装置；其中所述烟气改性装置适于对烟气进行改性处理。

[0013] 进一步，所述急速降温塔适于将烟气温度在2-5s之内降低至200℃以下，以避开二

噁英的合成温度区间。

[0014] 进一步，所述急速降温塔内还设有喷雾机构，以向急速降温塔内的烟气中喷射雾

化水。

[0015] 进一步，所述烟气改性装置包括：活性炭喷射机构、小苏打喷射机构和脱黏剂喷射

机构。

[0016] 进一步，所述一级布袋除尘器上设有重金属收集装置；所述二级布袋除尘器上设

有脱酸产物收集装置。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烟气净化工艺将烟气依次通过急冷处理、一级除

尘处理、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以及相应的烟气改性处理，不仅可以超净除去烟气中的

污染物，同时将重金属类烟尘和除酸副产物回收作为资源利用；在烟气处理过程中无废水

产生，无二次污染物产生，整个烟气净化工艺流程简洁，具有脱酸副产物利用率高、烟气外

观效果好的特点，可以在低投资、低运行费用情况下实现高湿、高尘、高温、高硫烟气的达标

排放处理，尤其适合净化富氧熔池熔炼工艺产生的高含尘、高含水、高含硫烟气。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净化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1]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1提供了一种硫烟气净化工艺，包括如下步骤：步骤S1，急冷处理；

步骤S2，一级除尘处理，脱除烟气中的重金属类烟尘；步骤S3，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在

烟气中水不冷凝的前提下干法脱除酸性气体；以及步骤S4，在一级除尘处理和/或二级干法

脱酸与除尘处理之前还设有烟气改性处理，以除去烟气中的超标物质并调整烟气黏性。

[0022] 可选的，所述超标物质包括但不限于：二噁英、SO2等酸性气体。

[0023] 可选的，一级除尘处理、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分别采用相应的布袋除尘器。其

中，一级布袋除尘器脱除烟尘中的重金属类烟尘，包括但不限于氧化锌、氧化镍等，其含量

约50-80%，可以作为炼锌及镍生产厂家的冶炼原料使用。

[0024] 本实施例1的烟气净化工艺将烟气依次通过急冷处理、一级除尘处理、二级干法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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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与除尘处理，以及相应的烟气改性处理，不仅可以超净除去烟气中的污染物，同时将重金

属类烟尘和除酸副产物回收作为资源利用；在烟气处理过程中无废水产生，无二次污染物

产生，整个烟气净化工艺流程简洁，具有脱酸副产物利用率高、烟气外观效果好的特点，可

以在低投资、低运行费用情况下实现高湿、高尘、高温、高硫烟气的达标排放处理。

[0025] 作为急冷处理的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

[0026] 所述急冷处理包括：将烟气温度在2-5s之内降低至200℃以下，并向烟气中通入雾

化水，以破坏烟气中的二噁英类前驱物，尽可能提高烟气的降温速度，以避开二噁英的合成

温度区间。例如在3秒内降温至130-180℃，优选为150℃。当然降温速度越大，二噁英的合成

量越低。

[0027] 可选的，所述雾化水包括：0.5-0.8wt%的氨、1-1.5wt%的小苏打、磷酸盐和适量水。

可以破坏烟气中的二噁英类前驱物，降低烟气中的二噁英含量。

[0028] 可选的，所述氨可以采用工业氨水，含氨25-28%的水溶液，以及雾化水中氨的质量

分数可以为0.6wt%、0.7wt%。

[0029] 可选的，所述小苏打可以采用小苏打干粉，以及小苏打干粉的质量分数可以为

1.2wt%、1.35wt%。

[0030] 本实施方式的急冷处理将急速降温与喷射雾化水相结合，用于降低烟气中的二噁

英含量，相比传统急冷塔工艺，本急速降温塔出口处的烟气中二噁英含量降低40-50%，保证

了烟气的净化效果。

[0031] 作为烟气改性处理的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

[0032] 所述烟气改性处理包括：活性炭吸附和/或喷射小苏打，以及脱黏剂改性；其中活

性炭用于吸附烟气中的二噁英；小苏打干粉用于除去烟气中的酸性气体；以及脱黏剂用于

降低烟气的粘度。其中所述脱黏剂包括：硅藻土、珍珠岩。

[0033] 具体的，当烟气中的二噁英含量超标时，在一级除尘处理或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

处理之前对烟气进行活性炭吸附；当烟气中的酸性气体含量超标时，在一级除尘处理或二

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之前对烟气喷射小苏打干粉；由于重金属污泥冶炼后的烟尘含有氧

化锌、氧化镍等，在200℃以下，该烟气具有一定的黏性，会影响各布袋除尘器的净化效果，

因此需喷入一定量脱黏剂进行改性。

[0034] 一级小苏打干粉的脱酸效率可达到97 .5%，两级小苏打干粉的脱酸效率达到

99.5%，可以使烟气满足环保排放要求。此外，小苏打干粉脱酸后的主要成分为硫酸钠，可以

被二级布袋除尘器收集，作为生产硫化钠的原料。

[0035] 本实施方式的烟气改性处理通过活性炭吸附、喷射小苏打、脱黏剂改性相结合，根

据烟气中的超标物质种类选择任一种或几种改性处理措施，既可以节省用料，又可以简化

处理流程，避免烟气的重复净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0036] 此外，本烟气净化工艺在净化过程中，烟气温度会逐渐降低。例如，烟气在锅炉出

烟口时的温度为550℃，经过急速降温塔2秒内烟气温度降低至200℃，通过一级除尘处理后

烟气温度为190-195℃，通过二级干法脱酸与除尘处理后烟气温度为185-190℃，最后从烟

囱排出，达到排放标准。

[0037] 实施例2

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本实施例2提供了一种烟气净化系统，包括：依次设置的急速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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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一级布袋除尘器、二级布袋除尘器，以及位于一级布袋除尘器和/或二级布袋除尘器之

前的烟气改性装置；其中所述烟气改性装置适于对烟气进行改性处理。

[0038] 关于烟气净化系统的具体结构及实施过程参见实施例1的相关论述，此处不再赘

述。

[0039] 进一步，所述急速降温塔适于将烟气温度在2-5s之内降低至200℃以下，以避开二

噁英的合成温度区间。

[0040] 进一步，所述急速降温塔内还设有喷雾机构，以向急速降温塔内的烟气中喷射雾

化水。

[0041] 进一步，所述烟气改性装置包括：活性炭喷射机构、小苏打喷射机构和脱黏剂喷射

机构。

[0042] 进一步，所述一级布袋除尘器上设有重金属收集装置，以用于收集烟尘中的重金

属类烟尘；所述二级布袋除尘器上设有脱酸产物收集装置，以用于收集脱酸产物。

[0043] 综上所述，本申请的高含尘、高含水、高含硫烟气的净化工艺及烟气净化系统通过

依次设置的急速降温塔、一级布袋除尘器、二级布袋除尘器，以及位于各级除尘之前的烟气

改性装置，逐渐除去烟气中的污染物，并将重金属类烟尘和除酸副产物回收，在烟气处理过

程中无废水产生，优化了烟气处理的整体工艺；通过急速降温与喷射雾化水相结合的方式，

明显降低了烟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保证了烟气的净化效果；通过活性炭吸附、喷射小苏打、

脱黏剂改性相结合，根据烟气中的超标物质种类选择任一种或几种烟气改性处理措施，既

可以节省用料，又可以简化处理流程，避免烟气的重复净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本净化

工艺及净化系统具有脱酸副产物利用率高、烟气外观效果好的特点，可以在低投资、低运行

费用情况下实现高湿、高温、高含硫烟气的达标排放处理，尤其适合净化富氧熔池熔炼工艺

产生的高含尘、高含水、高含硫烟气。

[0044]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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