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最新技术：除去并浓缩二氧化碳的方法和系统大型综合设计
【新技术描述】美国最新技术通过引导载有CO2的空气通过用于结合(捕集)CO2的吸收剂结构，并

通过使用工艺蒸汽加热吸收剂结构（新的装置设计），利用可以（有效地再生吸收剂）结构中吸收

剂除去CO2 ，从载有二氧化碳的空气物质中除去二氧化碳的新技术。

资料还涉及：
GEN ELECTRIC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reducing CO2 emissions in a 
combustion stream and industrial plants utilizing the same)燃烧工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系统

CPPE CARBON PROCESS & PLANT ENGINEERING SA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the catalytic removal of carbon dioxide and sulphur dioxide from exhaust gases)二氧化碳和二氧

化硫的催化去除废气方法

AIR LIQUIDE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producing liquid carbon dioxide)
生产液态二氧化碳的方法和装置

CO2CRC TECHNOLOGIES PT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and plant for removing acid 
gases)脱除酸性气体过程和方法

●

●

●

●

国际烟气治理新技术专集

为控制燃煤、燃油造成的CO2引起全球变暖、

气候变化以及对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综

合影响的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以及针对SO2、NOX大

量排放，遏制酸沉降污染恶化趋势，防治城市空气

污染。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世界跨国公司在烟气

治理防技术迅猛发展，争先抢占市场，谁掌握先进

实用的核心技术，谁就能更大地占有市场份额。

本专辑收录了美国、日本、欧洲等世界著名公

司2012-2014年10月最新国际专利技术精选资料汇

编。技术含量高、实用性强是从事烟气理单位、烟

气排放企业、工程设计及环保设备制造企业的重要

情报资料。

因数据量大，本期资料仅提供光盘电子版（电

脑、手机、iPad均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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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国际著名公司烟气CO2处理最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新技术资料》

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为大量排放
的温室气体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由此引起全球变暖、气候变
化以及对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产生综合影响的全球性
的环境问题。

我国对世界庄严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而使用煤炭、重油、天
然气等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工厂锅炉、水泥厂窑炉是
CO2长期稳定集中的排放源，是CO2减排的重中之重，开发烟
气CO2减排新技术与装置，使我国经济发展免受碳排放指标
的影响，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巨大。

本篇专辑重点收录了国际最领先的CO2减排新技术与装
置，涉及美国、日本、欧洲发达国家的最先进、实用的高新
技术，这些在全球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的优秀技术工艺、
配方、设计方案、烟气实际应用处理数据、节能减排数据

等，非常值得国内环保企业学习和借鉴，模仿创新、开阔设
计思路、减少闭门造车、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资料收录了2012-2014国际著名环境治理公司、最新专
利技术原文资料，资料中包括烟气治理的对象、治理最新
原理、现有国际技术分析、新技术解决方案、技术工艺、新
技术装置设计、原理图、结构图、化学剂配方、治理数据测
试及标准、解决的具体问题等等，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
发展新产品的重要、实用、超值和难得的技术资料。

【项目数量】	 160项	高新技术
【资料页数】	 3270页	A4纸页面
【文件格式】	 中文	英文等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光盘	（因数据量大）

【价				格】	 2980元

新技术项目介绍摘录 以下仅是部分项目介绍，更多的优秀项目技术资料工艺、配方等请参阅本专集

日本NIPPON STEEL公司低能耗回收二氧化碳的新技术
含有高浓度的位阻胺的水溶液新配方
【技术背景】二氧化碳来源的例子包括使用煤炭、重油、天然气等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工

厂锅炉、水泥厂窑炉;其中使用焦炭对氧化铁进行还原的炼铁厂的高炉;使用汽油、重油、轻油

等作为燃料的汽车、船舶、飞机等运输设备等。除了运输设备，上述二氧化碳来源是固定的设

备，世界各国针对这些设备积极地开发容易适于实施CO2 排放削减措施。

目前，包括普遍采用的使含有二氧化碳的气体与吸收塔内的烷醇胺水溶液接触以在溶液中吸

收二氧化碳的方法。己去知烷醇胺的例子包括单乙醇胺(MEA) 、二乙醇胺(DEA) 、三乙醇胺

(TEA) 、甲基二乙醇胺（DEA) 、二异丙醇胺(DIPA) 等。通常使用MEA 。
【技术问题】然而，为了保证设备运行使用该醇胺水溶液作为吸收溶液要求使用昂贵的耐腐蚀

钢材作为装置材料或者降低吸收溶液中的胺浓度，因为该溶液对于装置材料的腐蚀性高。因

此，难以分离出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因此必须将该溶液加热至120℃的高温，以分离和回收二氧

化碳。这是因为二氧化碳与诸如MEA 的胺之间的反应热高达80kJ/mol CO2 ，因此需要大量的

能量以分离二氧化碳。例如，通过该方法在发电厂回收二氧化碳，需要相当于发电量的20%的

额外能量。在期望削减二氧化碳排放、节约能量以及节约资源的时代，如此高的能量消耗是实

现二氧化碳吸收和回收系统的主要障碍，并且需要以低能耗回收二氧化碳的技术。

【新技术】日本NIPPON STEEL公司最新研制成功一种含有高浓度的位阻胺的水溶液新配方，

其作为吸收溶液具有与传统胺溶液相比优异的性能。因为该水溶液实现了单位量的CO2吸收

量大和CO2分离量大，并且CO2分离所需的能量消耗低，所以该水溶液可以通过有效地吸收和

分离二氧化碳而回收高纯度二氧化碳。

日本CO2吸收溶液新配方具有如下优点：

1、在吸收和分离的每次循环中CO2的回收量增加。每摩尔CO2的吸收热下降;因此使单位重量

的二氧化碳回收所需的能量消耗下降。可以低的能量消耗有效地吸收CO2并分离出所吸收的二

氧化碳以回收高纯度二氧化碳。

2、吸收和分离CO2的效率的增加使得在吸收和分离的循环流量减少，并使吸收塔、分离塔以

及与这些塔相关的装置的小型化成为可能。可以实现降低投资额和运行成本方面效果。

3、新配方水溶液具有低腐蚀性，而且即使在高浓度下也没有观察到腐蚀性的增大。这是有利

的，因为在设施建设时不需要昂贵的高级耐腐蚀钢材。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了吸收CO2水溶液的不同浓度的系列配方、新配方CO2饱和吸收

量、CO2 吸收速率、CO2 的吸收热和CO2的分离量与现有产品对比数据。实施例等，该技术是目

前国际最领先的国际专利新技术。非常值得国内企业关注！

MITSUI SHIPBUILDING EN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arbon dioxide separation unit and 
carbon dioxide separation method)二氧化碳分离单元和二氧化碳分离方法

UNIV LEEDS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for the capture of carbon dioxide)二氧化碳的捕

获过程、工艺方法

SIEMENS A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device for treating a contaminated alkaline 
amino acid saline solution)对被污染的碱性氨基酸盐溶液处理方法和设备

BHP BILLITON WORSLEY ALUMINA PT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equestration of 
carbon dioxide using tricalcium aluminate)使用铝酸三钙封存的二氧化碳

EVONIK DEGUSSA GMBH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2 absorption from gas mixtures using 
an aqueous solution of 4-amino-2,2,6,6-tetramethylpiperidine)二氧化碳吸收气体混合物配方

REDEEM CCS PT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system for reducing industrial 
emissions)减少工业排放的方法和系统

DRAEGER SAFETY AG & CO KGAA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vice and method for 
depleting acidic gases from gas mixtures)设备和方法消耗酸性气体从气体混合物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moval of non-volatiles from 
ammonia - based CO2 -absorbent solution)除非易失性氨-基于二氧化碳吸收剂的解决方案

IFP ENERGIES NOUVELLES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Integrated process for producing calcite 
and biomass using cyanobacteria for the utilization of CO2 for energy purposes and the ineral 
sequestration of CO2)集成过程生产方解石和生物质利用蓝藻对二氧化碳的使用能源的宗旨

和矿物封存二氧化碳

KOREA ENERGY RESEARCH INST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preparing carbon 
dioxide absorbent based on natural biomass and carbon dioxide absorbent based on natural 
biomass prepared by the same)天然生物质制备二氧化碳吸收剂配方及制造方法

MEMBRANE TECH & RES IN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for separating carbon dioxide 
from flue gas using sweep-based membrane separation and absorption steps)过程分离二氧化

碳使用sweep-based从烟道气体膜分离和吸收的步骤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of cleaning a carbon dioxide 
rich flue gas and a boiler system)烟气和锅炉系统二氧化碳的清洁方法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Gas treatment process and system)天
然气处理过程和系统

SIEMENS A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 method and a system for converting carbon dioxide 
into chemical starting materials)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化学原料方法和系统,
NEWCASTLE INNOVATION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Extraction of alkali metals and/or 
alkaline earth metals for use in carbon sequestration)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提取用于碳封存

TOSHIBA KK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arbon dioxide recovery device and carbon dioxide 
recovery method)二氧化碳回收装置和二氧化碳回收方法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es for reducing nitrosamine 
formation during gas purification in amine based liquid absorption systems 
)减少亚硝胺的形成过程在基于胺液吸收气体净化系统

BABCOCK HITACHI KK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mbustion exhaust gas treatment system 
and combustion exhaust gas treatment method)燃烧废气处理系统和燃烧废气处理方法

POSCO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pparatus for reducing carbon dioxide by using molten slag)利
用熔渣装置减少二氧化碳

BOEING CO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ual stream system and method for producing carbon 
dioxide)生产二氧化碳的双流系统和方法

ALSTOM TECHNOLOGY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 method for regeneration of solid 
amine CO2 capture beds)一个固体胺二氧化碳捕获床的再生方法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bsorber for capturing co2 in 
ammoniated solution)捕获二氧化碳吸收器的充氨的解决方案

SIMENS VAI METALS TECH GMBH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vice for removing CO2 from 
exhaust gas from pig iron manufacturing equipment)生铁生产设备去除二氧化碳废气设备

ALSTOM TECHNOLOGY LTD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heat integration of a cement 
manufacturing plant with an absorption based carbon dioxide capture process))水泥制造厂的

吸收二氧化碳的捕获过程方法、装置设计

韩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heat integration of a cement manufacturing plant with an 
absorption based carbon dioxide capture process))碳溶解二氧化碳浓度控制方法dioxide-
fixing设备及使用化学剂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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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际领先技术 解决烟气治理技术工艺难题 国际先进工艺配方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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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际著名公司烟气脱硫最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新技术资料》 第2版

03.《国际著名公司烟气脱硝最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新技术资料》 第2版

04.《国际烟气脱汞最新技术工艺、脱汞剂配方及装置设计资料》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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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际著名公司烟气脱硫最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新技术资料》

SO2污染是我国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是制约我
国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我国大气中的SO2
的来源主要是煤炭燃烧。其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
上，因而脱硫技术的应用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
发展十分重要。

在目前脱硫技术中，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技术以
其技术成熟、脱硫效率高、运行稳定等特点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但其系统复杂、占地面积大、设备腐蚀堵塞问题比
较严重、投资与运行费用高等等。另外根据不同的环境。

近年来国际脱硫新技术迅猛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新
工艺。这些新工艺解决了许多现有脱硫技术的不足。使得
脱硫效率更高、性能更加稳定、设计更加合理、成本更加
低廉。

为了帮助企业及时得到这些宝贵的技术情报，我们
专门收集了到2012年-2014年10月国际烟气脱硫专利新技
术工艺、工艺设计、装置结构设计以及现有技术改造等技
术资料。资料中包括技术原理、处理工艺、结构设备装置
设计、相关设计附图等。还包相关性能测试及标准、解决
的具体问题等等，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新产品的重
要、实用、超值和难得的技术资料。

【项目数量】	 161项	高新技术
【资料页数】	 3492页	A4纸页面
【文件格式】	 中文	英文等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光盘	（因数据量大）

【价				格】	 2980元

新技术项目介绍摘录

以色列LUBOMIRSKY IGOR公司燃煤发电厂S02去除新型设备和方法
【现有技术】燃煤发电厂中气体SO2的去除通常通过使废气(烟道气)与分散在水中或以固体形

式使用的石灰石(主要为CaCO3) 或熟石灰(主要为Ca (OH)2) 反应来进行。这些技术是中等有效

的，这是因为大约0.05%的SO2仍留在气体中。而且，这样的反应在CO2 的平行吸收中需要大消

耗量的试剂并且相当昂贵。此外，作为其他产物，产生了巨量的固体废物(通常CaS04) ，这些固

体废物未被利用。

【新技术】国际著名公司以色列LUBOMIRSKY IGOR公司最新研制的用于从烟道气去除二氧

化硫的新型设备和方法。该设备具有可顺序运作的洗涤区和再生区，该洗涤区和再生区经由

锂、钠和钾的碳酸盐的熔融低共熔混合物喷雾，可以利用相对少量的熔融物从大量烟道气中几

乎完全去除S02吸收二氧化硫形成碱金属亚硫酸盐的新方法。其低制造成本。

【惊人效果】该设备不仅制造容易，造价低，具有耐久且可靠的构造。实现了减少发电厂的含

硫排放物，且不产生另外的液体或固体废物。是目前国际最领先的烟气脱硫治理技术。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了从烟道气去除二氧化硫的设备的设计原理、洗涤室加热器、由

锂、钠和钾的碳酸盐的熔融低共熔混合物、温度、浓度控制、整体设计布局、结构图等等。

国际ALSTOM公司更有效包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的清洁方法和装置
【现有技术】现有湿式洗涤器的缺点设计复杂、昂贵的投资和维护困难等。 而且，在燃烧各种类型和

/或负载的燃料的燃烧设施中，难以控制二氧化硫移除效率以在最小多余的情况下确保合适的二氧化

硫移除。例如，当二氧化硫负载较高时，二氧化硫移除能力必须较高以确保合适的二氧化硫移除。但

是，当二氧化硫负载较低时，二氧化硫移除能力可较低，确保合适的二氧化硫移除同时最小化多余。

【新技术】国际ALSTOM公司最新研制的利用湿式洗涤器清洁包含二氧化硫的过程气体的方法，湿式

洗涤器包括至少一个喷淋层系统设计，喷淋层系统具有雾化喷嘴，吸收液体被供应到雾化喷嘴且

由雾化喷嘴雾化。新系统设计简单、设备投资少、维护方便，特别是喷淋层的设计，利用有效喷嘴

设计方案，可实现的吸收更大的二氧化硫吸收。能量消耗低、设备磨损少等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了湿式洗涤器的喷淋层系统设计原理、方案、喷淋压力、流量、喷嘴布

局设计、设计结构图等等。CLEAR CARBON INNOVATIONS LLC 美国 

SIEMENS A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 method and an apparatus for performing an energy 
efficient simultaneous desulphurization and decarbonisation of a flue gas by reduction with 
an electropositive metal)节能的同时脱硫、脱碳的烟道气的方法和装置

RES TRIANGLE INST 和BASF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moving sulphur oxides from a 
fluid stream)从气体中除去硫氧化物的新方法

GAN PENG SI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hip flue gas desulphurization method and equipment)
船的烟气脱硫方法及设备

ALSTOM TECHNOLOGY LTD 法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inter plant gas cleaning 
system)烧结厂煤气清洗系统,高效率脱硫新方法、新工艺。

THREE D STACK LLC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的(cleaning stack gas)清洁烟道气脱硫新方法

ALSTOM 法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oxidation system and method for cleaning waste 
combustion flue gas)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系统和方法，优秀的设计方案，国际领先技术。

ALSTOM法国公司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of controlling a wet scrubber useful for 
removing sulphur dioxide from a process gas)从一个过程气脱除二氧化硫控制湿式洗涤器

的有用的方法，国际领先技术

国内最新研制成功的(dual-chamber multi-absorption wet flue desulfurization device)dual-
chamber multi-absorption湿法烟气脱硫装置，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ir pollution control system, 
air pollution control method, spray drying device of dewatering filtration fluid from 
desulfurization discharged water, and method thereof)空气污染控制系统，空气污染控制方

法，从脱硫液排出的水过滤脱水喷雾干燥装置及方法，优秀设计方案，国际领先技术。

ALSTOM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flue gas treatment method)烟气处理方法

国内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system for performing dry desulfurization on fume of 
pellet fuel boiler对颗粒燃料锅炉干法脱硫烟气处理系统

ALSTOM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monitoring a cleaning of a process gas)脱硫监

测清洗过程气体的方法

UNIV VANDERBILT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arbonyl functionalized porous inorganic 
oxide adsorbents and methods of making and using the same)羰基官能化多孔无机氧化物

吸附剂及制造方法和使用方法

COUNCIL SCIENT IND RES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for the adsorption of toxic 
sulphur bearing gases)有毒含硫气体的吸附过程、工艺方法

UNIV SEVILLA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2 and so2 capture method)CO2和SO2捕获新方法

FLUOR TECH CORP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的(simultaneous treatment of flue gas with sox 
absorbent reagent and nox reducing agent)SOX吸水剂和NOx还原剂同时烟气处理新工艺

CHIYODA CORP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sulfurization method and desulfurization 
apparatus for sulfuric acid production equipment)对硫酸生产装置的脱硫方法的脱硫装置

YEDA RES & DEV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pparatus and method for removing sulfer 
dioxide from flue gases)从烟气中二氧化硫的装置和方法

ELEX CEMCAT AG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and plant for producing cement clinker 
and for purifying the offgases formed.)生产水泥熟料工厂废气净化系统装置及工艺方法。

KURITA WATER IND LTD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treating acidic gas)处理

酸性气体的方法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for processing exhaust 
gas, and method for processing exhaust gas)烟气处理系统，和用于处理废气的方法

TSUKISHIMA KIKAI CO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apparatus and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method)烟气脱硫设备，烟气脱硫的方法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sulfurization device, and soot 
removal system)脱硫装置，和除灰系统

ALSTOM TECHNOLOGY LTD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sulphurization and cooling of 
process gas)脱硫工艺气体冷却

MISSISSIPPI LIME COMPANY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method, and 
composition for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fgd) purge water disposal)系统，方法，和烟气脱

硫（FGD）净化水处理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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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仅是部分项目介绍，更多的优秀项目技术资料工艺、配方等请参阅本专集

国际领先技术：以色列LUBOMIRSKY IGOR公司燃煤发电厂S02去除新型设备和方法
国际ALSTOM公司更有效包含二氧化硫的气体的清洁方法和装置

03.《国际著名公司烟气脱硝最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新技术资料》
我国大气污染物中90%以上的氮氧化物(NOx)源于矿

物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气等)的燃烧过程，其中70%来自
于煤的燃烧，而火电及各种工业锅炉、窑炉用煤占全国燃
煤的70%以上，因此人为NOx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火力发电
厂及各种燃煤工业锅炉、窑炉。

由于针对燃煤工业锅炉、窑炉的烟气NOx排放控制
技术还很不成熟，国家颁布了适用于单台65t/h以上发电
锅炉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火电厂NOx的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设立了严格的标准规定。“十二五”规划
中，氮氧化物的减排被列入约束性指标。燃煤烟气脱硝是
“十二五”期间国家控制火电厂污染物排放的重点领域。

本资料重点收集了到2012年-2014年10月国际烟气脱硫

专利新技术工艺、工艺设计、装置结构设计以及现有技术
改造等技术资料。资料中包括技术原理、处理工艺、结构
设备装置设计、相关设计附图等。还包相关性能测试及标
准、解决的具体问题等等，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新
产品的重要、实用、超值和难得的技术资料。

【项目数量】	 150项	高新技术
【资料页数】	 3768页	A4纸页面
【文件格式】	 中文	英文等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光盘	（因数据量大）

【价				格】	 2980元

新技术项目介绍摘录 以下仅是部分项目介绍，更多的优秀项目技术资料工艺、配方等请参阅本专集

CTP国际公司优秀技术：水泥厂烟气脱硝净化方法系统及装置设计

【公司介绍】CTP（CHEMISCH THERMISCHE PROZESSTECHNIK GMBH）有限公司 总部奥

地利），是世界上空气污染控制，工业应用的领先企业之一。CTP子公司在澳大利亚、日本，、法

国，韩国，西班牙，瑞典和美国，以及合作伙伴遍布全球许多国家。 CTP研究人员一直在空气污染

控制开发领先的技术，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全球范围内，覆盖了大部分工业部门。

【技术背景】水泥的生产以及其他燃烧燃料以产生高温的工业过程来说，环境的状况以及原材料

和燃料的费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回转窑内的高温，离开回转窑的废气具有高于1000mg/
m3的高NOx含量。特别是要降低氮氧化物(NOx)和一氧化碳(CO)的排放，同时通过降低燃料的量

和通过使用最成本合算的燃料即所谓的二次燃料来降低燃料成本，如：重质燃油、硬煤或石油焦

典型地作用燃料，也因此带来烟气环境污染问题。

【存在问题】而现有使用SNCR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系统以分解废气中的氮氧化物仅有部分NOx 
会因此而分解，并且存在着如果用作还原剂的氨(NH3) 的加入量过高则会发生氧的泄漏且因此有

害的氨将会释放到大气中的危险。

【新技术介绍】CTP最新研制成功的水泥熟料生产系统的采用用氮氢化合物还原氮氧化物的烟气

脱硝技术。新系统设计采用具有两个蓄热器的废气净化系统，使用蓄热式二次燃烧设备，通过

其可同时将NOx还原为氮气(N2)。新技术系统也可净化如在水泥熟料生产中所产生的包含氮氧

化物和碳化合物的废气，它是具催化剂毒性的，例如含有重金属和粉尘。

【惊人效果】通过试验检测：水泥厂以旧轮胎、废油、塑料废品，生物燃料例如为葵花籽壳、纸

纤维残余物和动物粉作为燃料（每小时100公斤燃料燃烧回转窑燃烧），经过设备处理的废气可

以达到以体积计12% 的二氧化碳，0%的一氧化碳，11% 的氧，150mg/N3的氮氧化物，5ppm的氨，

0mg/Nm3 的有机碳。该技术是目前国际最领先技术之一。非常值得国内环保企业学习和借鉴。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的该技术背景、废气处理工艺、装置设计方案和相关图纸。

CTP国际公司优秀技术：水泥厂烟气脱硝净化方法系统及装置设计
（回转窑水泥熟料厂以旧轮胎、废油、劣质煤、塑料废品，生物燃料为燃料，净化效果优异）

ALSTOM国际公司优秀技术：焚烧炉烟气脱硝净化方法及装置设计

【公司介绍】ALSTOM阿尔斯通是集成电厂和能源生产服务以及空气质量控制等领域的全球领先

公司。阿尔斯通拥有全面的技术，能够适用于各种主要能源形式（煤炭、天然气、核电、燃油、水

电和风电），并且环保技术全球领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等等）。

【技术背景】目前，在许多系统中， NOx 和还原剂的浓度在烟道气中未均匀地分布在SCR 反应器的

给定的横截面上。这带来了问题，因为NOx 和还

原剂之间的化学计量比率对于实现下者是必要

的，即，良好地减少烟道气的NOx 含量，以及使还

原剂在SCR 反应器中有低的滑漏。

【新技术】ALSTOM最新研制设计成功一种稳定

可靠的并且允许减少将还原剂供应到具有贯穿

烟道气流的气体管道中的喷嘴的数量，使还原剂

在SCR反应器上游均匀地分布到烟道气中的新的

技术方案。大大提高了烟气净化效率。该技术广

泛用于在燃烧油的锅炉、焚化装置(包括废物焚

化装置)、水泥窑、高炉和包括烧结带的其它冶金

装置等中产生的过程气体的净化。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的该技术背景、废气处理工艺、装置设计方案和相关图纸。

Linde AG国际优秀技术：制药化学厂烟气氮氧物脱出方法和装置设计

【公司介绍】德国Linde AG集团是公认的技术最先进的大公司，在工业气体和工程技术领域业务活动遍

及70多个国家，雇员5万余人，年营业额达到120亿欧元。

【新技术】2014年德国Linde AG 集团最新研制设计成功一种制药化学厂烟气氮氧物脱出方法和装置，

特别适用于低浓度氮氧化物排放处理如：化工厂、制药厂等。目前该技术已经申请国际专利，是目

前国际最新最实用的烟气治理技术。

2014年德国Linde AG 集团：化工厂、制药厂烟气氮氧物脱出工艺方法和装置

资料还涉及：
德国国际著名公司THYSSENKRUPP UHDE GMBH的Combined waste gas treatment of 
waste gas streams containing ammonia and nitrogen oxides in industrial plants（废气处理含氨

氮和氮氧化物废气工业工厂处理工艺方法和装置，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设计）

日本神户钢铁公司的最新工业除氮氧化物的方法（method for removing nitrogen oxides）

美国ATI PROPERTIES INC国际公司的system for treating NOx-containing gas streams(工业

除氮氧化物系统设计方案，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设计)

英国庄信万丰公司的(PGM)催化剂配方及制造方法处理，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

设计（platinum group metal (pgm) catalyst for treating exhaust gas）

中国科学院最新研制成功的Surface Deposition-Type Honeycomb Catalyst For Flue Gas 
Denitrification and Preparation Method Thereof（蜂窝烟气脱氮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韩国现代柴油机低温300℃以下除氮氧化物催化剂的制造方法,优异的氮氧化物去除效率

（supported catalyst for reduction reaction of nitrogen oxides, method of producing the same, 
and method of removing nitrogen oxides utilizing the same）

国内最新研制成功的用于火电厂失活SCR脱硝催化剂再生的方法及其设备。不需要进行活

性组分负载，完成清洗后可以直接投入火电厂烟气脱硝工程使用。能够大量的集中处理失活

SCR脱硝催化剂。能够对SCR脱硝催化剂的表面和催化剂孔道、孔径内的污染物进行清除。

能够处理不同因素产生的失活SCR 催化剂。

ALSTOM公司2014年最新公布的的method and system for nox reduction in flue gas（烟气中

氮氧化物还原的处理方法方法和系统、含详细技术背景、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设计）

ALSTOM公司的method for processing a power plant flue gas（电厂烟气处理方法、工艺、设

计方案，含详细技术背景、工艺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设计）

德国GERHART CHRISTIAN（氨气体发生器生产氨，减少废气中氮氧化物的工艺方法及装

置设计，含详细技术背景、设计原理、技术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设计）

美国POWER & IND SERVICES CORP最新研制的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reducing nox 
emmisions and slag formation in solid fuel furnaces（减少固体燃料炉和氮氧化物排放量方法

和装置设计，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设计）

美国BRODERICK JEFFREY MICHAEL公司的优秀技术：1、(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ystem)选择性催化还原系统的最新工艺及装置设计；2、（method for urea decomposition 
and ammonia feed to a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system）尿素分解方法和氨选择性催化还

原系统，设计原理、解决问题和装置结构设计

美国JANGITI SAIPRASAD公司（method for in-duct urea injection for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on small boilers and combustion sources）小锅炉用选择性催化还原工艺和系统设计

全球领先公司美国PALL CORP公司最优秀的2014年国际专利新技术（catalyst filter module 
and catalyst filter system equipped with the same catalyst filter module）烟道中除去氮氧化物

催化剂的制造方法，高性能催化剂技术

德国SIEMENS AG公司的（method for reducing the emission of nitrogen oxides in the exhaust gas of 

a furnace during the thermal treatment of materials and furnace operated according to said method）

热处理锅炉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的方法，炼钢炉，钟罩式退火炉，及水泥工业、燃煤电厂、

化工厂和石油及天然气工业应用。

美国EXXONMOBIL RES & ENG CO公司（catalytic reduction of nox with high activity 
catalysts with propylene reductant）高活动与丙烯催化剂催化还原氮氧化物的还原剂的制造

方法及应用

日本NICHIAS CORP公司（nitrogen dioxide adsorbent, nitrogen dioxide adsorber, and method 
for removing nitrogen dioxide）二氧化氮吸附剂制造方法及消除二氧化氮的应用新技术工艺

美国2014国际领先技术（a method of reducing flue gas emissions and a boiler）减少锅炉烟气

排放的方法，和整体设计工艺方法及装置

国际多国专利;德国KRUEGER JOERG公司（method and device for the non-catalytic denitrification 

of exhaust gases from incineration plants）植物焚烧炉非催化脱氮废气焚方法和设备

日本三菱重工新技术（device for controlling denitration apparatus, denitration apparatus provided 

with the device, boiler plant provided with the device, and method for controlling denitration 

apparatus）锅炉脱硝装置、控制脱硝装置和方法、工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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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国际烟气脱汞最新技术工艺、脱汞剂配方及装置设计资料》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燃煤大国，目前在我国能源需求总
量中煤炭所占比例接近70%，燃煤是我国首要汞排放源，
约占1/3。我国对汞污染控制也非常重视，已将汞污染控
制工作列入《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并
在最新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
中，规定燃煤电站汞污染排放标准为30μg/m3，自2015年
1月1日起开始执行。而随着燃煤电厂“超洁净排放”目标
的提出，旨在使燃煤电厂达到与燃气相当的污染物排放水
平，燃煤电厂的汞污染控制也将更为严格。

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汞公约缔约国之一。全球汞公约
是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为推进全球汞污染物控制而制
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该公约要求大型燃煤发电厂和燃
煤锅炉应具备控制汞排放的配套措施。

本资料重点收集了到2012年-2014年10月国际烟气脱汞
专利新技术工艺、新脱汞剂配方、氧化脱汞、吸附脱汞、
工艺设计、装置结构设计以及现有技术改造等技术资料。
资料中包括技术原理、处理工艺、结构设备装置设计、相
关设计附图等。还包相关性能测试及标准、解决的具体
问题等等，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新产品的重要、实
用、超值和难得的技术资料。

【项目数量】	 142项	高新技术
【资料页数】	 3160页	A4纸页面
【文件格式】	 中文	英文等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光盘	（因数据量大）

【价				格】	 2980元

05.《国际著名公司烟气脱卤素最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新技术》

《蒙特利尔议定书》为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至少做出
了部分贡献，该议定书限制含氯、溴等破坏臭氧的气体的
排放。

卤代温室气体是指含卤素（氟、氯、溴、碘等）的温
室气体，主要来源于冰箱、空调等用的制冷剂等的生产和
使用过程、还包括半导体制造工艺、涂装工艺、电解铝工
艺等等。由于它们增温潜势极强、损耗臭氧、寿命很长、
能够全球传输等，对气候和环境具有多方面影响。因此，
两大国际环境公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
均将它们列入控制清单。2010年至2015年，中国将全面禁
止大部分卤代温室气体的排放

本资料重点收集了到2012年-2014年10月国际烟气卤

素专利新技术工艺、新卤素剂配方、气体脱卤素、工艺设
计、装置结构设计以及现有技术改造等技术资料。资料
中包括技术原理、处理工艺、结构设备装置设计、相关设
计附图等。还包相关性能测试及标准、解决的具体问题等
等，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发展新产品的重要、实用、超
值和难得的技术资料

【项目数量】	 114项	高新技术
【资料页数】	 2446页	A4纸页面
【文件格式】	 中文	英文等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光盘	（因数据量大）

【价				格】	 2980元

新技术项目介绍摘录 以下仅是部分项目介绍，更多的优秀项目技术资料工艺、配方等请参阅本专集

美国最新研制汞排放控制、吸附脱汞剂处理新工艺，系统设计

【新技术】美国最新披露了一种用于处理汞污染气体的方法以及相关工艺新方法，新技术

用于处理汞污染气体的方法具有突破性进步，目前该技术已经在美国通过了多种商业规

模的燃煤发电厂与蒸汽厂测试取得优异的效果。受测试的包括次煤煤粉锅炉的额定单位

容量为670MW、评估测试了800MW燃煤发电厂，其脱汞效果极佳。

工艺包括：将从HBr与HI中选择的卤化氢引入含有一定量的颗粒物质的汞污染气流中，其引入速率足以产生至少0.1ppmvd
的浓度；其中在汞污染气流中，全部颗粒物质中超过50%为原生颗粒物质；使一定量的活性溴与原生颗粒物质接触；生
成掺杂颗粒物质；用掺杂颗粒物质覆盖过滤介质；汞污染气流通过过滤介质上的掺杂颗粒物质。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了最新研制汞排放控制、吸附和处理新工艺，系统设计，测

试数据、针对含50ppb汞的燃料，吸附剂（脱汞剂）配方、注入速率控制、浓度控制、吸附

材料制造、处理温度控制、最后脱汞数据报告和分析等等。

资料还涉及：
ADA ENVIRONMENTAL SOLUTIONS LL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system 
for controlling mercury emissions from coal-fired thermal processes)燃煤汞排放控制方

法和系统热过程

MOBOTEC USA IN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enhanced mercury 
removal)增强汞去除方法和装置

●

●

ELEX CEMCAT A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and plant for producing cement clinker)水泥熟

料生产工厂汞去除方法和装置

UPO LL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es and apparatuses for eliminating elemental mercury from 
flue gas using deacon reaction catalysts at low temperatures)低温使用烟气反应催化剂消除汞元素

流程方法和设备

UOP LL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es and apparatuses for oxidizing elemental mercury in flue 
gas using oxychlorination catalysts)使用氯氧化烟气中汞的催化剂

EMPIRE TECHNOLOGY DEV LL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oxalate sorbents for mercury removal)
对汞去除高效的草酸吸附剂的配方，工艺方法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moval of mercury emissions)移除汞排放

的工艺方法、吸附剂的配方、装置设计

最新研制成功的(multi-functional composition for rapid removal of mercury from a flue gas)多功

能组合快速去除烟气汞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ulti-functional composition of matter for removal of mercury from a flue 
gas)多功能组合的物质从烟气汞的去除方法 =
UMWELTSCHUTZ 德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gent, useful to remove volatile heavy metals 
e.g. mercury, from gases, preferably from flue gases, comprises porous inorganic and/or organic 
materials, sulfur and binder for fixing sulfur on the inorganic and/or organic substances)有助于消

除挥发性重金属如汞,从烟道气体的方法

JACOBI CARBONS GMBH 德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dsorbent useful e.g. for purifying gas 
or exhaust air from disposal of fluorescent lamps, comprises open-pore carrier material having 
specific surface on which dithionic acid or its salt or polythionic acid or its salt is applied)吸附剂有

用例如净化气体或废气处理,包括连通孔隙载体材料和吸附剂配方、工艺方法

TAIHEIYO CEMENT CORP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ement kiln combustion gas extraction 
gas dust treatment system and treatment method)水泥窑燃烧气体提取汞、粉尘处理系统和方法

CHIYODA CORP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的(method of treating emission gas)处理汞排放气体的方法

JOHNSON MATTHEY PLC 德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rcury removal)工业汞去除方法

ALBEMARLE CORP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bromide-containing inorganic salt and 
activated carbon for reducing mercury emissions from combustion gas streams)bromide-containing
无机盐和活性炭的使用减少汞排放的燃烧气体方法

ALCOA AUSTRALIA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controlling emissions)控制排放的方法

IFP ENERGIES NOUVELLES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apture mass composed of elemental sulphur 
deposited on a porous support for capturing heavy metals)捕捉重金属质量组成的元素

●

●

●

●

●

●

●

●

●

●

●

●

●

●

●

UOP LLC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tected adsorbents for mercury removal and method of 
making and using same)保护吸附剂(脱汞剂配方)对汞去除和生产和使用的方法

IFP ENERGIES NOUVELLES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olymetallic capture mass for 
capturing heavy metals)大规模用于捕获重金属的方法、工艺

ALSTOM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flue gas treatment method)烟气处理方法

DOW GLOBAL TECHNOLOGIES INC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removal of 
mercury from hydrocarbon feedstocks)从碳氢化合物的原料去除汞的方法

UNIV NOTTINGHAM 德国公司最新研制的(a sorbent composition)除汞吸着剂组成配方

FUEL TECH INC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ry processes, apparatus, compositions and 
systems for reducing mercury, sulfur oxides and hcl)减少汞、硫氧化物处理系统工艺设计

ECOLAB USA INC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of oxidizing mercury in flue gas)氧
化烟气中汞的方法

ALSTOM TECHNOLOGY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ntrol of mercury emissions from 
solid fuel combustion)固体燃料燃烧控制汞排放的新技术

GEN ELECTRIC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removing mercury from 
combustion gas)从燃烧气体去除汞的方法

BABCOCK HITACHI KK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of mercury removal from 
combustion exhaust gas and combustion exhaust gas purification apparatus)除汞的方法燃

烧废气和燃烧废气净化装置

CLARIANT INT LTD 瑞士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removing mercury 
compounds from flue gas streams)取消烟气汞的工艺方法

IFP ENERGIES NOUVELLES法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covery mass, useful for 
collecting heavy metals i.e. mercury, from liquid or gaseous effluent e.g. flue gas, synthesis 
gas or natural gas, comprises a porous solid support, copper sulfide and a metal sulfide)用于

多孔固体、硫化铜和金属硫化物液体或气体流出物如烟气、合成煤气或天然气收集重金

属如汞的方法

JOHNSON MATTHEY PLC 英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the production of a 
sulphided copper sorbent)硫化铜的吸收剂的生产方法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and method for 
removing mercury in exhaust gas)去除废气中的汞系统和方法

GORE ENTERPRISE HOLDINGS INC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apture of mercury 
from a gaseous mixture containing mercury)捕获含有汞的水银气体混合物的方法

ITEA SPA 意大利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combustion fumes)
燃烧气体的净化过程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hydrogen chloride supply 
apparatus, exhaust gas treatment system, and hydrogen chloride supply management system)
氢氯供应装置、废气处理系统,氢氯供应管理系统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for treating discharge 
gas and method of removing mercury from discharge gas)工业移除汞排放气体的方法

HITACHI ZOSEN INOVA A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system for cleaning off 
gas)方法和系统清洁废气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for processing mercury in 
exhaust gas)处理废气中汞的方法和系统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bromine or bromide containing organic compositions for 
reducing mercury emissions during coal combustion)使用含有机成分的溴化溴或减少汞排

放在煤炭燃烧

ALBEMARLE CORP 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improved brominated sorbents for 
removing mercury from emissions produced during fuel combustion)改进的除汞溴化吸着

剂配方及燃料燃烧排放处理方法

最新研制成功的(solid inorganic composition, method for preparing same, and use thereof 
for reducing dioxins and heavy metals in flue gases)固体无机成分,准备相同的方法,并使用

减少烟气中二恶英和重金属

最新研制成功的(utilization of powdered sorbent for mercury control from coal-fired power 
plants)燃煤电厂利用粉状吸附剂对汞控制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gas analysis device, mercury 
removal system, gas analysis method, and removal method for mercury in flue gas)气体分

析装置、除汞系统、气体分析方法,去除烟气中的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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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项目介绍摘录 以下仅是部分项目介绍，更多的优秀项目技术资料工艺、配方等请参阅本专集

【资料背景】在半导体制造工厂或平板显示器工厂或太阳能面板工厂生产中 如：化学气相

沉积CVD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蚀刻等加工。这些加工中使用的硅烷、三氟化氮(NF3)等

加工气体，还包括清洗气体使用的NF3、CF4、C2F6、SF6、CHF3、CF6等气体状氟化物。现有气

体处理洗涤系统工艺，二氧化硅粉末的淤渣需要大量地再生，而且考虑腐蚀原因使得整体变

得大型、而且价格昂贵。

【新技术】日本针对工厂内对硅烷(SiH4)或三氟化氮(NF3)等气体状氟化物进行无害化(除害)的

气体处理系统，特别是涉及实现了含有配管的整个气体处理系统的低价格化、小型化、维护

性提高的气体处理系统。其机能为在工厂内将待处理气体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待处理气体进

行燃烧分解和洗涤集尘的水冷燃烧式除害装置、对燃烧分解和洗涤集尘后的处理气体进行

电集尘的电集尘装置、以及将电集尘后的处理气体输送至所述工厂中原有的洗涤器设备。

【资料描述】资料中详细描述了该技术的工艺方法，结构图、以及气体处理系统组成等等。

SOLIOS ENVIRONNEMENT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and method for treatment with 
concentration of the fumes and gases produced by an electrolytic cell during the production of 
aluminium）生产铝电解槽产生的浓烟雾和气体系统和方法

AIR PROD & CHEM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and system for syngas treatment）合成气处

理系统和方法

ALBEMARLE CORP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moval of bromine from gaseous hydrogen 
bromide）从气态中去除氢溴化溴的工艺方法

CLARIANT PRODUKTE DEUTSCHLAN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yl iodide adsorber, use 
of the same, and method for adsorption of methyl iodide）甲基碘吸附剂,使用甲基碘吸附剂吸附

甲烷方法

SAUER HARAL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device for cleaning exhaust gases by way 
of fluidized bed reactors）清洁废气流化床反应器方法和设备

SHOWA DENKO KK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erfluoride decomposition treatment method and 
treatment device）perfluoride分解处理方法和处理设备

TN INT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vice for trapping flammable gases produced by radiolysis or 
thermolysis in a containment）捕获辐解产生的可燃气体或热解控制设备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hlorine bypass device）氯旁路处理装置

KURITA WATER IND LTD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cidic gas treating agent, method of 
producing the same, and additive for gas treating agent）酸性气体处理剂,生产方法,对天然气的

添加剂处理剂

EBARA CORP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treating exhaust gas containing inorganic 
halogenated gas）废气含有无机卤化气体的处理方法

EDWARDS LTD德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of treating a gas stream）处理废气方法

MITSUI CHEMICALS INC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pparatus for manufacturing 
polyisocyanate）制造聚氨酯产生废气的处理方法

SPECTRASENSORS INC美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crubber for reactive gases）活性气体洗涤

器的工艺及设计

LINDE AG 德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removing contaminants from 
exhaust gases）从废气方法和装置去除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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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TENFALL AB 瑞典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 process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 phase 
alkaline chlorides in a combustion plant, combustion plant for carrying out the process, and 
the use of a phosphorous subst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gas phase alkaline chlorides in a 
combustion plant）使用磷物质处理燃烧碱性氯化物的工艺方法

CONSORZIO NAZ PER LA RACCOLTA IL RICICLAGGIO E IL RECUPERO DEI 
RIFIUTI DI IMBALLAGGI IN 意大利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active compound for 
removing acid compounds from fumes or gases at high temperature, and the process for its 
preparation）高温下从烟雾或气体去除酸化合物的活性化合物的过程方法

ALSTOM TECHNOLOGY LTD 法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 device and a method of 
cleaning an effluent gas from an aluminium production electrolytic cell）从铝电解生产排出

的气体清洁工艺方法和装置设计

IFP ENERGIES NOUVELLES 法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using a tio2-based 
composition for capturing halogen compounds contained in a synthesis gas）使用tio2-based
组合捕获合成气体中卤素化合物的工艺方法

SHENZHEN SUNXING LIGHT ALLOYS MATERIALS CO LTD 中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

的（zero-pollution recycling system for safely producing anhydrous hydrogen fluoride）安全

生产无水氟化氢的零污染回收系统

KOREA MACH & MATERIALS INST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lasma reactor for removal 
of contaminant）等离子体反应器对污染气体的去除

WINGTURF CO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decontamination method for organic 
compound）净化有机化合物的方法

HITACHI ZOSEN INOVA AG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system for cleaning off 
gas）废气清洁系统和方法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s and methods for gas treatment）天然气处理系统和方法

CHEMICAL AUTO KK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cycle system for coated wire）涂装线的气

体回收系统和方法、

MITSUBISHI HEAVY IND ENVIRONMENTAL & CHEMICAL ENGINEERING CO 
LT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exhaust gas treatment apparatus）废气处理设备制造方法

最新研制成功的（system for tungsten hexafluoride recovery and reuse）系统六氟化钨回收

和再用工艺和方法

最新研制成功的（porous calcium oxide particulate and porous calcium hydroxide 
particulate）多孔钙氧化物颗粒和多孔氢氧化钙颗粒吸附材料

最新研制成功的（continuous dechlorination process and equipment thereof）连续脱氯工艺

方法和设备设计

TOHO CHEMICAL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

功的（method for removing organic solvent, and removal device）气体中去除有机溶剂的方

法,和去除设备

KURITA WATER IND LTD 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treating acidic gas）处

理酸性气体方法和工艺

COMURHEX SOC POUR LA CONVERSION DE I URANIUM EN METAL ET 
HEXAFLUORURE 法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a kmgf3 compound for trapping 
metals in the form of fluorides and/or oxyfluorides in a gaseous or a liquid phase）气体或液

体阶段使用kmgf3化合物的形式捕获金属氟化物的方法

EDWARDS LTD英国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the removal of 
fluorine from a gas stream）去除气体氟的方法和仪器制造方法

QUADROGEN POWER SYSTEMS INC加拿大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integrated biogas 
cleaning system to remove water, siloxanes, sulfur, oxygen, chlorides and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沼气净化系统去除水、硅氧烷、硫、氧、氯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方法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s and systems for efficient neutralization of acid gases）方法

和系统有效地中和酸性气体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olid inorganic composition, method for preparing same, and use 
thereof for reducing dioxins and heavy metals in flue gases）固体无机成分,准备相同的方法,
并使用减少烟气中二恶英和重金属

奥地利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ethod for degrading toxic organic compounds contained in 
wastewater and/or waste gases）中包含的方法降解有毒有机化合物废水或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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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TOM 阿尔斯通
阿尔斯通总部位于法国，是集成电厂和能源生产服务以及空气质量

控制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公司。阿尔斯通拥有全面的烟气治理核心技术，
能够适用于各种主要能源形式（煤炭、天然气、核电、燃油、水电和风
电），并且环保技术全球领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等等）。

阿尔斯通最先进的脱硫解决方案——阿尔斯通烟气脱硫系统，拥有
国际最领先的空气质量控制系统，实现环境目标。阿尔斯通的详细技术
方案请本篇各类专集。

B&W 集团
B&W 集团总部位于德国，B&W 

早在1856就发明了国际第一台（ the 
water tube boiler ）锅炉。是世界著名
的清洁煤粉发电厂和锅炉的设计制造
的全球国际公司，市场及机构覆盖全
球90多个国家。B&W 是世界燃煤烟
气排放 SOx, NOx, Mercury（汞排放）
的技术领先者。

B&W 核心优秀技术：湿法烟气脱
硫工艺、装置及控制方法、除汞、卤
素方法及控制系统世界领先。

LINDE AG林德集团
德国林德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气体与工程公司，在100多个国家的雇员

人数达到6.2万人。2012财政年度，林德实现152.8亿欧元销售额。林德
集团战略经过调整，以实现基于收入的可持续
增长，其重点是凭借前瞻性的产品和服务实现
全球业务的扩张。

林德集团是工业气体、工艺与特种气体的全
球领先供应商。林德产品和服务几乎遍及每个行业，分布于100多个国
家。林德从空气分离技术起家，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核心技术包括：烟
气去除氮氧化物、去除酸气等。

Calgon Carbon 美国卡尔冈炭素公司
卡尔冈炭素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在液体，气体等介质的净化，分离和

浓缩方面拥有最核心的的创新技术，卡尔冈炭素公司先后发起前沿净化
系统，饮用水，废水，气味控制，污染减排，以及各种工业和商业的制造
工艺。分离天然气和燃煤电厂除汞排放应用于超过700个不同的市场应
用。卡尔冈炭素公司的成本效益，环境整治、回收方案。核心技术：除烟
气汞的吸收剂配方、增强的吸附剂和汞去除的方法。

UOP 霍尼韦尔公司
UOP 霍尼韦尔公司：为全球减少NOx和CO排放应用或改造项目提供

完整的排放控制系统。UOP拥有优异的设计和深厚的技术底蕴，能够实
现满足空气质量要求排放。应用提供高净化效率的系统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系统可降低各种燃烧和工艺排放源中的NOx和CO的排放量。

其核心技术包括：烟气中汞元素吸收的催化剂、去除汞吸附剂、（非）
催化脱硝废气的装置和方法、天然气净化方法和装置等。

KAWASAKI HEAVY IND LTD 川崎重工
川崎重工是日本

军工产业的重要成
员，仅次于三菱重
工，川崎重工株式
会社目前注册资本
1043.28亿日元，销
售额为8899.63亿日
元，集团员工30653
人。其核心技术
包括：二氧化碳分
离、回收设备、烟气
脱硫技术设备等。

ELEX CEMCAT AG 瑞士伊莱克斯
瑞士ELEX伊莱克斯公司始建于1934年，距今已有70多年历史。作为

全球工业烟气净化的领导企业，迄今为止，ELEX已经为全球用户提供了
7000多套设备。ELEX以其优异的质量和服务在其70多年成长与发展历史
中赢得了世界性的好评和盛誉。其核心技术包括：水泥熟料厂和废气净
化工艺及装置、SCR脱硝系统、电袋复合除尘器、静电除尘器等。

CTP奥地利
CTP：总部奥地利，是 世界上空气污染控制，

工业应用的领先企业之 一。CTP子公司在澳大
利亚、日本、法国，韩国，西班牙，瑞典和美国，以及合作伙伴遍布全球许多
国家。 CTP研究人员一直在空气污染控制开发领先的技术，以满足客户的
个性化需求全球范围内，覆盖了大部分工业部门是世界领先的工业空气污
染控制的公司，CTP的技术已应用在去除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危险和
有毒空气污染物、氧化氮、氨、硫化氢、一氧化碳等领域。该公司优秀的
烟气治理技术国际领先，非常值得国内企业学习借鉴！

COVANTA 美国卡万塔公司
COVANTA 美国卡万塔公司是全球垃圾发电巨头，其核心技术包括：

dynamic control of selective non-catalytic reduction system for semi-batch- 
fed stoker-based municipal solid waste combustion 固体废物燃烧选择性非
催化还原系统、烟气治理方法。美国卡万塔公司在中国先后成立：重庆三
峰卡万塔环境产业有限公司、卡万塔能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泰兴卡万
塔沿江热电有限公司等，其垃圾发电及烟气治理技术全球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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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技术资料网
   国际领先技术新工艺新配方服务

网址：http://www.hengzhixin.cn/

恒志信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由北京恒志信科技公司组建，是专门致力于企业经济信息、科技信息开发、加工整理、市

场调查和信息传播的专业化网站，网站发展宗旨是：致力于我国信息产业的建设，及时向企业、科研部门提供

最新的国际最领先技术的科技信息情报，有效服务于企业新产品开发、可行性论证和推广。

	 网站主要提供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各国的专利技术资料、世界排名企业最新技术情报资料收集整

理、数据加工、资料翻译，接受企业、科研院所委托专题情报服务。网站主要栏目包括世界科技发展热点的新

材料、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等。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拥有一支工作态度认真、业务基础扎实、团结协作意识强、专业技术水平过硬的员工队

伍。我们以质量、信誉、完善的售后服务为准则，以优质的服务、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情报手段服务于广大

客户。公司和自2000年成立以来，与有关科研单位、报社、信息中心共同合作为近万家企业单位、科研院校提

供了有效的专题资料服务，得到了广大的企业家、科研工作者的好评。	

	 发展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国际新技术资料网以不断追求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以完善质量保证和良好

服务为根本，以诚实、信誉为宗旨，竭诚与各界朋友、新老客户诚信合作，共创辉煌！

国际新技术资料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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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国际烟气治理著名公司简介

CO2 SOLUTIONS INC加拿大国际公司
加拿大国际公司，碳减排全球公司，拥有碳减排、烟气

治理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包括：Integrated Process For Dual 
Biocatalytic Conversion Of Co2 Gas Into Bio-Products By 
Enzyme Enhanced Hydration And Biological Culture。该技术
在全球有优秀的业绩。优秀的治理技术获得世界各界好评。

LAB SA 法国LAB公司
LAB是欧洲领先的设计和建造

（交钥匙）烟气处理厂（FGT）的全
球著名公司，业务包括：废弃物燃
烧，电力和工业烟气治理。

L A B 拥有先进的烟气处理
（FGT）系统的大portofolio从干到
湿过程，还有包括自行研发的许多
催化体系的专利技术。LAB是空气
污染控制（APC）的专业公司，在
最先进的国家超过300个应用最有
效的烟气净化（马尔默垃圾发电），在APC业务LAB是全球领导者之一。其核
心技术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厂湿法烟气净化方法、发电工厂烟气净化系统等。

MITSUBISHI 三菱重工
三菱重工在工业制造和基础设施的全球领导

者，三菱重工，捕捉燃煤电厂的碳排放量，创造
商业上可行的技术的领导者之一。

三菱重工拥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包括：
烟气脱硫系统、海水烟气脱硫系统（Seawater 
desulfurization and oxidation treatment device and 
seawater flue-gas desulfurization system）、除去汞
的排放气体的系统和方法、脱硝装置及控制系统

SIEMENS 西门子
西门子能源业务领域是发电、输电、以及油气生产、加工及运输各种产品、

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全球领先供应商。其核心技术包括：热处理炉减少氮氧化
物烟气排放的技术工艺及装置、烧结球团厂废气处理技术、将二氧化碳转化
为化学原料的方法和系统,胺洗涤溶液吸收二氧化碳的技术工艺配方。上述技
术在欧洲及其他国际地区有优秀的业绩。是优秀的国际领先烟气治理技术，非
常值得国内环保治理公司和企业关注。

川崎重工的烟气脱硫系统

烟气脱硫除尘新技术

地址：北京市莲花池东路5号中企财写字楼B座415.320 通信地址：北京市3819信箱 邮编：100038
电话：010-63488305    63478400    63497386     传真：010-63497386   手机: 13141225688

国际国内领先技术 解决现有技术难题详细方案 性能稳定 效率提高 
优秀项目集中体现 详细工艺设计 技术原理公开 模仿创新必备资料 

关键词 
模仿创新 重要情报资料

《烟气脱硫、脱硝、除尘新技术工艺精选》

邮购单位：北京恒志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莲花池东路5号中企财写字楼B座415.320 通信地址：北京市3819信箱 邮编：100038
电话：010-63488305    63478400    63497386     传真：010-63497386   手机: 13141225688

2012年12月

资料01、《2012烟气脱硫处理新技术工艺、装置设计精选资料》订购单
S02污染是我国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

协调稳定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我国大气中的S02的来源主要是
煤炭燃烧。其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因而脱硫技术的
应用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在目前脱硫技术中，石灰石石膏湿法烟气脱硫技术以其技
术成熟、脱硫效率高、运行稳定等特点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
其系统复杂、占地面积大、设备腐蚀培塞问题比较严重、投资与
运行费用高等等。另外根据不同的环境。

近年来国内外脱硫新技术迅猛发展，涌现出许多优秀新工
艺。这些新工艺解决了许多现有脱硫技术的不足。使得脱硫效
率更高、性能更加稳定、设计更加合理、成本更加低廉。

为了帮助企业及时得到这些宝贵的技术情报，我们专门收
集了到2012年10月脱硫高新技术工艺、工艺设计、装置结构设
计以及现有技术改造等技术资料。资料中包括除尘技术原理、
处理工艺、结构设备装置设计、相关设计附图等。还包相关性
能测试及标准、解决的具体问题等等，是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
发展新产品的重要、实用、超值和难得的技术资料。

为控制燃煤、燃油造成的SO2、NOX大量排放，遏制酸沉
降污染恶化趋势，防治城市空气污染，世界各国在烟气脱
硫脱硝除尘技术迅猛发展，争先抢占市场，谁掌握先进实
用的核心技术，谁就能更大地占有市场份额。

本专辑收录了美国、日本、欧洲等世界著名公司及我
国科研院校、企业到2012年底最新烟气脱硫、脱硝、以及
袋式除尘新技术、静电除尘新技术设备制造技术精选资料

汇编。全套技术资料近8000余页，工艺配方详尽，技术含
量高是从事烟气脱硫脱硝治理单位、SO2排放企业、工程
设计及环保设备制造企业的重要情报资料。

资料分两种形式提供：
1、光盘电子版（电脑、手机、iPad均可阅读）
2、资料合订本（大16开装订成册，方便阅读）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选择购买

北京恒志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掌握科技情报 创一流产品

模仿创新 企业发展成功之路
让美丽的蓝天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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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脱硫在中小型电厂中常用的双碱法烟气脱硫装置，但由于设备选择
以及运行方式中存在诸多工程问题，有些装置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不高，
如：旋流板吸收塔阻力大，效率低;吸收塔内及循环管路钙结垢;吸收塔中硫
酸纳结晶析出;钠碱消耗高等。国内最新研制了一种采用喷淋吸收塔，液固分
离的斜板沉降器和板杠过滤机过滤亚硫酸钙，使得脱硫装置能连续稳定运
行，解决双碱法运行中的工程问题，可靠性达98%以上。压降小，能耗省，脱
硫效率高！特别适合中小型电厂双碱法烟气脱硫。

现有的湿法脱硫工艺，基本上利用碱性脱硫剂在反应装置(混合、洗涤设
备)中先将烟气中的S02中和，然后再进行液固分离。这种工艺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碱性物质消耗大，处理装置的运行费用高，排渣量大，容易堵塞管道;二是
管理难度大，难以及时补加碱性脱硫剂，水在设备中循环时酸度不断增加，pH
值不断降低甚至降为1，脱硫效率不断下降，使酸性循环水对设备及水泵管道
等造成严重腐蚀，致使设备损坏不能使用。国内最新研制了一种采用中性水吸
收二氧化硫的新工艺，在不增加设备投资的情况下，具有脱硫效果好、节省运
行费用、易于操作等优点。己在多个锅炉脱硫除尘一体化项目中应用，运行状
况良好，广西河池市全江化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10t/h沸腾锅炉脱硫除尘项目
为例，经广西河池市环境保护监测站检测，脱硫效率达到97.3%，除尘效率达
到99.8% 。该技术非常适合锅炉脱硫除尘一体化项目中应用。

电石渣如果直接用于脱硫存在以下缺陷:(1)易结垢:因PH值控制不当会造
成亚硫酸盐析出或产生碳酸钙硬垢系统堵塞，不能正常运行。(2) 吸收浆液
的循环量很大，能耗高同样因为Ca(OH)2的溶解度很低，需要增大液气比(L/G)
来保证达到一定的脱硫率，因此需要高循环负荷的循环泵，循环能耗高。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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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研制的有机酸强化电石渣浆液烟气脱硫能提高脱硫浆液pH缓冲值，有效
提高钙离子浓度，提高脱硫率，提高石灰石的利用率，降低脱硫成本。于传
统电石渣直接脱硫相比，脱硫率提高20%，电石渣利用率提高15%。

脱硫装置吸收塔经常在高S02浓度的条件下运行，导致浆液PH值过低，脱
硫效率下降，管路设备腐蚀严重等很多问题的发生。当电厂燃煤含硫量超过
设计值时，供浆量会明显不足，从而吸收塔无法安全运行;同时当锅炉负荷较
低或燃煤含硫量远低于设计值时，供浆量需求很少，不仅电动调节阀调节不
便，而且会增加系统局部阻力，阀门磨损严重。最新研制成功了一适应二氧
化硫浓度大范围变动的脱硫装置及其控制方法。它可满足不同煤质对不同石
灰石浆液量的要求，具有投资少、工程量小、自动化程度高、调节方便、运行
稳定的特点。可满足吸收塔在设计负荷的30%-200%之间变动，满足对不同
石灰石浆液量的要求。对煤质的变化有极佳的适应能力，能保证系统的稳定
运行。不仅适用于新建的脱硫装置，而且也适用于电厂己建脱硫装置的项目
改造。

现阶段的发电厂、炼油厂和水泥厂等工厂的锅炉烟气脱硫方法大多采用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方法，该方法需将石灰石破碎成一定粒度的粉末并制
成石灰石浆液，工艺较复杂、耗能高等。:该改良的脱硫方法不仅使尾气中
S02含量小于20mg/Nm3 ，净化了烟气，而且生成的硫酸经分离后与石灰石反
应可以得到硫酸钙质量分数大于90%的高品质的石膏，硫酸得到了有效地利
用;该技术不需要将石灰石破碎成一定粒度的粉末后再制成石灰石浆液，只
需要将石灰石破碎成粒度为lmm-10mm的石灰石后直接用于反应，省去了制浆
过程。资料中详细描述了该整个工艺流程、装置设计、技术原理、图纸、以及
实验检测数据等等。是一种经济、简单、有效、更低费用的对烟气进行脱硫
处理的新方法。非常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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