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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铜加工原料的短缺问题日趋严重,因此,废铜回收再利用已成为弥补
铜加工原料不足的重要措施。某铜业公司有2台130吨反射炉,反射炉原料来源主要为铜加工边角料、废
电缆废电线等。生产时,在精炼及扒渣过程产生大量炉外烟尘,同时在熔炼废铜时也产生大量炉内烟气,
烟气的污染物包含有粉尘、SO2、NOx、油脂及炉子燃烧不完全的产物CO等,必须进行净化处理,本文根据
烟气原始参数,设计出合理的治理工艺流程,并使之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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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bin Yuan Zhuohuang Ma
Hunan ne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for copper
processing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refore, the recovery and reuse of waste coppe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raw materials for copper processing. There are two 130 ton
reverberators in a copper company. The main raw materials for the reverberators are leftovers from copper
processing, waste cables and wires. During the production, a large amount of smoke and dust outside the furnace
are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refining and slag stripping. At the same time, a large amount of smoke and gas
inside the furnace are also p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smelting copper scrap. The pollutants in the smoke and gas
include dust, SO2, NOx, oil and Co, which are the products of incomplete combustion in the furnace.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parameters of the flue gas, a reasonable treatment process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emiss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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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至2021年4月初,系统负荷达到80％
以上,排烟各项指标合格,调试工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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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期间烟气量为(120000±5000)m ／h。
图 1 废气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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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艺中采用长袋低压脉冲袋式除尘
器。其主要优点：可离线/在线清灰(2

控制,燃烧效率高。

排放指标

项目

由于炉子生产时烟气粉尘浓度高,

2 废气处理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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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烟气净化后污染物排放指标
本工程2021年3月中旬开始系统调

粉尘/(mg°m-3)

7.8

4.5

6.2

10

SO2/(mg°m-3)

95

74

86

100

NOx/(mg°m-3)

92

65

79

100

烟气流量/(m3°h-1) 124000 117000 121000

6 结语
反射炉废铜熔化精炼过程所产生
的烟气成分比较复杂,该烟尘治理系统
采用二次燃烧、多管冷却、布袋除尘等
多道工序,能有效去除烟尘所含粉尘等
污染物,使烟气达标排放。该工程目前
已完工,对同类除尘系统有较高的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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