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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锰矿浆脱除电解锰渣煅烧烟气二氧化硫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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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石灰石–石膏法烟气脱硫不仅运行并成本高还会产生大量的二次污染物，而氧化锰矿湿法脱硫不
仅能够脱除烟气中SO2，而且同时实现矿粉中锰的浸出生成硫酸锰。结合电解锰企业生产特点，提出以氧化锰矿
和电解阳极液配浆直接脱除电解锰渣煅烧烟气二氧化硫的新工艺，研究了不同工艺参数对脱硫浸锰的影响。模
拟电解阳极液与氧化锰矿浆的脱硫浸锰工艺实验表明，随着脱硫时间的增加，烟气中SO2越高，脱硫率越低，锰浸
出率增加，故应采用多级逆流方式实现高效脱硫和深度浸锰的目标。脱硫率随着氧化锰粒径的减小而增高，用于
脱硫的锰矿粒径应小于120 目。烟气脱硫操作温度控制在50～80 ℃，液固比宜选取9∶1～6∶1。处理装置的进气流
量对脱硫浸锰的效率具有较佳值，本实验装置选择2.0 m3/min。采用模拟电解阳极液对7%的模拟煅烧烟气进行的
5级 氧 化 锰 浆 脱 硫 实 验 表 明 ， 在 液 固 比 为 9∶1， 锰 矿 粒 径 为 200 目 ， 温 度 50 ℃ 前 4级 脱 硫 时 间 20 min， 第 5级
100 min下，SO2出口浓度为111.4 mg/m3，锰矿浸出率为93.12%，浆液中Mn2+浓度为46.26 mg/L，连二硫酸锰浓度为
4.0 g/L。本文以氧化锰矿为脱硫原料，电解阳极液配浆来直接脱硫的新工艺，集脱硫浸锰为一体，与传统的硫资
源利用方式相比，投资和运行成本显著降低，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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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with Oxide Manganese Slurry for Electrolytic Manganese Calc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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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raditional wet limestone wet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process, excepting for high cost, a large amount of gypsum byproduct was
formed, which was difficult to be reused, and resulted in many new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owever,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with oxide manganese slurry could remove SO2 and produce MnSO4 simultaneous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lytic manganese industry, a new technology for sulfur dioxide recycling and removal from flue gas of electrolytic manganese residue calcination process was presented using the manganese oxide ore (raw material from electrolytic manganese industry) with anode solution of electrolytic manganese slurry, and the influences of
processing parameter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e present work. The process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on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and manganese
leaching with electrolysis anode solution and manganese dioxide ore slurry indicated that as desulphurizing time increased, the higher SO2 concentration of flue gas, the lower the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was obtained, and the manganese leaching rate increased, thus multistage countercurrent mode should be adopted to realize efficient desulphurization and manganese leaching. The desulfurization rate increased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granule size of manganese oxide and the size of the manganese ore used for desulphurization should be less than 120 mesh.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of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should be controlled in the range of 50～80 ℃, while the liquid-solid ratio should be in the range of
9∶1～6∶1. For different processing installations, the relative optimum inlet flow was different and for the applied experimental installation, 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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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3/ min. The simulation of anode solution was used to conduct 5 grade manganese oxide slurry desulfurization of the simulated 7% flue gas
calcination,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liquid-solid ratio at 9∶1, ore particle size at 200 mesh, the temperature at 50 ℃, the time of 4
grade desulfurization at 20 min, the outlet SO2 concentration was 111.4 mg/m3, leaching rate was 93.12%, concentration of Mn2+ was 46.26 mg/L
in slurry, and concentration of MnS2O6 was 4 g/L (for fifth grade (100 min). The present work provided a new technology for sulfur dioxide recycling and removal from flue gas using the manganese oxide ore with anode solution of electrolytic manganese slurry.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thod of sulfur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e cost of the present method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Key words: manganese oxides ore; desulfurization; anode solution of electrolytic manganese; Mn leaching

电解锰企业酸浸锰渣产生量大，堆存和填埋处
理环境风险大，是制约电解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 [1]。采用锰渣煅烧脱除锰渣中硫份后应用于水
泥生产，是大规模解决电解锰渣污染的有效措施 [2]。
由于电解锰渣中CaSO4等硫酸盐含量较高，通常

高脱硫率和浸锰率的工艺要求，为电解锰行业的清
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材料与方法

含硫可达10%以上，因而导致了电解锰渣在进行高温

研究所使用的锰矿为共生氧化锰矿（XRD见图1），

煅烧过程产生的烟气中含有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硫

外观上呈灰黑色，主要含有：Mn，34.50%；Ca，11.00%；

（SO2） [3]。SO2会对生态系统、人体健康和人类生产生

Fe，5.37%；Mg，1.49%；Zn，0.01%以及少量Cu、Co

活产生严重的影响

[4–7]

。因此，锰渣煅烧产生的高浓度

和Ni。

SO2烟气的处理和资源化是实现锰渣综合利用的瓶颈。

MnO2
Mn2O3
MnCO3

对于高浓度的SO2污染控制，采用传统的石灰石–
石膏法烟气脱硫不但投资和运行费用巨大，而且会
产生大量的二次污染物。氧化锰矿湿法脱硫不仅能
够脱除烟气中SO2，而且同时实现矿粉中锰的浸出生
成硫酸锰，可实现烟气中硫的资源化利用 [8]。
氧化锰矿湿法脱硫是利用矿物中的MnO2和SO2
反应脱除烟气中的硫，其是在SO2溶液浸取软锰矿的
基础上引申、发展而来的 [9–11]。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
对锰矿脱硫工艺进行了研究，取得较为满意的脱硫
效果和硫酸锰产品 [12–15]。对于电解锰生产企业，除锰
渣处理问题外，电解阳极液的有效回用直接关系到
生产成本的高低。若能实现阳极液在锰矿脱硫中的
配浆使用，将极大的提高锰的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但是，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用水配浆的脱硫工艺研
究，很难达到脱硫工艺与电解锰企业的生产工艺有
效结合。
为实现电解阳极液的循环配浆并满足SO 2 脱硫
达标排放与高锰浸出率的要求，并结合电解锰行业
生产工艺特点和锰渣煅烧烟气高浓度SO2特性，作者
提出以氧化锰矿为脱硫原料，电解阳极液配浆来直
接脱硫的新工艺，该工艺集脱硫浸锰为一体，与传统
的硫资源利用方式相比，省去了二氧化硫制备硫酸、
氧化锰矿还原焙烧硫酸酸浸锰矿3个工艺单元，投资
和运行成本显著降低，将为电解锰行业的生产开辟
一条新路，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通过研究锰矿粒度、反应温度、液固比、进气流
量以及进口二氧化硫浓度等工艺条件对脱硫浸锰的
影响，分析主要工艺条件对氧化锰共生矿脱硫浸锰
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采用多级脱硫浸锰工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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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浆所用模拟阳极液由硫酸锰、硫酸和硫酸铵以
及硫酸镁配制而成，组成为：Mn2+，14.0 g/L；（NH4）2SO4，
85.0 g/L；MgSO4，20.0 g/L；溶液pH=1。
氧化锰矿浆与模拟阳极液按照一定的液固比配
制为脱硫浆液，装入鼓泡反应器中。空压机鼓出空气
经预热器加热到设定温度后于混合器与SO 2 混合配
制成具有一定SO2浓度的模拟烟气，然后于鼓泡反应
器中进行脱硫反应，尾气经碱液吸收处理后排出，如
图2所示。
SO2
混气瓶
加
热

空气

鼓泡反应器

尾气

氧化锰矿+模拟阳极液

吸收瓶

图2
Fig. 2

氧化锰矿（模拟阳极液）脱硫工艺实验流程

Schematic of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over manganese oxide ore (with anode solution of electrolytic manganese slu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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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析测试方法

100

1%
5%

烟气进出口SO2浓度采用酸碱滴定法进行测定。

2%
8%

3%

80

以3.0%的H 2 O 2 溶液为吸收剂，甲基橙–溴甲酚绿为
脱硫率/%

指示剂，用NaOH标准溶液进行滴定，溶液由酒红色
变为亮绿色为滴定终点。SO2出口浓度可按下式进行
计算：

(
)
1 V(NaOH) −V空白 ×c(NaOH)
101.325T
c(SO2 ) = ×
×22.4×
×10−1 。
2
Vgas
273P

60
40
20

式中： c(SO2 ) 为SO 2 浓度，%；V( NaOH )为NaOH标准溶液

0
0

浓度，mol/L；Vgas为混合气体采样体积，L；V(NaOH)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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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定消耗的NaOH标准溶液体积，mL；V空白 为消耗的

(a) 脱硫率

NaOH标准溶液体积，mL；T为温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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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ectro Arcos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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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对浸锰溶液中各元素含量进行分析。脱硫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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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二硫酸锰的浓度采用蒸馏–碘量法进行测定 [16]。

2 结果与讨论
2.1 SO2浓度对脱硫反应的影响
氧化锰矿在不同SO 2 进口浓度下脱硫率和浸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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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随时间的变化情况见图3。
在氧化锰矿脱硫过程中，主要发生的脱硫反应

0
0

为式（1），即MnO2与SO2反应生成MnSO4。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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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伴随着副反应式（2）的发生，生成MnS2O6。

(b) 浸锰率

MnO2 + SO2 (aq) −−−−→ MnSO4

（1）

MnO2 + 2SO2 (aq) −−−−→ MnS2 O6

（2）

此外，SO2 会与H2O以及 O2发生反应生成H2SO4
（式（3）、（4）和（5）），同时，生成的 Mn2+作为催化剂
催化H2SO4的生成反应（式（6））。

实验条件：进气量为2 m3/min，温度为50 ℃，锰矿粒径为200 目，
模拟阳极液体积为2 L，液固比为9∶1。

图3

氧化锰矿在不同SO2进口浓度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
时间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and Mn
leaching rate over manganese oxides ore under different SO2 concentration

SO2 (g) −−−−→ SO2 (aq)

（3）

SO2 + H2 O −−−−→ H2 SO3

（4）

反，其随着SO2进口浓度增加而显著增加，当反应至

2H2 SO3 + O2 −−−−→ 2H2 SO4

（5）

2 h时，当SO2进口浓度为1%时，锰浸出率为54.0%，而

1
Mn2+
SO2 (aq) + O2 (aq)+H2 O −−−−→ H2 SO4
2

硫率仅为29.1%。锰的浸出率与脱硫率的变化趋势相

SO2进口浓度为8%时的锰浸出率可达到71.7%。在氧
（6）

而锰矿中的MnCO3则主要与溶液中的 H2SO4发
生反应生成MnSO4，完成浸锰过程（式（7））。锰矿中
的Mn2O3则主要与H2SO4发生反应生成MnO2和
MnSO4（式（8）），而生成的MnO2则可进一步与SO2反
应生成MnSO4（式（1））。

化锰矿脱硫体系中，投加的氧化锰矿一定，SO2进口
浓度越高，传质的推动力也就越大，单位时间内溶于
液相中的SO2气体量也就越多，pH下降越快，消耗的
锰矿中锰也就越多，相同时间内锰的浸出率也就随
之增大。
2.2 粒径对脱硫反应的影响
氧化锰矿在不同粒径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时间

MnCO3 + H2 SO4 −−−−→ MnSO4 + CO2 + H2 O

（7）

Mn2 O3 + H2 SO4 −−−−→ MnSO4 + MnO2 + H2 O

（8）

小而增高。当锰矿粒径为80、120和200目，脱硫反应

的变化情况如图4所示。脱硫率随着氧化锰粒径的减

从图3可看出，随着SO2进口浓度的升高，脱硫效

进行至2.0 h时，其对应的脱硫率分别为59.6%、61.0%

率逐渐降低。反应至2 h时，SO2进口浓度为1%时，脱

和67.6%。锰的浸出率随粒径的减小也是增加的。反

硫率为61.0%，而当SO 2 进口浓度为8%时，其对应脱

应2 h，粒径为80 目时锰矿浸锰率为47.3%，而200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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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粒径越小，与SO2接触的表面积就越大，减小了气体
90

向固体颗粒的内扩散阻力，加快了化学反应速率，有
脱硫率/%

利于矿浆对SO2气体的吸收，促进了锰的浸出。因此，
从脱硫浸锰的角度考虑，锰矿粒径越小越好。综合考
虑，用于脱硫的锰矿粒径小于120 目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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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条件：进气量为2 m3/min，SO2浓度为1%，温度为50 ℃，
模拟阳极液体积为2 L，液固比为9∶1。

图4

20

实验条件：进气量为2 m3/min，SO2浓度为1%，锰矿粒径为200 目，
模拟阳极液体积为2 L，液固比为9∶1。

图5

氧化锰矿在不同反应温度下脱硫率浸锰率和随时间
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and Mn
leaching rate over manganese oxides ore under different reaction temperature

2.4 液固比对脱硫反应的影响
氧化锰矿在不同液固比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时

不同粒径的氧化锰矿脱硫率和浸锰率随时间的变化

间的变化情况见图6。随着液固比的增大，锰浆脱硫

Vari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and Mn
leaching rate with different manganese oxides ore
size

效率降低。当反应进行至2 h时，液固比为6∶1时脱硫

2.3 温度对脱硫反应的影响
氧化锰矿在不同反应温度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见图5。脱硫率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大，
反应进行至2 h时，温度为25、50和80 ℃时对应的脱
硫率分别为68.5%、79.9%和82.0%。浆液的浸锰率随
着温度的升高也明显增加，反应进行至2 h时，其对应
的浸锰率分别为48.1%、55.1%和63.3%。温度升高时，
不利于SO2从气相向液相转移，但能加快氧化锰矿中
锰与溶解于液相的SO2的反应，因此，脱硫率和锰浸
出率都是随着温度升高而增加，根据实际实验情况，
选取实际操作温度在50～80 ℃。

浸出率的变化趋势则与脱硫率相反，其随浆液液固

Fig. 4

率为70.0%，而15∶1对应的脱硫率降低到47.4%。锰的
比的增加而增加。当脱硫反应进行至2 h，液固比为
15∶1时的浸锰率为77.5%。在液体量一定时，随着液
固比的减小，锰矿中的有效脱硫组分（MnO2、Mn2O3
和MnCO3）的量增加，促进了对SO2的吸收，从而有效
的提高了脱硫率。但是，单位时间内锰的浸出率是降
低的。从脱硫浸锰两方面考虑，液固比选取9∶1～6∶1。
2.5 气体流量对脱硫反应的影响
氧化锰矿在不同进气流量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分别见图7。随着进气流量的增大，
锰浆脱硫效率逐渐减小，而锰矿的浸锰率增加。当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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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条件：进气量为2 m /min，SO2浓度为1%，锰矿粒径为200 目，
温度为50 ℃，模拟阳极液体积为2 L。

80

100

120

实验条件：SO2浓度为1%，锰矿粒径为200 目，温度为50 ℃，
模拟阳极液体积为2 L，液固比为9∶1。

图6

氧化锰矿在不同液固比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时间的
变化
Fig. 6 Vari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and Mn
leaching rate over manganese oxides ore with different liquid-solid ratio

图7

应进行至2 h时，进气流量为1.5 m 3 /min的脱硫率为

入，反向逐级流入前一级吸收装置，最后由第一级吸

70.0%、锰浸出率为48.2%，而进气流量2.5 m3/min的

收装置排出。烟气和锰浆采用此种流动方式，将能够

脱硫率降低至44.4%，但锰浸出率升高至67.1%。随

保证系统具有较高的脱硫效率的同时，具有较高的

着进气流量的增加，气体在浆液中的停留时间减短。

锰的浸出率。经矿浆进行脱硫处理后，烟气中SO2浓

此外，进气流量的增加，导致了SO2与锰矿的比值的

度将低于0.2%，再经过烟气深度处理（以水和氧化锰

增加。因此，脱硫率随进气流量的增加而减小。浸

矿配置的矿浆或者石灰石–石膏法）达标排放，脱硫

锰率则因同锰浆反应的SO2量的增加而得到提升。综

后烟气中SO2的浓度能被控制在200 mg/m3以下。

合锰浆的脱硫效率和浸锰率两方面，选取进气流量
3

氧化锰矿在不同气体流量下脱硫率和浸锰率随时间
的变化
Fig. 7 Variation of desulfurization efficiency and Mn
leaching rate over manganese oxides ore with different inlet gas flow

实验证明，采用5级吸收装置能取得较好的脱硫

为2.0 m /min。

效 果 。 每 级 SO 2 吸 收 装 置 的 入 口 浓 度 依 次 为 0.1%、

2.6 锰渣煅烧烟气脱硫工艺研究

1.0%、3.0%、5.0%以及8.0%。实验条件为总气量2 m3/min，

锰渣煅烧烟气SO 2 浓度较高，一般在7%～9%左
右。采用氧化锰矿进行脱硫的基本要求是处理后出
3

口浓度SO2达标（200 mg/m 以下），锰浸出率通常要求>
90%，显然单级脱硫操作是不能满足处理效果。

空气配气，液固比为9:1，模拟阳极液体积2 L，锰矿粒
径为200 目，温度50 ℃。前3级吸收时间均持续20 min，
最后二级吸收时间持续120 min。
由图8可知，在经过5级脱硫操作后，SO 2 最终出

采用多级锰浆脱硫系统对烟气进行处理。以电

口浓度为111.4 mg/m3。经每级锰浆脱硫处理后，浆液

解阳极液配制的氧化锰矿浆从最后一级吸收装置加

中浸锰率的变化情况如图9所示，随着SO 2 进口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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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逐级升高，浆液的浸锰速率显著升高，得出每级操

锰渣煅烧烟气的模拟工艺实验室研究。发现随着脱

作结束后的浆液浸锰率分别为13.61%、21.30%、34.86%、

硫时间的增加，烟气中SO2越高，脱硫率越低，锰浸出

67.28%和93.12%。每级浆液脱硫处理后，pH分别为

率增加，因此应采用多级逆流方式实现高效脱硫和

5.20、5.13、2.30、2.07和1.84。

浸锰。矿浆粒径应在120 目以下，吸收操作温度在50～

SO2 浓度/(mg·m−3)

80 ℃，液固比选取9∶1～6∶1，进气流量为2.0 m3/min。

入口 SO2
出口 SO2

80

采用模拟电解阳极液对8%的模拟煅烧烟气进行的
5级氧化锰浆脱硫实验，具体结果如下：在液固比为

60

9∶1、锰矿粒径为200 目、温度为50 ℃、前3级脱硫时
间20 min，第4和5级120 min下，SO 2 出口浓度111.4

40

mg/m 3 ，锰矿浸出率93.12%，浆液中Mn 2+ 浓度46.26
20

mg/L，连二硫酸锰4.0 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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