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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工业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后微细颗粒物排放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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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切割器 + 滤膜的取样系统，
对超低排放改造后的循环流化床
（CFB）
锅炉、
链条炉产生和排放的微细颗粒物
（PM10、
摘要：
PM2.5 和 PM1）进行了现场测试。结果表明，CFB 锅炉炉膛出口的微细颗粒物浓度远大于链条炉。CFB 锅炉布袋除尘器对微细
颗粒物的脱除效率可达 98.12% ～ 99.56%，而对应链条炉只有 90.0% ～ 93.6%。脱硫塔和湿式电除尘对微细颗粒物联合脱
除效率约为 50% ～ 60%，脱除效果较为明显。超低排放改造后 PM10、PM2.5 和 PM1 排放因子分别为 0.028 ～ 0.033 kg·t-1、
《大
0.025 ～ 0.028 kg·t-1 和 0.014 ～ 0.017 kg·t-1。最终排放的 PM2.5 占 PM10 的百分比为 85.2% ～ 88.6%。这些结果对修订
气细颗粒物一次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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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保标准的日益严格，国内燃煤电站全面实施了超低排放

式电除尘器之间没有取样点。测点位置的选择遵循
《固定源废气

改造，大幅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同时国内很多燃煤工业锅炉进行

监测技术规范》和《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

了污染物超低排放改造，相当一部分采用了与燃煤电站锅炉相同的

物采样方法》
。取样系统如图 1 所示。为防止烟气中的水蒸汽发

污染物脱除技术，即布袋 / 静电除尘 + 湿法脱硫 + 湿式电除尘。

生异相成核凝结而导致颗粒物长大，取样枪、切割器、膜托以

本研究利用自行设计的微细颗粒物取样系统，对超低排放

及它们之间的连接管均加热到 100℃。

改造后的燃煤工业锅炉产生和排放的微细颗粒物进行了现场测
试采样工作。本实验得到的数据可以帮助深入了解燃煤工业锅
炉超低排放改造后微细颗粒物的排放水平，对于准确评估燃煤
锅炉对雾霾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本研究选择两台超低排放改造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和链条炉 ，
锅炉容量分别为 150 t·h-1 和 100 t·h-1，均采用布袋除尘 + 湿法
脱硫 + 湿式电除尘。锅炉的基本信息见表 1，燃料特性见表 2。
表1

锅炉1
锅炉2

CFB
链条炉

150 t·h

85%

SNCR

100 t·h

-1

90%

SCR+SNCR

表2
锅炉序号
锅炉1
锅炉2

脱硝方式

-1

水分
8.9
6.3

滤膜法颗粒物取样系统图

实验中具体测试流程如图 2 所示。用天平和离子色谱仪分
别获得颗粒物浓度和水溶性离子组成（包括 Na+、NH4+、K+、
Mg2+、Ca2+ 、Cl-、F-、SO42- 和 NO3- 等 9 种离子）
。

锅炉的基本信息概况

锅炉序号 锅炉类型 锅炉容量 锅炉负荷

图1

除尘方式 脱硫方式
石灰石/
布袋+湿电
石膏法
布袋+湿电 氧化镁法

燃料特性（收到基）%
挥发分
27.2
26.2

固定碳
35.9
55.1

灰分
28
12.4

硫份
0.28
0.44

1.2 采样系统及测试流程
取样点布置在烟气净化设备前后，锅炉 2 湿法脱硫塔和湿

图 2 测试流程图

72

科 技· TECHNOLOGY

2 结果与讨论

及除雾器的拦截作用脱除 ；另一方面粒径较小的脱硫浆液会在

2.1 炉膛出口微细颗粒物排放特征
如图 3 所示，锅炉 1 炉膛出口微细颗粒物的浓度大于锅炉
2。这与锅炉燃烧方式不同有关，锅炉 1 炉内燃烧和气体流动更
加剧烈，增加了颗粒之间、颗粒与壁面之间碰撞，导致大颗粒
更容易破碎成微细颗粒物，同时颗粒物与气流之间的相对运动
十分强烈，导致大量的微细颗粒物被烟气带出炉膛 ；锅炉 2 采
用层燃燃烧方式，炉内燃烧及气体流动的剧烈程度不如锅炉 1，
导致锅炉 2 炉膛出口微细颗粒物浓度低。由图 4 可知，
锅炉 2 炉
膛出口烟气中 PM2.5、PM1 占 PM10 的比例要高于锅炉 1，这说明
锅炉 2 产生的颗粒物的粒径较小。

气流的冲刷作用下被携带出来。
锅炉 1 脱硫塔出口微细颗粒物浓度未出现逆增长，这与
所使用的 4 层喷淋层 +2 级屋脊式除雾器技术有关。锅炉 1 的
湿式电除尘对 3 种不同粒径范围的微细颗粒物的脱除效率范围为
36.4% ～ 42.9%。锅炉 2 脱硫塔和湿式电除尘对微细颗粒物的联合
脱除效率范围为 56.3% ～ 62.8% ；锅炉 1 脱硫塔和湿式电除尘对
微细颗粒物的联合脱除效率范围为 47.5% ～ 60.8%。可见脱硫塔
和湿式电除尘对微细颗粒物的脱除效果较为明显，建议《技术指
南》应当补充将脱硫塔和湿式电除尘器对微细颗粒物的脱除效率。
表3

PM10
PM2.5
PM1

图3 炉膛出口微细颗粒物浓度

图4 炉膛出口PM2.5、PM1分别PM10的比例

2.2 烟气净化设备对微细颗粒物排放特征的影响

脱硫塔和湿式电除尘对微细颗粒物的脱除效率
脱硫塔
31.4
21.1
17.5

锅炉1
湿式电除尘
42.9
37.5
36.4

%

锅炉2
脱硫塔+湿式电除尘
62.8
60.8
56.3

2.2.3 各测点PM2.5占PM10的比例
如图 6 所示，烟气从锅炉出口依次经过除尘器、脱硫塔和湿
式电除尘器，PM2.5 占 PM10 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各烟气净化
设备对粒径较大的颗粒物的脱除效果更为明显。最终锅炉 1 和
锅炉 2 湿电出口 PM2.5 占 PM10 的比例分别为 85.2% 和 88.6%。

2.2.1 除尘器对微细颗粒物排放特征的影响
如图 5 所示，锅炉 1 的布袋除尘器对 PM10、PM2.5、PM1
的脱除效率 98.12% ～ 99.56%。锅炉 2 的布袋除尘器对 PM10、
PM2.5、PM1 的脱除效率只能达到 90.0% ～ 93.6%。设计布袋除
尘器时，通常根据环保标准确定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浓度，不同
炉型燃煤工业锅炉布袋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浓度的设计值相差不
大，循环流化床产生的微细颗粒物浓度远大于层燃炉，导致链
条炉的布袋除尘器的除尘效率小于循环流化床锅炉。
图6

各测点 PM2.5 占 PM10 的比例

3 PM2.5中水溶性离子组成
SO42- 是两台燃煤锅炉产生的 PM2.5 中含量最为丰富的离
子（图 7）
，其占水溶性离子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58.5% 和 54.1%。
两台锅炉产生的 PM2.5 中阳离子差异较大，锅炉 1 中 Ca2+ 的含
量最高 ；
而锅炉 2 中 Na+ 含量最高。锅炉 1 为循环流化床锅炉，
在燃烧时炉膛内添加氧化钙来脱除烟气中的 SO2，导致较多的
图5

除尘器对微细颗粒物的脱除效率

2.2.2 脱硫塔和湿电对微细颗粒物排放特征的影响
湿法烟气脱硫装置不仅能有效减少 SO2，还能影响微细颗
粒物的浓度。如表 3 所示，锅炉 1 脱硫塔对微细颗粒物的脱除
效率在 17.5% ～ 31.4%，颗粒物粒径越大，脱硫塔的脱除效果越
明显。粒径较小的颗粒物一方面很难被脱硫浆液的淋洗作用以

Ca2+ 排出炉膛 ；
锅炉 2 燃烧温度低，含钙矿物质不易气化还原，
导致 Na+ 含量较高而 Ca2+ 含量较低。锅炉 1 和锅炉 2 的炉膛
出口测点均位于脱硝系统之后，但锅炉 2 产生的 PM2.5 中 NH4+
的质量百分比和浓度要远高于锅炉 1，锅炉 1 采用炉内喷钙脱硫
和 SNCR 脱硝，使得烟气中 SO3 的浓度较低，导致与脱硝系统
逃逸的 NH3 反应生成的 NH4+ 的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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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42- 和 Na+ 是锅炉 1 和锅炉 2 最终排放的 PM2.5 中最丰
富的水溶性离子。与炉膛出口相比，最终排放的 SO42- 的质量分

（2）气净化设备对大粒径颗粒物的脱除效果明显，两种锅
炉最终排放的 PM2.5 占 PM10 的百分比为 85.2% ～ 88.6%。
（3）炉膛出口 PM2.5 水溶性离子中 SO42- 最丰富 ；最终排放

数有所下降，锅炉 1 下降更加明显。

的 PM2.5 水溶性离子中阴阳离子最丰富的分别为 SO42-、Na+。
（4）经过超低排放改造后，燃煤工业锅炉的微细颗粒物排
放因子显著降低，两台锅炉 PM10、PM2.5 和 PM1 的排放因子分别为
0.028~0.033 kg·t-1、0.025~0.028 kg·t-1 和 0.014~0.017 kg·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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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脱除效率约为 50% ～ 60%。
《技术指南》中应当补充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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