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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烟气多污染物协同治理技术
苏晓东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公司，山西 忻州 034100）

摘 要 工业的崛起，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破坏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造成了污

染。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经济飞速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严重污染了我们生活的环境，尤其

在污染物排放量这一方面，在全世界的排名中，已经位居前三。在污染物的排放中，燃煤型电厂的污染物排放量

占据相当重的分量。这些污染物不但污染空气，最重要的是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应该提高电厂的污

染物处理技术，切实减少其有害物质的排放，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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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越来越重视，尤

其是针对几大污染巨头，制定出了相应的排放标准。

电厂烟气含有多种有毒气体，甚至还有烟尘颗粒，一

旦大量排放到空气中，燃煤电厂附近的居民都会深受

其害，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所以，应当加

强对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排放的管控，积极推广协同

治理技术。

1 烟气污染物协同处理技术总括

烟气污染物协同治理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控煤与污染物脱除的协同技术， 对比使用

劣质煤和优质煤产生的环保成本，弄清楚煤源质量浮

动的最高和最低值，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从而优化

整个协同方案 [1]。

第二，低氮燃烧与烟气脱硝的协同主要靠低氮燃

烧技术，控制氮氧化物在源头产生，并且需要考虑烟

气脱硝技术的成本，通过两种技术的成本对比，再对

该项技术进行优化。

第三，除尘器和湿法脱硫塔协同，除尘器和湿法

脱硫两个系统，一个能提高脱除颗粒的效率，一个能

满足不同的排放量要求的达标。

第四，优化烟道末端的设计，是锅炉烟气系统一

体化的重点环节，使整个锅炉烟气系统的处理效率得

到提高 [2]。

2 燃煤电厂烟气排放产生的危害

虽然现在的燃煤电厂已经开始提高对烟气排放的

环境治理，如使用发电专用特种锅炉，在煤炭中添加

可以二次利用的碳和硫，从而减少烟气中有害物质的

排放。但是，因为依赖蒸汽发电，蒸发量比别的工业

厂家大，燃煤电厂仍然是排放有害物质、气体和污染

环境的巨头。

煤炭是历经亿万年化学作用和物理作用慢慢形成

的，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多元。燃烧产生的有害微粒和

杂质，进入到大气后，不仅使大气质量下降，让工农

业生产遭受损失，还会引起人民群众呼吸道方面的疾

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对电厂周边居

住的人群危害更大。燃煤电厂排放的烟气有害物质和

气体还会与大气中的水蒸气结合，形成酸雨，使地下

水和土壤发生质的改变。还有排放污染物中的微粒，

会形成雾霾，雾霾天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更大，常见的

雾霾引起的疾病有，支气管炎、肺炎等一系列呼吸道

方面的疾病 [3]。

3 燃煤电厂烟气和多种污染物协同治理技术

的应用

3.1 燃煤电厂的烟尘处理技术

要想燃煤电厂的烟尘污染物排放达到安全的排放

标准，不仅要用到湿式电除尘器和电袋除尘，还要用

到湿法脱硫技术，三种技术一起使用，才能最大程度

地治理好烟尘问题。首先，分析和判断延烟气的条件，

达到相关数据标准后，才能进入治理环节当中。然后，

安装烟尘冷却装置，或者使用湿法脱硫从而提高该设

备的除尘效率，达到污染物排放的标准值。这项协同

技术不仅能降低企业的排污成本，还能降低污染超标

所耗费的费用。此项费用和成本的降低，能变相增加

企业的经营利润，使企业有一个健康良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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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燃煤电厂的烟气余热处理技术

燃煤电厂释放的烟气可以进行回收再利用，主要

方法是降低烟气的温度，温度的降低可通过安装烟气

冷却器实现，具体应该安装在空气预热器和脱硫塔中

间的烟道内，以此达到降低温度的目的。有的电厂已

经有电除尘的设备，那就应该将冷却器安装在该设备

前面。这项技术的应用，可以将烟气的余热供应到城

市热网水中 [4]。

3.3 治理二氧化硫的技术

首先，降低燃煤中硫化物的含量。降低硫化物的

含量需要通过检测燃煤的质量来实现，并且必须保证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如果发电机

用到的是石灰石石膏湿法工艺，还应该根据二氧化硫

的浓度，判断出需要使用单脱硫吸收塔还是双脱硫吸

收塔。其次，淘汰传统的脱硫设备，使用新的不漏水

的设备，改造排气烟囱。另外，为了防止管道和设备

出现粘连和堵塞，还应该在耐热性和腐蚀性方面做好

工作。

3.4 治理氮氧化物的技术措施

第一，在燃煤锅炉中降低氮氧化物的生成，使其

浓度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值，从源头上防止发生问题。

第二，用烟气脱硝技术将氮氧的浓度控制在每立

方米的含量在 750毫克以下。

第三，低氮燃烧技术与烟气脱硝技术一起使用，

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优点，相得益彰。另外，尽量

选择购买低污染、燃烧充分的煤炭，降低污染物的含量，

减少劣质煤炭燃烧不充分的现象，并且控制氮氧的浓度。

第四，对锅炉燃烧方法进行创新与变革，可以增

加烟气旁路，收集更多的烟气，保证煤炭的完全燃烧。

使烟气的收集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收集氮氧时防止

外泄，减少经济损失。安装烟气再热器，调节烟气温度，

避免因为过低的温度，造成冷凝的情况出现。

第五，为了提高氮氧化物的治理率，需要加强机

组性能，提高设备的运行率，以此维持脱硝系统的运行，

避免因为温差大出现压强比，发生气体传送可逆现象 [5]。

3.5 治理汞的技术措施

氧化汞、Hg0、颗粒汞是烟气中汞的三种形态。布

袋除尘和湿法洗涤的协同处理能完成氧化汞、颗粒汞

的污染治理。但是，单独的 Hg在烟气中占比非常高，

因为它不能溶于水，大概能达到 25%的比例，而且，

即便经历了粉尘脱除，仍旧是气体，照样能随着烟气

排放到大气中。所以为了将它吸收掉，要利用烟煤飞

灰的活性、表面积比较大和吸附力强的特点，将其吸

附，使单质汞不能氧化，尽量防止出现二次处理的情

况，减少经济损失和工作量。另外，据统计数据显示，

在电区与袋区加入氧化钙与氢氧化钠，钙基会和飞灰

迅速实现融合，飞灰的微孔结构会快速吸收汞元素， 

明显加强烟气的脱汞效力，能提高大概 20个百分点，

效果显著。所以，燃煤电厂应该使用吸附性好的产品，

并且大力推广，以此达到降低污染物排放的目标。

3.6 治理三氧化硫的技术和措施

湿法烟气脱硫与电除尘器能共同完成对三氧化硫

的污染治理工作。该项目的工作原理是：电除尘器口

的烟气温度的下调，达到酸露点温度以下，能使三氧

化硫由气态转化成液态。含尘度低、较大的粉尘表面积，

是电除尘器入口的两个特点，也为液态三氧化硫提供

了比较好的反应条件，使腐蚀性物质的吸收率得到了

有效提高。据实际测量得知，常规的电除尘设备温度

高且脱除效果低于新技术的电除尘设备。燃煤电厂还

可以降低三氧化硫的产生率，具体的方法是提高运行

电压，减小三氧化硫物质的电阻，提升其吸附率，实

现污染物协同消除。现在好多生产电除尘设备的厂家

都添加了高规模的项目机组，为的就是使煤炭燃烧充

分，阻止三氧化硫产生，即便有很少的三氧化硫形成，

也不影响电除尘设备对它的吸收 [6]。

3.7 协调优化污染治理设备

对于燃煤电厂来说，虽然要在治理污染中的设备

建设和运行投入巨资，但是并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所

以提高治理污染的效率，利用最少的成本取得最佳的

污染治理效果，就是目前每个燃煤电厂都需要重点关

注和研究的课题。在燃煤污染物的协同治理中，也需

要用最少的成本达到规定的污染排放指标。我们的方

案中主要有三级氮氧控制、两级二氧化硫控制、两级

烟尘控制。举个例子，以氮氧控制为例，在低氮燃烧、

烟气脱硝、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和臭氧氧化氮氧结合

碱液吸收这些技术中，每一步氮氧控制都需要投入一

定的成本。低氮燃烧技术与强化炉内燃烧存在自相矛

盾，所以低氮燃烧技术的运用使燃烧器结焦趋势增加、

降低了锅炉燃烧率，炉内氮氧产量越低，飞灰可燃物

含量就越高，同样的锅炉出力，低氮燃烧技术的燃煤

成本更高。与之相同的是，烟气脱硝、选择性催化还

原脱硝设备消耗氨气，臭氧氧化氮氧工艺中制备臭氧

消耗电量，都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7]。所以，要优化机组

脱硝的总成本在脱硝装置之间的分配比例，用最少的

成本使氮氧的排放达标。在二氧化硫、烟尘等控制中，

也要优化设备之间的协同关系，以此实现用最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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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达到最佳的效果。

4 燃煤电厂烟气污染物协同治理设备相互影响

4.1 脱硝装置影响汞排放系统

脱硝装置能够转化、迁移汞元素，降低氮氧的含量，

也能够提高汞元素在设备中的占比，使除尘、脱硫装

置良好运行，达到良好的脱除效果。但是目前相关技

术不够成熟，也不是很完善，遇到特殊情况时，不容

易找到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所以，相关人员要做好

脱硝系统中的汞氧化和收集工作，降低因为煤炭的种

类、运行数据和催化剂对它产生的影响，保证汞排放

系统的正常运行。

4.2 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影响其他装置

由于大多数燃煤电厂都没在脱硫系统安装烟气换

热器，导致在吸收二氧化硫后，烟气吸收塔出口的温

度很低，产生水蒸气饱和的现象，因此经常出现结露

现象，加快了冷凝酸的形成。冷凝酸的高酸碱度和硫

酸的高浓度会腐蚀脱硫系统烟囱和烟道尾部 [8]。另外，

如果不控制好烟气中的硫酸雾和浆液滴，还会出现石

膏雨和蓝烟。

4.3 燃煤电厂脱硝系统影响除尘装置系统 

脱硝系统能使除尘器的工作性能得到提高，提升

除尘率，降低烟气温度，减少氮氧化物含量，最终减

少电袋除尘器的腐蚀损坏。但是，有利也有弊，脱硝

系统的催化功能会让二氧化硫产生出三氧化硫，三氧

化硫又能和水反应生成硫酸雾，会黏堵、粘连烟囱和

管道。

4.4 粉尘排放设备影响湿法脱硫装置

粉尘排放设备影响湿法脱硫装置主要表现是，粉

尘对脱硫石膏和浆液的化学作用有影响。如果粉尘排

放设备出口的粉尘浓度很高，就会使气体和液体接触

的面积增大，提高了二氧化硫的吸收阻力，使其吸收

率下降。而且，粉尘还会阻止二氧化硫和脱硫剂接触，

降低碳酸钙的溶解率，使粉尘溶解在脱硫浆液中的铁、

碳酸、铝离子加速结合，从而在碳酸钙颗粒的表面形

成难溶于水的沉淀物，并附着在碳酸钙颗粒表面，使

脱硫装置中吸收剂的活性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溶解

粉尘的液体中一些金属离子会使碳酸钙的氧化速度加

快，增加了亚硫酸离子生成的阻力，使脱硝装置的去

污能力降低。粉尘主要影响脱硫石膏的质地，如果粉

尘含量高，就会使脱硫石膏的脱硫反应率降低，同时

大量的酸性物质还会溶解石膏的品质，大范围的影响

石膏的色度、纯度、金属含量。如果脱硫浆液里的粉

尘量超标，结晶通道就会被细小的颗粒堵塞，造成石

膏脱水困难的情况，石膏的含水率也会超标，还会影

响硫酸钙的含量，使之出现衰弱趋势，还会使石膏的

白度降低，严重的话，还会出现稀泥或黑色的状态。

另外，如果粉尘的含量在吸收浆液和脱硫设备中都是

超标的，就会严重磨损到搅拌器、除雾器、增压风机

等设备，使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 [9]。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发展工业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要重视并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尤其是对环境污染严

重的燃煤电厂，其产生的烟气和多种类污染物对环境

的危害极大。本文从排放烟气的危害、治理设备之间

的相互影响、烟气多污染物的多项治理技术的协同运

用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协同治理烟气和污染物技术的应

用，有助于提高其技术水平，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以

发挥其对环境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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