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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

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技术特点是包括以下步

骤：将高岭土粉碎成高岭土粉末；对待净化的工

业废气进行预处理；采用喷淋吸附方法将工业废

气中的物质吸附在高岭土粉末上；对高岭土粉末

进行气料分离，得到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和干

料；采用湿法工艺对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进行喷

淋净化；使用汽水分离装置进行汽水分离；沉淀

池进行物水分离处理，将泥浆状废物经过脱水处

理得到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

将泥状物经过烧制成为建筑陶瓷制品。本发明能

够替代目前工业废气净化方法，而且具有最大净

度净化能力、重复自循环净化、无废弃物、净化成

本低或者盈利、实现真正的工业废气低排放和无

二次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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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将高岭土经过机械或者气流法粉碎成高岭土粉末；

步骤2、对待净化的工业废气进行预处理，对工业废气中的可利用物进行废料回收、对

酸性物及碱性物进行中和并对有机物进行吸收；

步骤3、将高岭土粉末与预处理后的工业废气进行混合，采用喷淋吸附方法将工业废气

中的物质吸附在高岭土粉末上；

步骤4、对吸附有工业废气的高岭土粉末进行气料分离，得到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和干

料；

步骤5、采用湿法工艺对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进行喷淋净化；喷淋水在重力或者机械作

用下与高岭土粉末粉末一起沉落，形成泥浆状废物并被收集；喷淋后得到含水空气进入汽

水分离装置；

步骤6、使用汽水分离装置进行汽水分离，汽水分离后的洁净空气排出到大气中，分离

出的水进入沉淀池；

步骤7、经过步骤5分离后的泥浆状废物进入沉淀池进行物水分离处理，将泥浆状废物

经过脱水处理得到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沉淀池同时接纳步骤2预处理

后的含水废物、步骤6汽水分离后的水和脱水处理后的水，并且通过过滤和水泵形成水的循

环利用；

步骤8、对次生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具体步骤包括：

⑴将气料分离的干料、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预处理后固体废物进

行混合搅拌处理，形成塑性状态的材料；

⑵将步骤⑴得到的塑性状态的材料压制建筑陶瓷所需的瓷坯料，瓷坯料经过干燥处

理，使其形态稳定；

⑶将步骤⑵所得瓷坯料送入烧结炉，经短预热过程，快速进入氧化阶段和达到高温烧

制阶段，分解和固化污染物质，制成建筑陶瓷制品；

通过以上步骤完成对工业废气的净化处理过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1的高岭土粉末的细度为1000-50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2对工业废气中的可利用物进行废料回收是采用重力法实现的，对酸性物中和

是采用含碱水喷淋法实现的，对碱性物进行中和是采用含酸水喷淋法实现的，对有机物进

行吸收是采用煤油喷淋法实现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3至步骤7循环运行，用于对于多组分工业废气进行净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⑴进行混合搅拌处理时，如果水分不足时加入相应量的水，如果水分较多时加

入相应量固体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⑴形成塑性状态的材料含10-15％的水分。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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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步骤⑶的短预热过程的温度为800℃以下，氧化阶段的温度为900℃以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⑶的高温烧制过程中产生新的废气污染物，经废气收集后进入步骤3再次进行净

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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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废气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

化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在各类工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这些废气严重污染大气环境，已经对

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目前，对工业废气的净化大多数方法通常会产生次生污染物，它是

一次污染物在物理、化学因素或生物作用下发生变化，或与环境中的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所

形成的物化特征与一次污染物相同(浓度更高)或者不同(物化特性更复杂)的污染物，通常

比一次污染物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更为严重。

[0003] 燃煤发电厂为脱硫脱硝大量使用石灰粉尘布袋，使用后的布袋中含有大量次生污

染物；焦化工业废水处理后的浓水和淤泥中含有大量苯酚类次生污染物；垃圾焚烧废气经

过炉灰粉喷淋吸收大量二恶英的炉灰粉，都是工业废气净化后的次生污染物。

[0004] 这些次生污染物处理起来非常困难，如将在垃圾焚烧废气中吸收大量二恶英的炉

灰粉作为水泥料来消除二恶英的方法，这些吸收了二恶英的炉灰粉在水泥预热阶段的温度

最高为800度，刚刚达到二恶英的分解温度，而且是分级搅拌加热，在常压非封闭条件下的

粉料搅拌加热过程为二恶英逸出创造了最好的条件，大量二恶英会还重新回到自然界中。

另外熟料逐渐加热和不断翻动的烧制过程中也还会有二恶英逸出，这使得原本被收集的污

染物再次进入大气中。更有甚者，有的次生污染物被稀释排放，如焦化工业废水处理后的浓

水被加入大量净水稀释达到排放指标后排放，实际的污染物排放量没有减少，这不仅没有

解决污染问题，而且还浪费了大量净水资源。

[0005] 综上所述，如何在净化工业废气的同时减少次生污染物的产生，达到低排放，以至

于零排放的目标，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设计合理、有效净化工业废气

且减少次生污染物产生的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

[0007] 本发明解决现有的技术问题是采取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1、将高岭土经过机械或者气流法粉碎成高岭土粉末；

[0010] 步骤2、对待净化的工业废气进行预处理，对工业废气中的可利用物进行废料回

收、对酸性物及碱性物进行中和并对有机物进行吸收；

[0011] 步骤3、将高岭土粉末与预处理后的工业废气进行混合，采用喷淋吸附方法将工业

废气中的物质吸附在高岭土粉末上；

[0012] 步骤4、对吸附有工业废气的高岭土粉末进行气料分离，得到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

和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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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步骤5、采用湿法工艺对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进行喷淋净化；喷淋水在重力或者机

械作用下与高岭土粉末粉末一起沉落，形成泥浆状废物并被收集；喷淋后得到含水空气进

入汽水分离装置；

[0014] 步骤6、使用汽水分离装置进行汽水分离，汽水分离后的洁净空气排出到大气中，

分离出的水进入沉淀池；

[0015] 步骤7、经过步骤5分离后的泥浆状废物进入沉淀池进行物水分离处理，将泥浆状

废物经过脱水处理得到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沉淀池同时接纳步骤2预

处理后的含水废物、步骤6汽水分离后的水和脱水处理后的水，并且通过过滤和水泵形成水

的循环利用；

[0016] 通过以上步骤完成对工业废气的净化处理过程。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7后还包括对次生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步骤，具体步骤包

括：

[0018] ⑴将气料分离的干料、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预处理后固体废

物进行混合搅拌处理，形成塑性状态的材料；

[0019] ⑵将步骤⑴得到的塑性状态的材料压制建筑陶瓷所需的瓷坯料，瓷坯料经过干燥

处理，使其形态稳定；

[0020] ⑶将步骤⑵所得瓷坯料送入烧结炉，经短预热过程，快速进入氧化阶段和达到高

温烧制阶段，分解和固化污染物质，制成建筑陶瓷制品。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的高岭土粉末的细度为1000-5000目。

[0022]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对工业废气中的可利用物进行废料回收是采用重力法实现

的，对酸性物中和是采用含碱水喷淋法实现的，对碱性物进行中和是采用含酸水喷淋法实

现的，对有机物进行吸收是采用煤油喷淋法实现的。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至步骤7循环运行，用于对于多组分工业废气进行净化。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⑴进行混合搅拌处理时，如果水分不足时加入相应量的水，如

果水分较多时加入相应量固体材料。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⑴形成塑性状态的材料含10-15％的水分。

[0026]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⑶的短预热过程的温度为800℃以下，氧化阶段的温度为900

℃以上。

[0027] 进一步地，在步骤⑶的高温烧制过程中产生新的废气污染物，经废气收集后进入

步骤3再次进行净化处理。

[0028] 本发明的优点和积极效果是：

[0029] 1、本发明可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场所(如燃煤电厂、矿物燃料动力、焦化、化工、垃

圾焚烧、石化、生化、食品等领域)产生的工业废气诸如粉尘颗粒物、烟气烟尘、异味气体、有

毒有害气体进行治理的工作，能够净化二恶英、苯、酚、酯、醇、酸、醛等有机废气，以及硫化

物、氧化物、氮氨等酸碱无机废气净化，不同形式的重金属及化合物和有机废气等多种污染

物质。

[0030] 2、本发明使用的高岭土来源于高岭土矿，世界各地分布广泛，价格低廉，易于开

采、运输和加工，完成净化后的高岭土依旧实现其经常性用途，成为有价值的建筑陶瓷制

品，便于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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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3、本发明可以替代目前使用的多数工业废气净化方法，而且具有最大净度净化能

力、重复自循环净化、无废弃物、净化成本低或者盈利、实现真正的工业废气低排放(仅有燃

烧氧化形成的二氧化碳)和无二次污染物。

[0032] 4、在需要对污染物回收再利用时，可以将本发明的方法用于回收工序之后，提高

净化度。

[0033] 5、本发明可以将分散在不同地方、不同规模的工业废气净化后的泥状物收集、运

输和集中起来统一进行处理，不仅可以减少净化工程投资规模，而且可以实现规模化生产

盈利。

[0034] 6、本发明使用的工程设备可以实现小型化，用于大型内燃机排气、餐饮废气和大

型建筑换气净化等领域。

[0035] 7、本发明虽然需要消耗一定的能源，若考虑建筑陶瓷产品生产所需要消耗的能源

情况，总的能源消耗还是较低，通过连续生产方式可以进一步降低能耗。

[0036] 8、本发明虽然需要消耗一定的水或者有机溶剂，水的消耗仅仅是泥状物的含水和

随净化后的空气蒸发排出，其他的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有机溶剂在烧制过程中可以氧化

燃烧，提高烧制炉温，抵消燃料消耗。

[0037] 9、本发明对次生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形成的陶瓷建筑材料可以替代现在大量

使用的水泥建筑材料，陶瓷建筑材料在物理和化学性能方面多优于水泥建筑材料，本发明

大规模的应用不仅可以减少工业废气的污染，也可以减少高耗能和高污染的水泥产品的使

用。

附图说明

[0038]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路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做进一步详述：

[0040] 一种工业废气净化及次生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工艺，如图1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1、将高岭土经过机械或者气流法粉碎成1000-5000目细度的高岭土粉末，如

图1中的工序①和②所示。

[0042] 本发明采用高岭土原料对工业废气进行净化。高岭土为非金属固体矿产高岭土，

别名为白云土、观音土、陶土、阁土粉等，英文名为Kaolin，化学式为Al203·2Si02·2H20，分

子量为258。高岭土具有从周围介质中吸附各种离子及杂质的性能，并且在溶液中具一定程

度的离子交换性质。高岭土化学稳定性好，常态下无公害；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高岭

土具有较好的可塑性、结合性、粘性、干燥性和烧结性。

[0043] 本发明在对工业废气净化时，应该将其处理为粉末状。颗粒细度与处理的工业废

气污染物的颗粒大小成正比，如对含有重金属成分工业废气处理时需要较细颗粒，以使烧

制的陶瓷制品质地细密，封锁住重金属成分。

[0044] 步骤2、对待净化的工业废气进行预处理，如图1中的工序③所示。

[0045] 为了对工业废气进行更有效处理，本步骤对于不同的工业废气进行预处理。预处

理过程对可利用物进行废料回收(如使用重力法)；对不溶于水的二恶英、苯酚等有机物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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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用汽柴油等有机溶剂以喷淋方式与工业废气混合，使工业废气中的有机物质吸附在有

机溶剂的颗粒上，有机溶剂的用量与污染物的化学当量相当；对以能形成酸性物质的氮和

硫元素为主要污染物工业废气用含碱性物质(如氢氧化钠等)的水溶液以喷淋方式与工业

废气混合，形成混合物，并进行中和反应，碱性物质的用量与废气中的酸性物质化学当量相

等；当污染物的主要成分是碱性物质时，可以使用酸性溶液对其进行中和作用，酸性物质的

用量与废气中的碱性物质化学当量相等。在预处理过程中，若有可回收物即可回收，处理的

固体废物集中送到后续工序(工序⑩)，含水废物送到后续工序(工序⑧)。

[0046] 步骤3、将步骤1得到的高岭土粉末以喷淋方法与工业废气混合将工业废气中的物

质吸附在高岭土粉末上，如图1中的工序④所示。

[0047] 使用干式喷淋法将工业废气中的物质吸附在高岭土粉末上，所述高岭土粉末用量

以能够吸附废气中的污染物相当，对喷淋空间的压力和温度没有限制，以充分吸附为目标。

[0048] 步骤4、对吸附有工业废气的高岭土粉末进行气料分离，得到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

和干料，如图1中的工序⑤所示，采用重力作用(如在旋风式分离机中)或者电作用(如电除

尘器)对干料进行分离收集，收集的干料集中送到后续工序(工序⑩)。

[0049] 步骤5、用以水为净化剂的湿法工艺(如重力喷雾湿式除尘器/旋风式湿式除尘器

等)对所述吸附污染物后的气体进行喷淋净化，如图1中的工序⑥所示。喷淋水在重力或者

机械作用下与所述粉末一起沉落，形成泥浆状废物并被收集，用水量以能够净化空气中的

粉尘物质为准。喷淋后得到含水空气进入汽水分离装置(如丝网汽水分离器)。

[0050] 步骤6、使用汽水分离装置(如丝网汽水分离器)进行汽水分离，如图1中的工序⑦

所示，汽水分离后，达到排放标准的洁净空气排出到大气中，分离出的水进入沉淀池。

[0051] 步骤7、经过步骤5分离后的泥浆状废物进入沉淀池完成物水分离处理(工序⑧)，

将泥浆状废物经过脱水处理(如机械脱水法)，得到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

物，如图1中工序⑨所示，脱水工序能够降低废物的含水量，使其达到泥状，脱出的水进入沉

淀池。沉淀池同时也接纳预处理工序③(步骤2)的含水废物、汽水分离工序⑦(步骤6)和脱

水工序⑨的水，并且通过过滤和水泵形成水的循环利用。

[0052] 通过以上步骤完成对工业废气的净化处理过程。如果需要，可以重复步骤3至步骤

7，进而达到更深入的净化，对于多组分工业废气可以采用前述工艺的组合来进行，进行多

次不同的吸附净化过程，完成净化。

[0053] 步骤9、对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0054] 由于吸附了工业废气中多污染物后的泥状物是次生污染物，然而，这时的泥状物

能够将污染物包裹起来，而且稳定性好，也便于收集、运输和集中，这些过程不会产生污染

物逃逸和再污染。将这个泥状物制成建筑陶瓷产品就可以完成无公害化处理，并且变成有

价值和可利用的产品，具体处理过程如下：

[0055] ⑴将气料分离的干料、泥浆状废物、预处理的固体废物进行混合搅拌处理(如机械

搅拌法)，如工序⑩所示，形成塑性状态的材料(10-15％左右水分)，污染物被包裹在所述材

料中，若水分不足时加入相应量的水，若水分较多时加入相应量固体材料(如高岭土粉末或

者炉灰粉等)。

[0056] ⑵将步骤⑴得到的材料压制建筑陶瓷所需形状，制成瓷坯料，如流程①①所示，压

力以无表面气孔为标准，以使表面光滑，降低透水和透气性，坯料经过干燥处理，(如自然风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6823687 B

7



干法)，如流程①②所示，使其形态稳定(10％左右水分)。

[0057] ⑶将步骤⑵所得坯料送入烧结炉，如流程①③所示，经短预热(800℃以下)过程，

快速进入氧化阶段(900℃以上)和达到高温烧制阶段，分解和固化污染物质，分解和固化了

污染物质，成为无公害、可利用和具有经济价值的建筑陶瓷材料。制成建筑陶瓷制品。

[0058] 在高温烧制阶段时，根据所述材料包裹的污染物性质，调整烧制温度，充分分解所

述材料中包裹的污染物。当以有机物为主要污染物时，烧制温度达到1000℃就可以分解大

多数污染物；当以重金属为主要污染物时，烧制温度要达到1200℃以上，形成高温瓷，防止

重金属在使用过程中逸出。

[0059] 在建筑陶瓷品烧制过程中不需要高温保温阶段，制成品直接出炉冷却，在高炉温

时进行下一轮烧制，降低能耗。

[0060] 在烧制过程中会有少量污染物逸出，同时也会有燃料燃烧产生新的废气污染物，

将废气收集进入前述净化过程(工序④)，实现完全无污染排放。

[0061] 可以将分散进行的工业废气的净化过程产生的泥状物集中起来统一进行烧制处

理，实现规模化生产建筑陶瓷制品，用于广场砖、植草砖等地面覆盖用途。

[0062] 需要强调的是，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是说明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因此本发明包

括并不限于具体实施方式中所述的实施例，凡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得出的其他实施方式，同样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06823687 B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9

CN 106823687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