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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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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我国环保政策愈发完善和严格，电厂湿法脱硫后饱和湿烟气排入大气形成的“ 白色烟

羽” 治理需求增加。 通过对白色烟羽形成与消除机理的研究，分析了目前燃煤电厂消除白色烟羽技
术的优缺点及应用前景。 国内外现有的消白技术主要包括烟气冷却、烟气加热、冷凝复热、旋流除湿、
溶液除湿、膜法除湿等。 烟气冷却、烟气加热、冷凝复热技术均通过直接 ／ 间接换热，改变烟气在出口
处的状态实现消白，技术相对成熟，且已在工程实例中应用，但能耗大，对换热设备防腐要求较高，并
且 ＧＧＨ 成本高、能耗大；旋流除湿技术虽然负荷大、压降低和结构简单，但消白效果有限；溶液除湿与
膜法除湿技术目前还处于试验研究阶段，由于自身技术缺陷，鲜见应用于燃煤电厂的湿烟气处理工艺
中。 烟气瞬间加压凝结消白技术利用流场结构瞬间提高水蒸汽分压，从而使其液化，同时蒸汽凝结液
化释放大量潜热，提高了烟气出口温度，烟气除湿与加热协同作用最终保障饱和湿烟气消白。 讨论和
对比了各治理技术的特点和适应性，并结合试验，发现烟气瞬间加压凝结消白技术可有效回收湿烟气
中的水蒸汽，且在蒸汽凝结过程中饱和蒸汽内携带的细颗粒等污染物作为凝结核被凝结液滴协同脱
除，同时无需其他换热设备，降低了能耗，是烟气消白技术中的潜力技术之一。
关键词：湿法脱硫；白色烟羽；饱和湿烟气；加压凝结；细颗粒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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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态（ 视天气及冬夏季节变化） 。 烟气从烟囱排出后

言

与环境空气接触混合，烟气状态从 Ａ 点沿 ＡＢ 变化

我国的能源结构决定了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

到 Ｂ 点，烟气所携带的水蒸汽在该变化过程中凝结

内煤炭仍然是我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 煤炭在我国

成液滴，在光折射和散射作用下，视觉上呈白色或灰

一次能源消费量中占比达 ６６％，而我国煤炭消费总
量占全球煤炭总量的 ５０％

［１］

。 燃煤过程中产生大

量的 ＳＯ ２ ，对环境危害巨大，是造成酸雨、土壤酸化

及水质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国家出台政策，
要求燃煤电厂进行“ 超低排放” 改造，烟气中 ＳＯ ２ 排

色，形成白色烟羽。 烟气状态达 Ｂ 点后，继续与环
境空气接触混合，此后烟气不再是饱和状态，烟气状
态由 Ｂ 点沿 ＢＣ 移动至 Ｃ 点，该变化过程中不再有
水蒸汽凝结成液滴 ［１１－１２］ 。

放浓度不超过 ３５ ｍｇ ／ Ｎｍ ３ ［２］ 。 石灰石 － 石膏湿法脱
硫技术简单成熟，在我国燃煤电厂脱硫工艺中应用

广泛 ［３］ 。 该工艺通过石灰石浆液喷淋方式，使石灰
石浆液与烟气中的 ＳＯ ２ 直接接触反应，从而脱除烟
气中的 ＳＯ ２ 。 由于石灰石湿法脱硫过程 为 放 热 反

应，故浆液中的部分液态水受热蒸发为水蒸汽，导致
烟气湿度接近饱和甚至过饱和 ［４－５］ 。 湿烟气通过烟
囱排放到大气环境后，由于环境温度较低，湿烟气中

Ｆｉｇ．１

的水蒸汽迅速凝结成小液滴，在光折射、散射作用
下，烟囱出口的烟羽呈白色，形成白色烟羽 ［６－７］ 。 经
检测，饱和湿烟气中含有大量水分、可凝结颗粒物和
水溶性离子，直接排放不仅造成水资源浪费，且会加
重灰霾的形成 ［８－１０］ 。 针对湿法脱硫后湿烟气排放引

起的白色烟羽问题，国内部分省市（ 如上海、河北、
山西、浙江等） 相继出台政策，要求通过调节烟气出

２

图１

白色烟羽形成机理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ｗｈｉｔｅｍｏｉｓｔ ｐｌｕｍｅ

白色烟羽消除技术
根据烟羽形成机理，若消除湿烟羽需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烟囱出口的烟气状态（ 温度或湿度） ，使烟
气在排放到大气时不会有小液滴析出，从而避免白

口温度或湿度来消除烟羽。 随着燃煤电厂超低排放

色烟羽现象产生。 根据改变烟气初始状态的方式，

改造的推进，白色烟羽将是电厂面临的又一个重大

消白技术可分为：① 通过换热消除白色烟羽，即在

环境问题。 若能有效解决湿法脱硫后饱和湿烟气排

烟气排入大气前，通过加热或冷却烟气改变烟气的

放形成的白色烟羽问题，不仅能实现电厂近零排放，
加速推进灰霾治理，而且还能回收烟气中的水分，预
计年节水量可达几十亿吨。

１

白色烟羽形成机理

白色烟羽的形成机理可通过饱和湿烟气的温 －
湿曲线描述，图 １ 为常压下饱和湿空气温 － 湿曲线，
Ａ 点为脱硫塔出口饱和湿烟气状态，此时烟气湿度
达到饱和，温度为 ４５ ～ ５５ ℃ ，Ｃ 点为环境中空气状
１１０

状态点 （ 图 ２） ， 包 括 烟 气 冷 却 技 术 （ 路 径 Ａ—Ｆ—
Ｃ） 、烟气加热技术（ 路径 Ａ—Ｂ—Ｃ 或 Ａ—Ｇ—Ｃ） 、烟
气冷凝复热技术（ 路径 Ａ—Ｄ—Ｅ—Ｃ） 等；② 其他消
白技术，主要有旋流除湿技术、溶液除湿及膜法除湿
技术。 但目前常用的治理湿烟羽技术主要采用换热
方式，第 ２ 类技术虽然从原理上有助于消除白色烟

羽，但并未针对白色烟羽而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

２ １

烟气冷却消白技术
烟气冷却消白技术是对湿法脱硫后湿烟气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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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水捕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烟气冷凝水捕集效
率随着水蒸汽体积分数增大或冷却水流量增大而增
大，且流速提高后冷凝水捕集效率降低，烟气中冷凝
水的最大回收效率可达 ５２％。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ｖｙ 等 ［１５］ 采
用冷凝换热器进行中试试验，结果表明，其收水效率
主要取决于烟气含湿量、冷却水进水温度、换热器设

计和烟气与冷却水流量。 熊英莹等 ［１６］ 将某 ６００ ＭＷ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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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白色烟羽换热技术路线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ｍｏｉｓｔ ｐｌｕｍ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冷却降温，烟气中的水蒸汽凝结成液滴，使烟气含湿
量降低，保证其离开烟囱后在抬升扩散过程中不会
形成液滴，从而达到消除白色烟羽的目的。 根据烟
气与换热介质的接触形式，该技术可分：① 采用间
壁式冷却换热器，如图 ３ 所示；② 采用直接接触式
冷却换热器，如图 ４ 所示。

机组湿法脱硫后烟气通过间壁式冷却换热器进行烟
气冷 凝 回 收 水 试 验， 经 中 试 试 验 发 现， 烟 气 流 速

５．０７ ｍ ／ ｓ、冷却水流速 ０． ３８ ｍ ／ ｓ 时，烟气温度下降
９ ～ １０ ℃ ，换算到 ６００ ＭＷ 机组的实际烟气量情况下
可实现回收凝结水 ９０ ｔ ／ ｈ，若将凝结水合理利用，可
降低电厂水耗。

同时，燃煤烟气中的颗粒物较多，在冷凝换热过
程中会造成换热器表面积灰、结垢及磨损等问题，从
而影响换热器的传热效率，最终影响设备运行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 ［１７］ 。 王飞龙等 ［１８］ 采用数值模拟探究

了 ２ 种典型 Ｈ 型翅片烟气换热器的气侧结垢特性，
分析了烟气进入换热器的速度和烟气中颗粒粒径对
结垢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随积灰的累积和脱
离，最终灰尘的净沉积量达到一个稳定值，此时对应
的污垢热阻为渐进污垢热阻，其随着烟气入口速度
和烟气中颗粒粒径的增大而减小。

Ｆｉｇ．３

图３

间壁式换热器结构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ｌｌ－ｍｏｕｎｔｅｄ ｈｅａ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２） 直接接触式冷却技术主要以喷淋塔作为换

热设备，冷却介质（ 一般是水） 与烟气直接接触 ［１９］ 。
该技术虽换热效率较高，传热阻力小，但会导致冷介
质受灰尘、酸性气体等物质的污染 ［２０］ 。 刘华等 ［２１］

建立了直接接触式烟气余热回收试验系统，采用喷
淋换热方式，探究了各因素对换热器换热效率的影
响，结果表明，烟气量与喷淋水量比值、喷淋高度与
喷淋水雾化液滴粒径是影响换热效率的主要因素。
直接接触式冷却技术要求有足量的冷却介质，更适
用沿海地区，采用海水作为冷源的电厂。 同时，烟气
中残存的 ＳＯ ２ 、ＮＯ ｘ 等酸性气体进入烟气冷凝水中会
Ｆｉｇ．４

图４

直接接触换热器结构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ｈｅａ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造成设备腐蚀 ［２２］ 。

此外，某些电厂采用浆液冷却技术，该技术是在

脱硫塔喷淋层最顶层浆液入口增设冷却换热器，浆

１） 间壁式冷却技术是烟气与换热介质不直接

液经过换热器冷却喷入脱硫塔后与烟气接触反应，

热器底部的凝结水回收装置，该技术的传热阻力较

果，但用于冷却浆液的换热器存在易堵塞问题。 烟

接触，水蒸汽在换热器表面凝结成液滴后，滴落至换
大，换热效率较低，对换热器材质要求较高，但可保
证冷却水侧水质稳定 。 为了提高冷却技术的换
热效率与冷凝水捕集效率，雷承勇等 ［１４］ 将光管型间
［１３］

壁式水冷换热器布设于烟道中进行冷凝换热，研究
了水蒸汽体积分数、流速、冷却水流量等对湿烟气冷

烟气温度可降低 ２ ～ ８ ℃ ，对消除白色烟羽有显著效
气冷却技术可回收大量凝结水，且由于烟气中的颗
粒物为水蒸汽的凝结提供了质核，更有利于水蒸汽
的凝结，凝结后的液滴对烟气中的颗粒物也具有捕
集、聚并等作用 ［２３－２４］ 。 因此该技术在回收烟气中水
分的同时还具有协同降低或去除烟气中细颗粒物的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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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但由于冷源消耗、积灰腐蚀、换热器材质要求

热管再热技术（ 热管式 ＧＧＨ） 通常将装有热介

较高使投资成本较高，单独使用烟气冷却技术的工

质的热管垂直穿过换热器壳体，净烟气与高温原烟

程应用较少。

气分别在壳体的上、下部流动且方向相逆。 高温原

２ ２

烟气将热量通过管壁传给热管内的换热介质，介质

烟气加热消白技术
烟气加热消白技术是通过加热烟气使湿烟气处

吸热后汽化变为气体；气体在压力差作用下上升至

于不饱和状态，避免其在离开烟囱时形成白色烟羽，

净烟气侧，将汽化潜热传给管外净烟气后冷凝，在重

主要分为：① 烟气间接加热技术，该技术特点是烟

力作用下回到高温原烟气侧，该技术通过换热介质

气温度升高而烟气 中 总 含 湿 量 不 变 （ 图 ２ 中 路 径

的相变 实 现 将 高 温 原 烟 气 的 热 量 传 递 到 净 烟 气

式热媒循环烟气再热技术（ ＭＧＧＨ） ［２５］ 和热管再热

问题，另外由于热管元件相互独立，即使存在单根或

Ａ—Ｂ—Ｃ） ，主要包括回转式换热技术（ ＲＧＧＨ） 、管

侧 ［２８］ 。 热管再热技术传热效率较高，且可避免泄漏

技术（ 热管式 ＧＧＨ）

数根热管损坏，也不会影响整体的换热效率 ［２９］ ，图

［２６］

；② 烟气直接加热技术，其

特点是烟气温度升高的同时烟气含湿量与烟气组分

均发生改变（ 图 ２ 中路径 Ａ—Ｇ—Ｃ） ，如热二次风混

６ 为热管式 ＧＧＨ 的工作原理示意。

合加热技术。

早期国内燃煤电厂大多采用从国外引进的回转

式换热（ ＲＧＧＨ） 技术，工作原理是换热器两端具有
蓄热和放热功能的转子在冷热两端循环转动，换热
转子从高温原烟气侧吸收并储蓄热量，随后转到低
温净烟气侧再放出热量使净烟气温度升高。 回转式
换热器具有易腐蚀、易堵塞等缺陷，且易泄漏 ［２７］ ，即
换热转子交替在原烟气和净烟气转动时，会将原烟
气带入净烟气中；原烟气侧压力大于净烟气侧压力
时，原烟气从密封间隙进入净烟气侧。

管式热媒循环烟气再热技术（ ＭＧＧＨ） 一般是在

空气预热器与电除尘器之间设置烟气冷却换热器，
在湿法脱硫塔后设置烟气加热换热器，热媒水在冷
热 ２ 个换热器之间循环流动，原烟气经过烟气冷却

换热器时将热量传递给换热器中的热媒水，之后其
再将热量传递给脱硫后的净烟气，从而使烟气温度
升高，湿度从近饱和或饱和变为未饱和状态；该技术
可将即将进入电除尘装置的烟气温度降低到合适范
围内，减小粉尘比电阻，提高电除尘的除尘效率，还
可合理利用烟气的余热提高湿烟气温度，提高烟气
的扩散能力，达到减轻或消除白色烟羽现象的目的，
图 ５ 为 ＭＧＧＨ 的工作原理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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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热管 ＧＧＨ 的工作原理

Ｈｅａｔ ｐｉｐｅ ＧＧ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我国乌山电厂采用管式热媒循环烟气再热技术

（ ＭＧＧＨ） 减少 ／ 消除湿烟羽现象。 该电厂经湿法脱
硫后烟气温度在 ５０ ℃ 左右，经过 ＭＧＧＨ 换热器升
温后，烟囱出口排烟温度可达 ８０ ℃ ［３０］ ，提高烟气抬
升力和扩散能力的同时减轻了白色烟羽现象。

热二次风加热技术是将空预器一定量的热风直

接引入净烟气中，混合后净烟气温度升高 ［３１］ 。 国华
台山发电厂燃煤机组锅炉烟气脱硫系统均采用湿法
烟气脱硫工艺，为了避免湿烟气直接排放后形成白
色烟羽以及酸性气体凝结对烟囱腐蚀等问题，采用
热二次风加热净烟气方式提高烟囱排烟温度，其烟
风混合段采用扩缩管烟道，保证烟 － 风迅速混合均

匀的同时，对二次风起引流作用，混入热二次风后，
减轻了烟气在离开烟囱后形成的白色烟羽现象 ［３２］ 。

烟气加热消白技术是较早用于消除燃煤电厂白

色烟羽的技术。 其技术相对成熟，且已在工程实例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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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ＭＧＧＨ 工作原理

ＭＧＧ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中应用。 但难以避免腐蚀和堵塞问题，其中回转式
换热器（ ＲＧＧＨ） 由于泄漏问题，目前大多数电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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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ＲＧＧＨ 拆除 ［３３］ ，而热管换热器（ 热管式 ＧＧＨ） 冷

明，压力损失随旋流板的安装仰角减小而增加，随安

，虽管式热媒循环烟气再热技术（ ＭＧＧＨ） 通过

除湿效率。 潘伶等 ［３９］ 采用 ＣＦＤ 方法对装有旋流除

端的腐蚀和堵塞问题是影响其在工业应用的重要原
因

［３４］

改进可避免泄漏问题，但 ＭＧＧＨ 换热设备占地面积

大、投资费用大、运行成本高、能耗较大等问题突出。
热二次风混合技术虽避免了堵塞、腐蚀等问题，却要
求锅炉系统二次风有富余

［３５］

。 烟气加热消白技术

仅通过加热改变烟气在烟囱出口的状态点，达到视

装高度的增加而增加，增加旋流板级数并不会提高
湿装置的烟囱内部进行数值模拟研究，研究表明，旋
流除湿技术可将烟气含水率降低近 ５０％，而压力损
失从 １９５ Ｐａ 增至 ６９９ Ｐａ，仍在可接受范围内，采用
旋流除湿技术可捕捉湿烟气中的液滴，达到降低湿
烟气含水率的效果。

觉上的消白，并无法回收烟气中含有的大量水蒸汽
及其夹带的颗粒污染物。

２ ３

旋流除湿技术依靠其自身的结构特性达到除湿
效果，且不需消耗电能，具有负荷大、压降低和结构

烟气冷凝复热消白技术

简单等优点。 类似于旋流除湿技术的还有安装除雾

烟气冷凝复热消白技术是将冷却消白技术和加

热消白技术相结合（ 图 ２ 中路径 Ａ—Ｄ—Ｅ—Ｃ） 。 该
技术先通过冷却技术使烟气温度降低，烟气中的水

蒸汽达到过饱和形成凝结水，将凝结水收集后，由烟

器或湿式电除尘器，虽通过捕集湿烟气中部分液滴
可起到一定的消白作用，但对于水蒸气无去除效果，
并不能彻底消白。

２ ５

溶液除湿技术

气再热装置提高烟气温度。 在冷凝过程中同时会脱

溶液除湿的本质是传热传质过程，其原理是水

除一部分污染物，随后烟气经再热可从视觉上消除

蒸汽在溶液与烟气之间的迁移，而迁移动力来源是

白色烟羽。 该技术的优点是烟气经过冷凝后，其含

两相之间的水蒸汽分压差，可同时完成蒸汽潜热的

湿量大幅降低，使加热过程所需要升温的幅度减小，

释放吸收和烟气中水分的回收。 吸湿后的稀溶液经

说明可采用品位更低的热源，但冷凝复热技术也存

加热后，溶液表面的水蒸汽压力高于气相的水蒸汽

在冷却和加热技术的缺点。

压力，稀溶液中的水再次转移到气相中，这是除湿溶

舒喜等

［３６］

针对应用于 ３００ ＷＭ 燃煤发电机组

的烟气冷凝复热技术和 ＭＧＧＨ，进行了经济技术对
比分析，结果表明，烟气冷凝复热消白技术与 ＭＧＧＨ

烟气加热消白技术基础投入费用大体相同，但前者
可实现烟气中水分回收及颗粒物协同去除，回收的
凝结水还可以补充脱硫系统的水耗，尤其适合于北

液的再生过程 ［４０］ ，再生后的浓溶液可进行再次除湿
吸水操作，形成溶液除湿和再生的循环过程。 加热
的热源可采用 ６０ ～ ８０ ℃ 的太阳能或工业余热等低
品位热源 ［４１－４２］ ，若能有效利用燃煤烟气余热，可进
一步提高燃煤电厂能量利用效率。 图 ７ 为溶液除湿
的基本原理。

方等缺水地区。
综上，３ 种消白技术均是通过换热方式实现减
轻或消除白色烟羽，但均存在能耗过大、积灰腐蚀严
重、换热设备材料要求较高、投资成本大等问题。

２ ４

旋流除湿技术

由于 ＧＧＨ 成本高、能耗大等问题难以彻底解

决，国内燃煤电厂均取消 ＧＧＨ，采用湿烟囱排放烟
气，旋流除湿技术已被许多电厂用以减少湿烟气的

含水量。 旋流除湿技术是将旋流板安装在烟囱内，

Ｆｉｇ．７

图７

溶液除湿基本原理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ｈｕｍ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湿烟气通过烟囱内的旋流板时产生离心力，由于气

溶液除湿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空调暖通等行业，

液两相之间的密度差，烟气中的水雾或小液滴被甩

近年来该技术在燃煤电厂湿烟气水分回收领域引起

向壁面，同时液滴之间发生聚并、碰撞等作用形成大
液滴后下落 ［３７］ 。

氯化钙溶液为除湿溶液，建模预测吸收过程的温度

除湿效率与压力损失是影响旋流除湿技术在实

际工程中应用的重要因素。 戴丽萍等

了学者的关注。 魏瑶等 ［４３］ 以喷淋吸收器为对象，以

［３８］

通过数值

模拟对某电厂烟囱安装旋流板前、后的流场特性进
行了研究，且探究了旋流板的安装高度、安装仰角与
安装级数对压力损失、除湿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

和浓度，试验研究了其与喷淋冷却除湿的区别，结果
表明，喷淋冷却除湿的水耗量至少在溶液除湿的溶
液耗量 ５ 倍以上才可达到相同的除湿效果。 路源
等 ［４４］ 以氯化钙溶液作为除湿吸收剂，以湿空气模拟
烟气，研究了氯化钙与模拟烟气量比值、氯化钙溶液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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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冷却水水量等对除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提高氯化钙溶液浓度、氯化钙与模拟烟气量比值、冷
却水量和吸收塔高度可增强吸收效果，但其数值需
在合理范围内，否则会发生液泛、晶体析出、回收热
量品位降低等问题。 吕扬等

［４５］

选择性无明显变化；在 ３ ５００ ｈ 真实烟气试验中，该

膜实现了 ０． ２０ ～ ０． ４６ ｋｇ ／ （ ｍ ３ · ｈ） 的水汽回收量。
我国对于膜法除湿的研究起步较晚，陈海平等 ［４９］ 通
过自制中空纤维膜，选用湿氮气模拟真实湿烟气研

以绝热型管式内降

究燃煤电厂湿烟气水分回收，研究了烟气温度、流

膜除湿试验台为基础，同样利用氯化钙溶液作为除

速、水蒸汽活度等对收水效率的影响规律，并根据

湿溶液，研究了除湿溶液在吸收烟气中水分时的浓
度、温度等因素对除湿效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
溶液除湿应用于回收湿烟气中的水分具有较大潜
力，可实现近 ７０％ 的收水率，此外还确定了溶液浓
度、溶液温度等因素的最佳范围。 Ｆｏｌｋｅｄａｈｌ 等

［４６］

６００ ＭＷ 机组脱硫后湿烟气水分回收的计算结果表

明，该方法可低成本、高效率回收烟气中的水蒸汽，
且降低了烟气露点，具有节水减排、缓解烟道腐蚀的
作用。

对

目前，虽然基于膜法去除或回收烟气中的水分

燃煤电厂湿烟气中水分去除进行研究，采用溶液干

相关研究较多，但大多均在实验室研究阶段，主要是

燥剂除湿的方法去除烟气中的水分，且进行中试。

由于膜法分离存在浓差极化现象，严重影响膜分离

但前人 对 除 湿 过 程 中 的 传 质 传 热 相 关 机 理 研 究

效率；且烟气中存在较多的颗粒物和酸性气体，对膜

较少。

造成堵塞和腐蚀。

２ ６

膜法除湿技术
近年来随着膜技术的发展，膜材料与膜技术逐

３

烟气加压凝结消白技术

渐进入各工业领域，膜法除湿技术是基于膜科技的

收水及协同高效脱除湿法脱硫后的湿烟气中夹

发展而产生的技术，其基本原理是水蒸汽的浓度梯

带的污染物是燃煤电厂消除白色烟羽的根本目的。

度与膜的高效选择透过性。

因此，高效、低能耗地实现电厂可持续清洁生产是目

美国能源部和气体技术研究所

［４７］

于 ２０００ 年开

前解决电厂白色烟羽的重要方向。 上述消白技术均

发了一种基于纳米多孔陶瓷分离膜的新技术，该技

是通过常压条件下换热调温实现烟气消白，作者基

术可从烟气中提取部分水蒸汽和潜热，并将回收的

于前期工作基础发现，若能够通过烟道流场设计、调

水与热返回至蒸汽系统中，这是通过其传输膜冷凝

控，使烟气瞬间加压 ［５０］ （ 图 ９） ，烟气压力为 １．５ 或 ２

膜，遇到低温水冷凝，同时水蒸汽中的潜热转化为显

含湿量大幅降低，此时饱和湿烟气中的水蒸汽会凝
结成小液滴，再辅以高效分离装置，在烟气升压 － 凝

器（ ＴＭＣ） 实 现 的， 如 图 ８ 所 示。 水 蒸 汽 通 过 分 离
热，将低温水加热便于后续利用。

倍大气压时，其温湿曲线出现“ 下移” ，相同温度下

结的同时将凝结水分离。 当烟气压力恢复到常压状
态时，其含湿量降低约 ２２ ｇ ／ ｋｇ（ 增压至 １．５ 个大气
压） 。 同时，蒸汽凝结会释放大量潜热，湿烟气状态
点会移至点 Ｈ，烟气被排入大气后点 Ｈ—Ｃ 的路线
不会与温湿曲线相交，因此不会出现烟气凝结过程，
消除了白色烟羽现象。

Ｆｉｇ．８

图８

ＴＭＣ 工作原理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ＭＣ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Ｈｙｌｋｅ Ｓｉｊｂｅｓｍａ 等 ［４８］ 以聚醚砜微滤中空纤维膜

作为支撑材料，制备了具有 ＳＰＥＥＫ 表层的复合中空
纤维膜。 通过测试发现，在人工模拟烟气和真实烟
气中，该膜的水蒸汽渗透率、非水蒸汽的极低通透量

等性能优异。 在 １５０ ｈ 的人工烟气试验中，该膜可
实现 ０．６ ～ １．０ ｋｇ ／ （ ｍ ３ ·ｈ） 的水汽回收量，通透量与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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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加压凝结除湿技术路线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ｅｓｓｕｒｉｚｅｄ 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ｄｅｈｕｍｉ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烟气加压凝结消白技术不需要额外的换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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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不仅可有效回收湿烟气中水蒸汽，且可协同脱除
夹带的细颗粒污染物，实现燃煤电厂多污染物协同

［３］

脱除。 同时，蒸汽凝结液化释放大量潜热，提高了烟

［４］

［５］

［６］

［７］

［８］

化释放大量潜热，提高了烟气出口温度，烟气除湿与

［９］

［１０］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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