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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蓝天保卫战 减排仍是硬道理

 我国非电力工业（钢铁、有色、建材等）产能占世界50%以
上 造成目前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位居各排放源之首上，造成目前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位居各排放源之首；

 长期执行宽松的环保标准，急需科学技术支撑和环保激励政
策，全面实施提标改造。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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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钢铁行业分阶段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1) 各工序减排目标：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50mg/Nm3

•SO2 ≤200mg/Nm3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20mg/Nm3

•SO2 ≤50mg/Nm3

•PM ≤ 10mg/Nm3

•SO2 ≤ 35mg/Nm3
烧
结
工 2 g

•NOx≤300mg/Nm3
•NOx≤100mg/Nm3

•二噁英≤0.25ng/Nm3

•NOx≤ 50mg/Nm3

•二噁英≤0.15ng/m3

工
序

•PM ≤20mg/Nm3 •PM ≤15mg/Nm3 PM ≤10mg/Nm3
热

•SO2 ≤100mg/Nm3

•NOx≤300mg/Nm3

•SO2 ≤100mg/Nm3

•NOx≤300mg/Nm3

•SO2 ≤50mg/Nm3

•NOx≤200mg/Nm3

热
风
炉

原原
料 •PM ≤20mg/Nm3 •PM ≤10mg/Nm3 •PM ≤10mg/Nm3

PM ≤20 /N 3
出
铁 PM ≤15 /N 3 •PM ≤ 10mg/Nm3•PM ≤20mg/Nm3铁
厂

•PM ≤15mg/Nm3 •PM ≤ 10mg/Nm3

•PM ≤20mg/Nm3

轧
•PM ≤15mg/Nm3 •PM ≤10mg/Nm3

•SO2 ≤150mg/Nm3

•NOx≤300mg/Nm3

轧
钢 •SO2 ≤150mg/Nm3

•NOx≤300mg/Nm3
•SO2 ≤50mg/Nm3

•NOx≤200mg/Nm3



1. 钢铁行业分阶段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2)烧结烟气烟气减排技术路线：

1、基于SCR脱硝工艺的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 四电场高效静电除尘器+烟气加热装
置+SCR脱硝装置+烟气换热装置+石
灰石石膏法脱硫装置+湿式静电除尘
器 选装脱白装置器+选装脱白装置

• 案例：宝钢、台湾中钢

2、基于活性炭工艺的烧结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 四电场高效静电除尘器+活性炭脱硫段+
活性炭喷氨脱硝段+袋式除尘器

• 案例：宝钢、邯钢、安钢案例 钢 邯钢 安钢



(3)钢铁无组织超低排放技术路线：

1、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区域无组织

综合控制系统

• 生物纳膜抑尘技术

• 电离水雾捕尘技术电离水雾捕尘技术

• 局部封闭/半封闭状态下无组织云雾抑尘

技术

• 涡轮干雾技术

• 云智能区域无组织精细化管理控制技术

• 案例：宝钢、河钢、山钢

钢铁无组织超低排放标准：距产尘点

或收尘罩1m处颗粒物低于2mg/m3。



活性炭烟气净化工艺装置系统



宝钢股份3#烧结机活性炭烟气净化效果
指标 单位 设计值 考核结果

出口NO 浓度 /N 3 110 29 1出口NOx浓度 mg/Nm3 ≤110 29.1
脱硝效率 % ≥80 89.5

出 SO 浓度浓度 / 3 0 0 2出口SO2浓度浓度 mg/Nm3 ≤50 0.725
脱硫效率 % ≥95 99.8

氨逃逸浓度 mg/Nm3 ≤10 1.74
颗粒物排放浓度 mg/Nm3 ≤20 11.2

二噁英排放浓度 ng-TEQ 
/Nm3 ≤0.5 0.0484

3氟化物 mg/Nm3 ≤4 ＜0.06
同步运转率 % 94 100

2017年3月测试结果, 主要污染物浓度比特别排放限值进一步降低约50%



2. 焦化行业分阶段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1) 焦化工序减排目标：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30mg/Nm3

3

•PM ≤15mg/Nm3

SO ≤35 /N 3

•PM ≤10mg/Nm3

SO ≤35 /N 3
焦
化 •SO2 ≤50(100)mg/Nm3

•NOx≤500(200)mg/Nm3

•SO2 ≤35mg/Nm3

•NOx≤150mg/Nm3

•SO2 ≤35mg/Nm3

•NOx≤100mg/Nm3

化

3

焦炉
烟囱

•PM ≤30mg/Nm3

•SO2 ≤100mg/Nm3

•NOx≤200mg/Nm3

•PM ≤15mg/Nm3

•SO2 ≤30mg/Nm3

•NOx≤150mg/Nm3

•PM ≤10mg/Nm3

•SO2 ≤30mg/Nm3

•NOx≤100mg/Nm3

干法
熄焦

•PM ≤50mg/Nm3

•SO2 ≤100mg/Nm3

•PM ≤30mg/Nm3

•SO2 ≤80mg/Nm3
•PM ≤30mg/Nm3

•SO2≤80mg/Nm3

燃用
焦炉

•PM ≤30mg/Nm3

•SO2 ≤50mg/Nm3

•PM ≤15mg/Nm3

•SO2 ≤30mg/Nm3

•PM ≤10mg/Nm3

•SO2 ≤35mg/Nm3

煤气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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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200mg/Nm3 •NOx≤150mg/Nm3 •NOx≤100mg/Nm3



2. 焦化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2) 焦化工序减排技术路线：

1、基于活性炭工艺的焦化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干熄焦烟气必须引• 活性炭脱硫段+活性炭喷氨脱硝段+袋式除尘器

2、基于中高温SCR工艺的焦化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干熄焦烟气必须引
入焦炉烟气超低排
放装置一并处理

• 案例：宝钢、参考烧结机头超低排放

2、基于中高温SCR工艺的焦化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 静电除尘+中高温SCR脱硝+石灰石石膏脱硫装置+
湿式静电除尘器

• 案例：石横特钢• 案例：石横特钢

3、基于中低温SCR工艺的焦化烟气超低排放技术

• SDA半干法脱硫++中低温SCR脱硝+袋式除尘器
• 案例：安钢



3. 水泥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产能大：2016年，产量24.03亿吨；

排放总量大：NOx 85.12万吨、颗粒物5.32万吨、SO210.64万吨排放总量大：NOx 85.12万吨、颗粒物5.32万吨、SO210.64万吨

(1) 水泥行业减排目标：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30mg/Nm3

SO ≤200 /N 3

•PM ≤20mg/Nm3

3

•PM ≤10mg/Nm3

3•SO2≤200mg/Nm3

•NOx≤400mg/Nm3

•SO2≤100mg/Nm3

•NOx≤320mg/Nm3

•SO2≤50mg/Nm3

•NOx≤50mg/Nm3

（2）预期减排效果：

粉尘减排2.66万吨， NOX减排58.52万吨。减排幅度分别为50%和68%



水泥行业烟气脱硝技术——NOx控制技术

NO 800 /N 3左右

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技术(超低排放路径）

NOx 800 mg/Nm3左右

预热器

稳定NOx:＜100，可至50

预热器
生料预热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技术

分解炉
生料分解 分解炉中的分级燃烧技术

NOx:＜200

生料分解

1600~1800oC, 热力NOX

1000 mg/Nm3左右
低 燃烧技术

分解炉中的分级燃烧技术
NOx:＜500

回转窑 熟料烧成

1000 mg/Nm 左右
低NOx燃烧技术

12

800~1100 oC, 燃料NOX
CaCO3  CaO+CO2(高浓度, 悬浮)



烟气脱硝技术——技术对比

NO 控制措施 样本数
平均排放浓度 消减效率 最大值 最小值

NOxNOx减排技术能力减排技术能力

NOx控制措施 样本数
（mg/m3） （%） （mg/m3） （mg/m3）

原始浓度 17 929.1 -- 1827 706

低NO 燃烧器 17 668 1 28 1 798 525低NOx燃烧器 17 668.1 28.1 798 525

分级燃烧 6 670.8 27.8 761 520

低NOx燃烧器-分级燃烧 9 584.6 37.1 707 470

SNCR 10 384.3 58.6 475 267

低NOx燃烧器+SNCR 2 260.5 72.0 273 248

分级燃烧

东吴水泥东吴水泥2500t/d2500t/d水泥窑脱硝中试水泥窑脱硝中试
基准氧10% O2

分级燃烧+SNCR 1 234.0 74.8 -- --

技术
烟气流量

Nm3/h 

入口NOx

mg/Nm3

温度

℃

减排后NOx

mg/Nm3

脱硝效率

%

氨逃逸

mg/Nm3

17000 ＜50（22 6 ＞90 ＜1（0 24
SCR

17000-

30000
415 320

＜50（22.6，

第三方检测）

＞90

（94.55）

＜1（0.24，

第三方检测）

超低排放首选技术 13



4. 玻璃行业分阶段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截止2016年底，全国浮法玻璃生产线共 346条，总产能为12.25亿重量箱，

约占全球产能的50%以上；同年，《日用玻璃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

(1) 玻璃行业减排目标：

《玻璃纤维及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发布。

(1) 玻璃行业减排目标：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50mg/Nm3 •PM ≤30mg/Nm3 •PM ≤10mg/Nm3

SO 100( 0) / 3•SO2≤400mg/Nm3

•NOx≤700mg/Nm3

•SO2≤200mg/Nm3

•NOx≤400mg/Nm3

•SO2≤100(50)mg/Nm3

•NOx≤200(100)mg/Nm3

（2）预期减排效果：

粉尘减排1.27万吨， SiO2减排10.91万吨，NOX减排14.55万吨。



(3) 玻璃行业减排技术路线：

在余热锅炉高温段和高温静电除

尘器两侧并联加装高温减温器； 治理方法尘器两侧并联加装高温减温器；

氮氧化物

低氮燃烧低氮燃烧
非催化选择性还原（非催化选择性还原（SNCRSNCR））

高温高温SCRSCR

治理方法主要污染物

在脱硝装置两侧并联加装新脱硝 高温高温SCRSCR
中低温中低温SCR …SCR ………

电电//电袋除尘电袋除尘

装 并 装新

装置（SCR），在余热锅炉低温

段两侧并联加装低温减温器，保

细颗粒物

干法脱硫干法脱硫

湿式电除尘湿式电除尘
脱硫协同除尘脱硫协同除尘…………

留现有脱硝风机到烟囱烟道；

增加半 法脱硫装 和袋式除尘
二氧化硫

干法脱硫干法脱硫
半干法脱硫半干法脱硫

湿法脱硫湿法脱硫…………

增加半干法脱硫装置和袋式除尘

装置，再经脱硫后增压引风机，

最后进入烟囱，排入大气。最后进入烟囱，排入大气。



国家大气专项玻璃行业减排技术路径

浮法玻璃高浮法玻璃高
硫烟气 深度减排重油/石油焦燃料烟气治理工艺流程简图

高温段
余热锅

炉

烟气调质
反应器

高温除
尘器

SCR脱硝
反应器

低温段
余热锅

炉

干法脱
硫塔

袋除
尘器

日用玻璃日用玻璃
低硫烟气 深度减排

天然气低硫烟气治理工艺流程简图

高温段余
热锅炉

干法脱
硫塔

袋除
尘器

低温SCR脱
硝反应器

多污染物协
同控制设备热锅炉 硫塔 尘器 硝反应器 同控制设备



案例1-玻璃行业深度减排工程

日用玻璃行业示范工程建设：

佛山市高明君子玻璃有限公司，脱硝项目于2017年10月16日投运，
目前入口烟气量为30000 Nm3/h，NOx浓度为2000 mg/Nm3，SO2含量为

运行温度 中低温脱硝催化剂投运后 出 浓度1000 mg/m3，运行温度220℃，中低温脱硝催化剂投运后，出口NOx浓度
可降低至50 mg/Nm3以下，脱硝效率达到97.5%。



案例2-玻璃行业深度减排工程

平板玻璃行业示范工程建设：

 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玻

璃行 度减排 主璃行业深度减排示范工程，主

要污染物浓度排放远低于特别

排放限值；

 目前除尘/脱硫/脱硝协同治理

工程已建设完成。工程已建设完成。



5. 陶瓷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截止2015年底，全国共有建筑陶瓷生产线3000多条，陶瓷总产量达101.8

亿平米，占全球陶瓷总产量约60%。

(1) 陶瓷行业减排目标：

亿平米，占全球陶瓷总产量约 %

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30mg/Nm3

•SO2≤50mg/Nm3

•PM ≤10mg/Nm3

•SO2≤30mg/Nm3

•NOx≤180mg/Nm3 •NOx≤100mg/Nm3

粉尘减排4 9万吨 SiO 减排4 9万吨 NO 减排19 6万吨 减排幅度

（2）预期减排效果：

粉尘减排4.9万吨， SiO2减排4.9万吨，NOX减排19.6万吨。减排幅度

分别为66%、40%和45%。



5. 陶瓷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3) 陶瓷行业减排技术路线：

集中清洁煤制气

清洁能源

天然气

陶瓷园区大
气污染物治
理技术路线

窑炉、热风炉燃烧方式优化

过程控制
理技术路线 制定无组织排放点生产控制措施

高效超净除尘

SNCR、SCR脱硝

尾端烟气超低
排放治理 高效超净除尘

湿法脱硫



6. 碳素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 控制措施

•高效脱硝技术：综合脱硝效率≥90%

•高效脱硫除尘协同控制：脱硫效率≥99%，
除尘≥80%

•湿式静电深度脱除：PM脱除效率≥90%

(1) 碳素行业减排目标：

湿式静电深度脱除：PM脱除效率≥90%

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特别排放限值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PM ≤50mg/Nm3

•SO2≤400mg/Nm3
•PM ≤10mg/Nm3

•SO2≤100mg/Nm3

•PM ≤ 10mg/Nm3

•SO2≤35mg/Nm3

特别排放限值

2≤ g
•NOx≤-mg/Nm3

•F≤4mg/Nm3

SO2≤100mg/Nm
•NOx≤100mg/Nm3

•F≤3mg/Nm3

SO2≤35mg/Nm
•NOx≤50mg/Nm3

•F≤ 2mg/Nm3



6. 碳素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2) 碳素行业减排技术路线：

煅烧炉 脱硝 湿式石灰石膏法脱硫 湿式电除尘器 煅烧炉：SCR脱硝+湿式石灰石膏法脱硫+湿式电除尘器

SCR脱硝系，NOx<50
石灰石石膏法脱硫
系统SO2<35；烟尘

湿式电除尘系
统系统 2 ；烟

<50
统

 焙烧炉：调质塔+电捕焦油器+SNCR脱硝+湿式石灰石膏法+湿式电除尘器

SNCR脱硝

• NOx<50

电捕焦

• 烟尘<200

钙法脱硫

• SO2<30
• 烟尘<50

湿电除尘

• 烟尘<5

22



典型工程案例一

山东中兴碳素有限责任公司煅烧炉烟气综合治理（328罐）

技术路径：SCR脱硝+石灰石膏法脱硫+湿式电除尘

投资：2650万元；运行成本：415万元／年；施工周期：120天

23



典型工程案例二

茌平华信碳素有限公司焙烧炉烟气综合治理（30万吨）

技术路径：SNCR脱硝+石灰石膏法脱硫+湿式电除尘

投资：3285万元；运行成本：278万元／年；施工周期：135天

24



7. 有色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1) 有色行业减排目标：

排放限值 特别排放限值 建议目标值

电
•PM ≤50mg/Nm3

•SO ≤200mg/Nm3
•PM ≤10mg/Nm3

SO ≤100 /N 3
•PM ≤ 10mg/Nm3

3电
解
铝

•SO2 ≤200mg/Nm3

•NOx≤-mg/Nm3

•F≤4mg/Nm3

•SO2 ≤100mg/Nm3

•NOx≤100mg/Nm3

•F≤3mg/Nm3

•SO2 ≤50mg/Nm3

•NOx≤50mg/Nm3

•F≤ 2mg/Nm3

铜、
铝、
铅、

•PM ≤30mg/Nm3

•SO2 ≤150mg/Nm3
•PM ≤10mg/Nm3

•SO2 ≤100mg/Nm3

•PM ≤10mg/Nm3

•SO2 ≤50mg/Nm3

锌
工
业

•NOx≤200mg/Nm3

•Hg≤0.05mg/Nm3
•NOx≤100mg/Nm3

•Hg≤0.05mg/Nm3

•NOx≤50mg/Nm3

•Hg≤0.025mg/Nm3



7. 有色行业减排目标及技术路线
(2) 有色行业减排技术路线：

新增脱硫除尘新增脱硫除尘
一体化系统

电解 电解槽 净化改造 引风机 湿法脱硫 烟囱

粉尘 1500 10 10 ＜5 ＜5

单位：mg/Nm3

铝
电解槽 净化改造 引风机 湿法脱硫 烟囱

粉尘 1500 10 10 ＜5 ＜5

SO2 ~400 ＜400 ＜400 ＜35 ＜35

NOx ＜50 ＜50 ＜50 ＜50 ＜50NOx ＜50 ＜50 ＜50 ＜50 ＜50

F ＜300 3.0 3.0 1.0 1.0



工业烟气脱硫脱硝不同技术途径选择

技术
高温SCR脱硝+余热
利用 湿法脱硫

半干法/干法脱硫+
中低温SCR脱硝

活性焦吸附/
催化脱硫脱硝法

臭氧催化氧化一体
化脱硫脱硝法

技术
利用+湿法脱硫 中低温SCR脱硝 催化脱硫脱硝法 化脱硫脱硝法

温度 300～420℃ 180～300 ℃ 120~180℃ <120℃

优点

脱硫脱硝效率高；
热能得到利用；高
温催化剂价格低；

脱硫脱硝效率高；
反应温度窗口宽；
系统简单，占地面

脱硫脱硝一体；结
构简单；多污染物
协同脱除；副产物

脱硫脱硝一体；对
烟气中S适用性强；

温催化剂价格低；
积小；无二次污染 高值化利用

烟气需要加热；占 对催化剂抗中毒性
要求高；脱硫要求

脱硝效率低；
系统阻力大；

O3极易分解，氧化

缺点
地面积大；湿法脱
硫产生废水

要求高；脱硫要求
温降低，脱硫剂利
用率较低

系统阻力大；
系统占地面积大；
活性焦易自燃

反应不充分，脱硝
效率低

费用
投资成本低，运行
费用高

投资费适中，运行
成本低

投资成本高，运行
成本高（包括制酸）

投资费用较低，运
行费用一般



实验室成果转化亟需建设创新平台
构建“理论-技术-产品-装备” 创新平台，

打通“产-学-研-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渠道打通 产-学-研-用 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渠道。

大学/院所 企业工程实验室

理论 技术 样品 产品 装备理论 技术

理论
研究

样品 产品 装备

技术
集成

中试
验证

产业
升级研究 集成验证 升级

科学家 技术专家 工程师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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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创 新 行 业 引 领 服 务 社 会



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

2016年10月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由教育部组织实施，清华
大学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单位及各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建设大学联合国内优势科研单位及各行业龙头企业共同建设。

国家工程实验室

关键技术研究 工程技术研发

国家工程实验室

关键技术研究
清华-盐城环保科技城烟气

减排联合研究中心

工程技术研发
清华-盐城环境

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北京 江苏盐城

研究中心 工程中心研究中心 程中心

29



实验室建设内容

在理事会、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在已有研发工作的基础上，建
设七个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创新平台。设七个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创新平台。

理事会

国家 程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指导委员会 国家工程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指导委员会

烟气多污染物高效脱除及资源化中心
基
础 烟气多污染物高效脱除及资源化中础
研
发

劣质煤 重金 高脱硝细 粒
七
个

劣质煤
排放与
硫资源

重金属
联合控
制技术

VOCs高
效净化
技术平

脱硝及
催化剂
资源化

细颗粒
物高效
净化平个

创
新
平

化平台 平台 台平台台

30

平
台

烟气多污染物分析
测试与大数据平台

多污染物协同脱除
技术集成优化平台



工程实验室研究团队

本团队是一支“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团队，专业领域
包括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热能工程、化学化工及材料工程等多包括了环境科学与工程、热能工程、化学化工及材料工程等多
个学科，申请单位先后获得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和国家
基金委创新群体支持

中国工程院院士4名

基金委创新群体支持。

教授
教授级高工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名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6名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名

院士

教授级高工

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名
国家“万人计划”获得者2名
中组部“青年千人”2名高级工程师

工程师
助理研究员

中组部 青年千人 2名
中科院百人计划1名
不同行业科技领军人才7名

31

助理研究员 不同行业科技领军人才7名



工程实验室学术带头人

郝吉明 岳光溪 贺克斌 Ralph T Yang郝吉明
中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工程院外籍

院士

岳光溪
中国工程院院士
洁净煤技术专家
主要从事洁净煤

贺克斌
中国工程院院士
环境科学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

Ralph T. Yang
美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外籍

院士院士
环境工程专家
大气污染控制

主要从事洁净煤
技术和煤气化的

相关研究

主要研究领域为
细颗粒物与大气
复合污染控制

院士
能源与环境催化

材料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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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

 工程中心建在盐城环保科技城，总建筑面积为35,000m2。
创投中心C楼为综合实验楼 建筑面积5 000 2 用于公用分 创投中心C楼为综合实验楼，建筑面积5,000m2，用于公用分
析测试和综合办公；

 环保产业孵化基地为工程化试验平台，建筑面积30,000m2，
用于七个工程化技术创新研发平台建设。

 仪器设备和软件共计219台/套，总投资约11000万元。

33
综合实验楼 工程试验平台



国家工程实验室创新平台

低温脱硝催化剂：3000m3/年；VOCs氧化催化剂：500m3/年

工程实验室为不同行业减排提供定制式服务

34

工程实验室为不同行业减排提供定制式服务



国家工程实验室创新平台

模拟烟气热态工况下滤料过滤性能测试系统
名称 范围

 系统参数

发尘量（g/h） 20-200

体积流量（m3/h） 0-12

粉尘浓度（g/m3） 0 2 90粉尘浓度（g/m3） 0.2-90

压缩空气（m3/h） Max 12

氮气（m3/h） Max 12

SO2（L/min） 0.3

NH3（L/min） 0.2

NO（L/ i ） 0 2

建成先进的滤料测试研究平台 进行滤

NO（L/min） 0.2

H2O（mL/min） 48

 用于制定热态下和酸碱性条件下粉尘过滤效率测试标准, 

建成先进的滤料测试研究平台，进行滤
料开发研究并指导工程应用

35

用于制定热态下和酸碱性条件下粉 滤效率测试标准
 解决现行滤料过滤性能测试方法标准只适用于室温的问题。



国家工程实验室创新平台

SCR脱硝催化剂全尺寸性能评价系统
名称 浓度

 系统参数

名称 浓度

反应器压力 微正压

烟气量（m3/h、标态，烟气量（ 标态，

湿基）
50～400

烟气温度（℃） 100～450

SO2浓度（ppm、干基） 0～3000

NO浓度（ppm、干基） 0～2000

NH3浓度（ppm、干基） 0～2200

O2（%，干基） 0～20

能够模拟全尺寸催化剂在SCR脱硝反应器中的烟气工况；

H2O（%） 0～22

36

能够模拟 尺寸催化剂在 脱硝反应器中的烟气 况；
考察压降、脱硝效率、氨逃逸、活性、SO2/SO3转化率等。



功能定位

围绕钢铁、有色、建材、石化、电力等行业烟气深度减排需求
构建烟气治理领域创新网络 发挥带动和辐射效应，构建烟气治理领域创新网络，发挥带动和辐射效应。

钢铁

工程实
有色电力

工程实
验室

建材石化

37

辐射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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