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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泥行业概况

水泥产量占世界
60% 23亿吨

水泥行业特点; 
产能过剩：中国两年水泥产量够

美国用100年

新型干法水泥占

污染物排放排第三

新型干法水泥占
总生产能力的95%

2017底年全国水泥企业规模分布和抽样情况（共1715生产线）

规模 >1000t/d    2500-5000t/d 5000-10000t/d >10000t/d    

比例 0.3% 45.7% 46.2% 0.3%

抽样 条 条 条 条抽样数量 3条 90条 92条 3条



1.水泥行业概况

水泥占工业领域
粉尘22% NO12% SO6%

1.水泥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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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泥占建材 79% 26% 50%



2. 水泥排放标准的变迁

(1)工业企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 GB74-73       

统一的十三项，无专们的

(2)水泥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85          ( )

颗粒物

(3)水泥厂大气污染污排放标准 GB4915-96     ( )水 气

颗粒物 NOX SO2 HF

(4)水泥工业大气污染污排放标准 GB4915-2013  (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污排放标准 G 9 5 0 3

颗粒物 NOX SO2 HF NH3  Hg



2  水泥工业排方标准沿变迁2. 水泥工业排方标准沿变迁

排放 中国 各省超 美国 日本 德国 欧盟

各国水泥大气排放标准比较表

排放
物

中国 各省超
低排放

美国 日本 德国 欧盟
(2000/76/EC)

NO2 320-
400

100 200-
400

360 200/400 800/500(08年1
月1日新建厂）月 日新建厂

SO2 100-
200

50 200 200 <400 200

粉尘 20-30 5-10 20-50 30～ 15～25 30粉尘 20 30 5 10 20 50 30
50

15 25 30

CO 100 100 100 90 

H 0 05 0 2 0 05Hg
汞

0.05 — — 0.2 0.05

Ti铊 0.1 5 -



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1.水泥窑中的硫元素的来源：

单质硫 可忽略单质硫

原料所含硫
硫化物

有机硫化物

可忽略

预热器

300~600℃
SO2

原料磨
SO2

有机硫化物

硫酸盐
预热器中

不会生成SO2
窑系统 熟料

SO
预热器，降温

硫酸盐SO2 与生料接触
硫酸盐

燃料所含硫
分解炉

窑头

SO2
分解炉内

与CaO接触
硫酸盐

SO2窑头

与硫酸盐在窑内高温带分解产生SO2经历类似

SO2



3 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 2 水泥厂的排放现状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2 水泥厂的排放现状一：

在2013年新标准修订的抽样调查 共获得153个有效的水泥窑SO 排在2013年新标准修订的抽样调查，共获得153个有效的水泥窑SO2排
放样本，平均排放浓度59.6mg/m3。

标准修订抽 2003年抽 中国建材院2009 欧盟2004年监测
统计项目

标准修订抽

样

2003年抽

样

中国建材院2009

年数据

欧盟2004年监测

数据

水泥窑数量 153 40 31 253

平均排放浓度

（mg/m3）
59.6 159.2 35.52 218.9

不需要考虑烟气脱硫治理

最大值（mg/m3） 310 520 391 4837
最小值（mg/m3） 0.25 10 0 0

不需要考虑烟气脱硫治理



3 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3 水泥厂的排放现状二：

部分水泥厂，受地理地质原因的影响，原料低价态硫含量比较高，特别
是石灰石等主要原料成分 窑尾烟囱的SO2排放可以高于1000mg/Nm3是石灰石等主要原料成分，窑尾烟囱的SO2排放可以高于1000mg/Nm3，
甚至能达到2000mg/Nm3 。

湖州槐坎南方水泥 湖南隆回南方水泥

需要烟气脱硫治理江苏新街南方水泥 江苏宜兴金墅水泥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4 SO2 排放控制技术路线

水泥厂主要采用的技术 减排水平

一次减
排技术

对配料系统投加的物料中的有机S和无机硫化物
S总含量：≤0.028％。控制合适的硫碱比

使用袋除尘器 通过袋除尘器滤袋表面收集的使用袋除尘器，通过袋除尘器滤袋表面收集的
碱性物质的吸收降低SO2排放。

采用窑磨（立式磨）一体机运行和袋式除尘器 50～70%

增加外加脱硫剂

二次治
理技术

喷注法，干法，半干发和湿法 等 50%～
70% 



3 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5 水泥行业-脱硫技术1

 干反应剂喷注法
Ca(OH)2

（1）将熟石灰喷入最上面两级

旋风筒之间的连接管道，钙硫比

在2.5和4的情况下，脱硫效率

可以分别达到50%和70%。
Ca(OH)2

（2）将干的Ca(OH)2喂入最上

面两级旋风筒之间的连接管道和

出顶级预热器后的废气管道，钙

硫比在40～50之间，脱硫效率

在55% 65%之间在55%～65%之间。
适用于烟气SO2含量在300mg/m3以内！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5  水泥行业-脱硫技术2

 氨法半干法脱硫（脱硫脱硝一体化）

依托原有氨水脱硝系统，研究开发出氨法脱

硫技术。在预分解系统选择合适反应区实现

SO 的高效去除SO2的高效去除。

将氨水喷入预热器及出风管道，钙硫比在 NH

NH3

将氨水喷入预热器及出风管道，钙硫比在

1.5-2的情况下，脱硫效率可达到50-60%。
NH3

本技术优势：建设投资低；设备集成一体化；

施工工期短，无需停窑；电气控制并入原脱硝

系统

氨法脱硫示例工艺

系统。

适用于烟气SO2含量在600mg/m3以内！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5  水泥行业-脱硫技术3

石灰石-石膏脱硫工艺流程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7 脱硫实践1

安徽大江水泥脱硫脱硝 体化安徽大江水泥脱硫脱硝一体化

脱硫脱硫

脱硝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7 脱硫实践2

复合脱硫技术（安徽磊达水泥厂）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脱硫实践3.7 脱硫实践3

江山南方水泥4000t/d及2000t/d熟料线烟气脱硫工程

2000t/d线窑尾烟气原始参数 4000t/d线窑尾烟气原始参数

设计的主要参数：

名称 单位 数值

出口烟气量（工况） m3/h 420000

设计烟气量（工况） m3/h 530000

名称 单位 数值

出口烟气量（工况） m3/h 740000
设计烟气量（工况） m3/h 960000

除尘器入口烟气温度 ℃ 120

设计烟气温度 ℃ 110
烟尘（工况） mg/m3 ＜20

电除尘器入口烟气温度 ℃ 120

设计烟气温度 ℃ 110
烟尘（工况） mg/m3 ＜20烟尘（工况） mg/m ＜20

设 计 SO2 初 始 浓 度

（标况）
mg/Nm3 ＜1500

年运行时间 小时 8000

烟尘（工况） mg/m ＜20

设计SO2初始浓度（标

况）
mg/Nm3 ＜1500

年运行时间 小时 8000年运行时间 小时 8000 年运行时间 小时 8000

工作温度
生料磨开 ℃ 120

生料磨停 ℃ 170
工作温度

生料磨开 ℃ 105

生料磨停 ℃ 160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脱硫实践3.7 脱硫实践3

江山南方水泥4000t/d及2000t/d熟料线烟气脱硫工程
通过对窑灰成分的分析及反算，窑灰中石灰石的含量在80%左右，以此数据做后续计算。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 7 脱硫实践23.7 脱硫实践2

江山南方水泥4000t/d及2000t/d熟料线烟气脱硫工程

主要设计指标

序号 项 目 名 称 保证值 备 注

1 整套脱硫装置同步率，% 100

2 脱硫主体装置使用寿命 30

3 塔内脱硫效率保证值，% ＞97.5

4 工作场地岗位粉尘，mg/m3（加权平均） < 8

5 烟囱出口雾滴浓度，mg/m3 < 75

6 脱硫前二氧化硫初始浓度，mg/m3 < 1500

7 脱硫后二氧化硫排放浓度，mg/m3 ≤ 50

9 脱硫系统吨熟料运行成本，元/吨熟料 ＜1.5
运行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
维修费、压缩空气等费用。

10
设备噪声，dB(A)：
1) 主要设备：循环泵、氧化风机等
2) 控制室设备

≤ 85
＜60

11 石膏品质：石膏含水率% ≤ 15

18

11 石膏品质：石膏含水率% ≤ 15

12 循环水处理
满足国家标准
及项目用水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3.7 脱硫实践3

4000t/d及2000t/d脱硫岛平面布置图：
2000 t/d

及 脱硫岛平面布置图
石膏储存
晾干区

集水坑 工艺水箱

2000 t/d

事故浆液
箱

脱硫工艺
楼

箱

吸收塔
循环泵、
浆排泵、
氧化风机

19

氧化风机 4000 t/d



3.水泥窑脱硫工艺技术及实践

脱硫实践3.7 脱硫实践2

江山南方水泥4000t/d及2000t/d熟料线烟气脱硫工程

屋脊除雾器

二窑一塔布置 窑灰制浆系统

4层喷淋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NOX排放控制技术路线

1） NOX排放现状

 国内新型干法窑已达95%，但水泥工业废气脱氮技术当时还未被

列入议事日程列入议事日程。

 2012年开始,国家将水泥企业氮氧化物减排作为各级政府的首要任

务。

 环境保护部公告，水泥熟料生产线脱硝设施1800台. 到目前已上

了95%。

 减少喷氨量，采用智能控制是趋势。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产生NOX的机理

三种机理产生NOX的量与温度的关系见下图：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三种机理产生NOX的比例：

 热力型NOX：是在高温的条件下，大于1350℃时燃烧
空气中的氧气与氮气反应生成的，占总量的35%～
45% 温度小于时几乎不生成45%，温度小于时几乎不生成。

 瞬时型NOX：燃料中的碳氢化合物在燃料浓度较高的
区域所产生的烃与燃烧空气中的N2分子发生反应，形域所产 的烃与燃烧 气中的 分子发 反应 形
成的CN、HCN，继续氧化而生成的NOX。生成量极少
。5%

 燃料型NOX 主要是NO 生成量约占水泥窑系统排放 燃料型NOX：主要是NO。生成量约占水泥窑系统排放
总量的50～60%。



4 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水泥窑氮氧化物减排技术路线（2012年）

NOX排放控制 技 术 （三次会议讨论过） 减排效滤 排放浓度
mg/Nm3 

一次
减排
技术

采用低NOx的燃烧器 5%～20% 从1200降到
800 

分风分阶燃烧 10%～
技术 20% 

煤粉阶段燃烧 15%～
30% 30% 

二次
治理

SNCR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 40%～
50% 

从800降到
300 

技术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75%-90% 从800降到
100 100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欧 各种减排技术 的技术路线欧州各种减排技术对NOX的技术路线

未来

氮
氧
化化
物
排
放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分级燃烧系统改造(要根据窑况和分解炉炉容）

煤粉分级燃烧技术空气分级燃烧技术

3  室
脱氮剂入口

分级燃烧空气
占比可调

2  室

主旋流三次风

主燃室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SNCR 技术(目前已有95%上了)SNCR 技术(目前已有95%上了)
（双循环，精计量喷射，智能化闭环控制）



4 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水泥窑水泥窑SCRSCR反应器安装位置反应器安装位置

高温高尘布置：SCR系统安装在窑尾预热器C1筒废气出口处，气体温

度在300~360℃，可以满足SCR所需要的反应温度窗口，但是C1筒出
口处粉尘浓度高，有堵塞催化剂的风险，也会加快催化剂的磨损，烟气
中含有碱金属 重金属 可导致催化剂中毒 影响 系统的效率 也中含有碱金属，重金属，可导致催化剂中毒，影响SCR系统的效率，也
可能影响水泥窑系统的稳定运行。

高温中尘布置：在预热器后SCR反应器前安装一台高温电除尘 降低烟高温中尘布置：在预热器后SCR反应器前安装 台高温电除尘，降低烟
气中粉尘浓度，减轻了催化剂堵塞的风险，可采用常规催化剂，但相对
与高尘布置，此布置的投资高，占地面积大。

低温低尘布置：SCR反应器布置在窑尾除尘器后，这时烟气中含尘浓度
低，但烟气温度也降低，需要采用低温催化剂或采用热交换器对烟气进
行二次加热，才能保证烟气温度满足催化剂的工作要求。目前该工艺主
要问题在于低温催化剂的研发，若采用二次加热法投资大，工艺复杂。

目前，水泥窑主流的SCR脱硝工艺布置是高温/高尘布置法：反应器布置在悬浮预热器之
后的位置 此时烟气中的全部粉尘均会通过反应器 反应器的工作条件是在“原始”的高后的位置。此时烟气中的全部粉尘均会通过反应器，反应器的工作条件是在 原始 的高
尘烟气中。由于这种布置方案的烟气温度在300～380℃的范围内，非常适合于催化剂的
反应温度，所以脱硝反应的效率很高。而且增加的设备较少，成本较低。



4 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SCR与SNCR的脱硝效率及氨氮比的比较

脱
硝
效效
率

氨氮摩尔比氨氮摩尔比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SCR 与SNCR 运行成本比较
85%脱硝效率时的运行费用（转化为每吨熟料的费用）

运行费用

增加寿命 提高效率

总计耗氨量
催化剂 耗电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SCR 与SNCR 运行成本比较SCR 与SNCR 运行成本比较
60%脱硝效率时的运行费用（转化为每吨熟料的费用）

运行费用

总计耗氨量
催化剂 耗电



国外SCR技术在水泥企业的应用国外SCR技术在水泥企业的应用

水泥企业 国家 时间 催化剂类型 催化剂厂家 布置方
式

现状
式

Soinhofen 德国 2000-2005 峰窝式 凯特磊 高尘法

Cementeria di 
Monselice 

意大利 2006 峰窝式 CERAM 高尘法 在使用
Monselice 
Cementeria di 
Sarche 

意大利 2007 峰窝式 CERAM 高尘法 在使用

峰 高 法Schwenk 
Mergelstetten

德国 2010 峰窝式 CERAM 高尘法 在使用

RohrodorfZe
t 

德国 2011 板式 尾部低
温法

在使用
ment 温法

Lafarge（拉法
基）
Mannerdorf

奥地利 2012 峰窝式 CERAM 高尘法 在使用

Mannerdorf
Rezzato 意大利 2013 峰窝式 CERAM 高尘法 在使用

f 奥地利 峰窝式 在使用Kirchdorfer 奥地利 2015 峰窝式 CERAM RTO-
SCR

在使用

Joppa 美国 2013.7 峰窝式 CERAM 中尘法 在使用



4 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水泥窑SNCR+SCR联合脱硝方案

 针对杭州地区85%的脱硝效率，150mg/Nm3和现在杭州 效率 g/ 现
100mg/Nm3排放和2.5mg/Nm3的逃逸率，解决方
案是：

 前面保留SNCR法, 后面采用高尘法SCR工艺，无
疑是最经济最高效的解决办法 但是必须解决好两点疑是最经济最高效的解决办法，但是必须解决好两点：

 清灰

 催化剂中毒， 如铊元素



4 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水泥窑+高温高尘SCR特点

投资最低，硫的影响最小。
烟气温度恰好适合
对生产无影响
改造最简单
高粉尘可以避免催化剂失活
低压差降低了消耗
般不用增加风机一般不用增加风机

高粉尘需要频繁喷吹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水泥窑水泥窑SCRSCR脱硝技术需解决的问题脱硝技术需解决的问题

水泥窑的烟气性质与燃煤电厂烟气存在很大的差异，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值

表1  水泥生产线预热器出口烟气/尘参数

1 温 度 ℃ 300-320

2 静 压 Pa -4900至-5000

3 含尘浓度 g/Nm3 80

4 氧气（O2）含量 % 3.6

5 CaO % 39～47

6 K2O % 0.5～3

7 Na2O % ～0.2

烟气中粉尘含量高，碱/碱土金属含量高，钾、钠含量不低，这种烟气条件极

易导致催化剂失活。因此， 选择适合于水泥窑烟气条件的催化剂是关键。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水泥窑催化剂的选择——与SCR反应器的布置位置有关

高温高尘布置：反应器布置在悬浮预

热器之后的位置。烟气温度在300～NOX NH3

粉尘 380℃的范围内，非常适合于催化剂的

反应温度。

CaO K+/Na+粉尘

防种毒催化剂，水泥专用

 冲刷及磨损催化剂；冲刷 磨损催化剂

 飞灰堵塞催化剂表面；

 CaO的大量存在会导致催化剂的失活；

N2 H2O
 保证正常使用要配套强有力的清灰装置。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半尘/低尘布置：

将SCR脱硝反应器前安装一台除尘器(

如布置在余热锅炉之后） 降低烟气中如布置在余热锅炉之后），降低烟气中

粉尘浓度或将SCR反应器布置在窑尾除

尘器之后：尘器之后：

 半尘布置法烟气温度200~300℃，低

尘布置法烟气温度100~150 ℃；

 中温催化剂无法满足，需对烟气升温

或采用低温催化剂；

 低温易发生反应 NH3＋SO3＋

H2O→NH4HSO4
（ABS）粘附在催化剂表面导致堵塞烟气中(NH )HSO 的露点温度和 （ABS）粘附在催化剂表面导致堵塞；

要采用这两种布置方法，必须解决催化

剂低温下的催化剂活性以及硫酸氢氨的

烟气中(NH4)HSO4的露点温度和

气相中SO3、NH3的平衡分压有

关。 剂低温下的催化剂活性以及硫酸氢氨的

问题。

关。



低低 SCRSCR技术路线技术路线尾气加热方案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低温低温SCRSCR技术路线技术路线尾气加热方案

（硫含量小于30mg/m3)

SCR反应器
喷氨格栅

饱和蒸汽 消石灰填充槽

加热风机

氨水气化器

缓冲罐 混合器

SGH
饱和水

电加热器氨水罐

GGH

增压风机

原引风机



4.水泥窑脱硝工艺技术及实践

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1

现有条件（1）催化剂的选择：目前几家催化剂厂家，

包括日辉触媒、包括合肥院试制的。

现有条件

浙能催化剂等，都有试验的意向；

（2）项目选址：目前在富阳南方水泥已经（ ）项目选址：目前在富阳南方水泥已经

建成了SCR试验装置；



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2

催化剂选型、布置和设计；

主要试验研究内容

催化剂选型、布置和设计；

水泥窑
SCR试

配套清灰装置的开发

不同催化剂的实际使用情况，SCR试
验研究

不同催化剂的实际使用情况，

脱硝效率、粉尘、碱含量、

SO2等因素的影响；

重点研究中温/
低温布置时的催
化剂应用情况。

内容
清灰装置的效果

化剂应用情况

高温高尘、中温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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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3

中低温SCR技术中试

在富阳5000t/d水泥生产线，抽取部分烟气20000m3/h,建设
SCR中试装置 于2015年11月完成安装和调试 2016年做SCR中试装置，于2015年11月完成安装和调试。2016年做
了部分试验。



整流装置

入口烟道
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4

SCR反应器设计

整流装置

吹灰装置

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4

 反应器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与窑尾
周围设备布置的协调性及合理性

 反应器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与窑尾
周围设备布置的协调性及合理性

吹灰装置

周围设备布置的协调性及合理性
。

 包括入口烟道、整流装置、吹灰
装置 反应器外壳 催化剂床层

周围设备布置的协调性及合理性
。

 包括入口烟道、整流装置、吹灰
装置 反应器外壳 催化剂床层装置、反应器外壳、催化剂床层
、出口烟道和支撑钢结构等。同
时设置人孔门、测试元件、起吊

装置、反应器外壳、催化剂床层
、出口烟道和支撑钢结构等。同
时设置人孔门、测试元件、起吊

催化剂

反应器
外壳体

装置和灰斗等。严格按工程实际
要求进行设计。

 具体是在预热器余热锅炉旁新增加

装置和灰斗等。严格按工程实际
要求进行设计。

 具体是在预热器余热锅炉旁新增加

催化剂
模块

支撑钢 具体是在预热器余热锅炉旁新增加
一个钢构架，以布置和支撑SCR反
应器和连接烟道。脱硝钢构架露天
布置，

 具体是在预热器余热锅炉旁新增加
一个钢构架，以布置和支撑SCR反
应器和连接烟道。脱硝钢构架露天
布置，

支撑钢
结构

布置布置

出口烟道



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5

试验结果完成了十二五课题

进出口进出口NOxNOx浓度与氨逃逸曲线浓度与氨逃逸曲线

运行时间与脱硝率、氨运行时间与脱硝率、氨
逃逸曲线逃逸曲线



验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

烟气温度与初期脱硝率曲线烟气温度与初期脱硝率曲线

烟气温度与初期氨逃逸曲线烟气温度与初期氨逃逸曲线



合 院 窑合 院 窑SCR工业试验合肥院水泥窑合肥院水泥窑SCR工业试验

结论

 国内水泥行业采用SCR未有成功案例

 小规模工业试验是取得经验数据必有之路

 高尘高温法和低尘低温法相比，国际上应用的最多。

 鉴于浙江省，河南省超浄排放要求，最难的就NO2。
 合肥院有SCR工程经验，对催化剂有准对性的研究，

与南方水泥合作共同解决。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