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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喷雾焙烧法和流化床法盐酸循环回
收工艺效率可达99.5%

工艺 
溶解铁或以氧化铁粉形式（喷雾焙烧技术）或以烧结氧化铁形式

（流化床技术）被分解出。

喷雾焙烧还用于从氯化物溶液中生产其它金属氧化物，如铝、

钴、镁、镍钛氧化物、稀土及各种混合氧化物。

先进3D设计和模型工具

在对带钢进行盐酸酸洗过程中，会生成氯化铁溶液。

FeO + 2HCl = FeCl2 + H2O

酸再生系统根据水解原理将氯化铁转变为盐酸和铁氧化物。 

2 FeCl2 + 2H2O + ½O2 = Fe2O3 + 4HCl

反应炉内发生反应的温度为 600 – 800 °C。

来自酸洗系统的含废酸氯化铁被送入蒸发器，与来自反应炉的热

废气直接接触后被浓缩。被浓缩氯化铁溶液被喷人喷雾焙烧反应

炉内或送至流化床反应炉床上。

世界领先盐酸酸洗废酸处理技术

▲ 先进的3D设计和建模工具



我们的技术工艺给您带来的是成本费用的节俭
在600至800度的反应温度下，通过水蒸汽和氛围氧气，氯化铁溶

液被分解为盐酸和氧化铁。

通过旋风扇后，氯化氢气体、水蒸汽和和燃气进入蒸发器和吸收

塔，在这里氯化氢气体由来自酸洗的漂洗水进行绝热吸收。

▲ 槽罐区 ▲ 反应塔，文丘里管，吸收塔

罐区
酸消耗低

依靠酸再生系统酸洗酸耗得到显著巨大降低。

  配备酸再生后酸耗

0.5-1 kg/t 酸洗料

生成的盐酸（约重量的18%）回收后送回酸洗。产生的气体经洗涤

塔洗涤后达到环保排放要求后排入大气。通过风扇维持真空以避

免氯化氢气体逃出。

  氧化铁粉或烧结氧化铁输送至灌装打包。: 

18-30 kg/t 酸洗料

喷雾焙烧和流化床反应炉热能消耗随废酸中铁含量变化而变化：

废酸铁含量 g/l 喷雾焙烧 KJ/KG 氧化铁 流化床KJ/KG 氧化铁

80 25,000 25,000

100 22,000 23,000

120 18,000 21,000

140 16,000 21,000



依靠安德里茨喷雾焙烧工艺生产出的特质氧化铁作为高端原材料

市场价值非常高。对此等高质量氧化铁的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一直

在增长。

为进一步提升氧化铁的价值，安德里茨开发出废酸净化 

（WAPUR）系统。等如硅等杂质成分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氧化铁主要用途：
  软硬铁素体生产

  铸造生产

  耐火材料粘合剂

  染料生产

我们确保的是更清洁的环境

如果采用安德里茨的酸洗和酸再生，实现整个酸系统闭合运行，

漂洗水在酸再生系统得以再利用，使酸洗运行无废水。

盐酸酸再生炉气含有水蒸气和燃气及酸尘排放指标达到环保要

求。

酸再生厂

▲ 氧化物输送系统 ▲ 酸再生车间

高附加值氧化铁生产
生产高附加值氧化铁获得额外效益 氧化物输送系统



将我们的经验转化为你的优势
我们的强项

  盐酸回收效率达99.5 %

  酸洗酸再生闭合运行

  可以处理含硅、锌和铅的废酸液

  利用酸再生系统将酸洗漂洗水作为吸收介质消耗掉，实现无废

水酸洗。

  稳定的铁和酸浓度保证酸洗高质量恒定可靠

  可选任何气体或液体燃料

  高纯氧化物作为副产品

  高适应电控模型依靠标准化软件，提供工厂调试和优化模拟运

行

▲ 反应炉基座 ▲ 蒸发器尘分离器和废酸注入



世界范围经过实践检验的业绩超过200个

选择我们作为合作伙伴
安德里茨金属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家有

能力提供带钢生产完整技术和工艺的服务

供应商

客户名 国别 年份 能力 l/h

安阳钢铁 中国 2011 11,000

广西柳州钢铁 中国 2010 11,000

Usinas Siderúrgicas de Minas Gerais 巴西 2009 6,000

Acciaieria Arvedi 意大利 2009 10,000

广州JFE钢 中国 2008 9,500

宝钢上钢一厂 中国 2006 11,700

天铁集团 中国 2006 9,500

Al Ghurair Steel 阿联酋 2006 2,700

Novolipetsk Steel 俄罗斯 2005 2,700

voestalpine Stahl 美国 2005 5,000

本溪钢铁 中国 2003 12,500

Handan Iron & Steel Group 中国 2002 8,000

Baoshan Iron & Steel Corp. 中国 2001 6,000

Inpromesa F. Sidmed S.A. 西班牙 1999 9,000

voest alpine Stahl 美国 199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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