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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之后，由于污染物排放限值的降低和治理设备运行压力的增加，机
组烟气净化设备出现了新问题。部分电厂除尘器净烟室、引风机风道、脱硫系统入口烟道
等位置集中出现大量白色结晶物，实验室化验分析得知该结晶物主要成分 90%以上为氯化
铵，对氯化铵结晶反应的机理进行了研究和计算。结果表明：烟道内氯化铵开始发生结晶
的温度为 75~115 ℃，即空气预热器出口至脱硫系统入口之间的区域，该区域包含除尘器、
引风机、或气气再热器（GGH）等重要辅机设备；氯化铵结晶不但会堵塞设备，还会严重
腐蚀烟道壁面等部位；提出日常运行过程中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控制烟气中逃逸氨质
量浓度和氯化氢质量浓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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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ultra-low emission transformation, the contaminants emission limits of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re reduced hugely and the statuses of emission reduction equipment are getting worse simultaneously. Hence, new
operation problems have appeared in the flue gas purification equipment. Crystallization problem has taken place
in the flue system of some coal-fired power plants, such as on the surface of bag filter clean room, induced draft fan
hub, FGD inlet flue and so on. The results of the cryst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ain component of crystalline is
ammonium chloride, which is up to 90%. In this study, the crystallization reaction mechanism of ammonium
chloride was studied and calcul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rystallization temperature of ammonium chloride is
about 75-115 °C. Therefore, the crystallization problems of ammonium chloride could be found in the dust separator,
induced draft fan and GGH. The crystallization of ammonium chloride could not only clog the equipment, but also
corrode the surfaces of the flu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situation, so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re proposed. And this paper suggested to reduce the concentrations of ammonia and hydrogen chloride
in the flue gas to avoid the crystallization problem of ammonium 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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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其中化石燃料的燃烧和利用是造成环境
污染的主要原因。作为我国的煤炭消耗大户，燃煤
电厂要在 2020 年前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东、中部地区要提前至 2017 年和 2018 年达标[1]。
超低排放改造后的燃煤电厂，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
一系列新的问题[2]。例如由于脱硝系统出口氮氧化
物排放质量浓度限值的降低，对喷氨系统的运行状

b) 引风机轮毂表面结晶物

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增加了后续设备稳定运行
的难度。
部分燃煤电厂在超低排放改造后的停机检查
中发现，选择性催化还原（SCR）脱硝系统之后除
空气预热器（空预器）
、除尘器等设备发生硫酸氢铵
的板结与堵塞外，在除尘器、引风机、脱硫系统入
口等烟道处还发生了大量氯化铵晶体的沉积与板
结，脱硝系统后续设备的运行状况较超低排放改造
前严重恶化。本文从燃煤电厂烟道内氯化铵结晶的

c) 除尘器出口烟道壁面结晶物

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验室化验、结晶机理研究、

图 1 白色结晶物照片
Fig.1 The photos of white crystal

现场运行控制等对氯化铵结晶问题进行全面分析
与 研 究 ，为 燃 煤电 厂 的安 全 稳 定运 行 提供 理 论
依据。

2 氯化铵结晶实验室分析
2.1 引风机轮毂表面结晶物

1 氯化铵结晶情况
图 1 为白色结晶物照片。
该结晶物为长度 3 mm
左右的细长杆状多面体晶体结构，多层晶体密集堆
积并板结在一起，厚度可达 10 mm 以上。在除尘器
净烟室和出口烟道附近存在大量白色结晶物，说明
有相当一部分结晶物通过滤袋之后析出并沉积下
来，导致除尘器对结晶物的去除效果下降。图 1b)中
引风机轮毂表面的结晶物底层呈黄色，并附着一层
黑色腐蚀产物，表明结晶物对烟道表面产生了一定
的腐蚀。

取某电厂引风机轮毂表面的结晶物进行实验
室分析，结果见表 1。由表 1 可见：引风机轮毂表
面结晶物中 91.10%均为氯化铵；结晶物 450 ℃下
的灼烧减量高达 99.49%，而 900 ℃下灼烧减量仅
增加 0.20%。根据 DL/T 1151.22—2012[6]对引风机
轮毂表面结晶物 900 ℃灼烧产物进行分析，结果见
表 2。由表 2 可以看出：结晶物灼烧产物的主要成
分为三氧化二铁，占 67.10%，其主要是引风机轮毂
表面的腐蚀产物；灼烧产物中含有二氧化硅等成
分，表明结晶物中含有部分烟尘等烟气颗粒物。

Table 1

表 1 引风机轮毂表面结晶物主要成分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rystal on the surface of
induced draft fan hub

项目

数值

检测方法

氨(NH3

306.2

DL/T 260—2012[3]

氯化物(Cl-)/(mg·g-1)

620.2

GB/T 15453—2008[4]

灼烧减量(450 ℃)/%

99.49

DL/T 1151.4—2012[5]

灼烧减量(900 ℃)/%

0.20

DL/T 1151.4—2012[5]

)/(mg·g-1)

a) 袋式除尘器净烟室壁面结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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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引风机轮毂表面结晶物 900 ℃灼烧产物主要成分
Table 2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rystal on the surface of
induced draft fan hub after burning at 900 ℃
w/%
项目

数值

三氧化二铁(Fe2O3)

67.10

氧化钙(CaO)

2.92

氧化镁(MgO)

1.02

二氧化硅(SiO2)

12.30

三氧化二铝(Al2O3)

6.88

氧化铜(CuO)

—

磷酸酐(P2O5)

0.30

硫酸酐(SO3)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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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验室分析结果可以得知：部分电厂除尘器
净烟室壁面或引风机轮毂表面发生的结晶物主要
成分为氯化铵；烟气通过除尘器附近的温度区间
时，其中的氯化铵大量沉积。

3 氯化铵结晶机理
3.1 氯化铵结晶反应机理

2.2 袋式除尘器净烟室壁面结晶物
取另一家燃煤电厂袋式除尘器净烟室壁面结
晶物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见表 3。由表 3 可见：袋
式除尘器净烟室壁面结晶物中氯化铵的质量分数
为 95.56%；结晶物在 450 ℃时的灼烧减量高达
99.05%。
表 3 袋式除尘器净烟室壁面结晶物主要成分
Table 3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rystal on the surface of
bag filter clean room

煤炭燃烧过程会排放出氯化氢等污染气体，煤
中氯元素的平均质量分数为 200 g/g[7]，燃煤烟气
中氯化氢质量浓度约为 50 mg/m3[8]。脱硝系统在运
行过程中会喷入氨气作为还原剂，由于喷氨不均、
流场不均等原因，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氨逃逸现象。
脱 硝 系 统出 口 氨逃 逸 质量 浓 度 控制 指 标为 小 于
2.28 mg/m3[3]，然而超低排放改造后，很多电厂实际
氨逃逸质量浓度高于此排放标准。氯化氢和氨气在
337.8 ℃时开始发生化合反应生成氯化铵[9]：
(1)
NH3 + HCl
NH4Cl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反应(1)的吉布斯函数为
 r Gm   r Gm  RT ln   PB p  

vB

(2)

B

项目

数值

检测方法

氨(NH3)/(mg·g-1)

321.5

DL/T 260—2012[3]

氯化物(Cl-)/(mg·g-1)

640.8

GB/T 15453—2008[4]

灼烧减量(450 ℃)/%

99.05

DL/T 1151.4—2012[5]

0.23

1151.4—2012[5]

灼烧减量(900 ℃)/%

DL/T

根据 DL/T 1151.22—2012[6]对袋式除尘器净烟
室壁面结晶物在 900 ℃下的灼烧产物进行成分分
析，结果见表 4。由表 4 可以看出，结晶物灼烧产
物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占 53.27%。可见，900 ℃
下结晶物灼烧产物主要成分为烟尘等烟气颗粒物。

式中：ΔrGm 为反应(1)的摩尔反应吉布斯自由能变，
表示为焓和熵的函数；Δr Gm 为反应(1)的标准摩尔
吉布斯自由能变；R 为气体常数；T 为反应温度；
PB 为组分 B 的逸度，表示为其逸度系数和分压的乘
积；pΘ 为标准压力；vB 为反应方程式中组分 B 的化
学计量系数。
 r Gm   r H m  T  r Sm
(3)
  vB f H m  B  T  vB  f Sm  B
B

B

PB  B  pB

(4)

m


m

式中：  r H 为标准摩尔焓变；  r S 为标准摩尔熵
表 4 袋式除尘器净烟室壁面结晶物 900 ℃灼烧产物
主要成分
Table 4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rystal on the surface of
bag filter clean room after burning at 900 ℃
w/%
项目

数值

二氧化硅(SiO2)

53.27

三氧化二铝(Al2O3)

25.23

三氧化二铁(Fe2O3)

2.39

氧化钙(CaO)

8.01

氧化镁(MgO)

1.36

硫酸酐(SO3)

4.27

二氧化钛(TiO2)

1.09

氧化钾(K2O)

1.31

氧化钠(Na2O)

0.85

磷酸酐(P2O5)

0.38

变 ； f H m  B 为 组 分 B 的 标 准 摩 尔 生 成 焓 ；
f Sm  B 为组分 B 的标准摩尔熵；B 为组分 B 的

逸度系数；pB 为组分 B 的平衡分压。
基于对应态原理计算氯化氢和氨气的逸度系
[10]
数 ，并根据化工热力学数据手册 [11]将气态氯化
氢、气态氨气以及固态氯化铵的 f H m 、  f Sm 代入
上式，得到氯化铵结晶反应达到平衡时，温度与气
态反应物分压的关系[12]：
176
T
(5)
0.287 0  0.008 314ln 7.5  105  pHCl  pNH3





式中 K  pHCl  pNH3 ，代表结晶反应的平衡常数。氯
化铵结晶达到平衡时，结晶温度随平衡常数的变化
如图 2 所示[10]。
http://www.rlfd.com.cn

第3期

董锐锋 等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后烟道氯化铵结晶原因分析及对策

131

吸湿点时，氯化铵晶体就会发生吸潮并板结[13]。燃
煤烟气中的水分含量较高，相对湿度也会达到较高
值[14]，促进了氯化铵晶体的吸潮和板结。吸潮后的
氯化铵晶体腐蚀性较强，会对烟道壁面等部位产生
较强的腐蚀作用[15]，长期运行会大幅降低机组设备
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4 运行维护对策
超低排放改造前，燃煤电厂氯化铵结晶的问题

图 2 氯化铵结晶平衡曲线
Fig.2 Equilibrium curve of NH4Cl crystal

并不十分突出，常出现硫酸氢铵沉积与板结、硝酸
铵结晶等问题。而在超低排放改造后，部分电厂集

以燃煤烟气中氯化氢质量浓度 50
为基
准，当脱硝系统出口氨逃逸质量浓度为 2.28 mg/m3

中出现的氯化铵结晶问题，从而反映了超低排放改
造之后，脱硝系统运行效率与后续设备稳定运行之

时，由式(5)可得氯化铵的结晶温度为 92.4 ℃。而
当燃煤烟气中氯化氢质量浓度升至 100 mg/m3，且

间的矛盾。
氯化铵结晶并非氨逃逸过量所产生的唯一后
果，通常还伴随着硫酸氢铵沉积板结等现象。硫酸

mg/m3

氨逃逸质量浓度升至 22.8 mg/m3 时，氯化铵的结晶
温度就会升高至 112.3 ℃。当燃煤烟气中氯化氢质
量浓度降低至 20 mg/m3，并且氨逃逸质量浓度降至
0.5 mg/m3 时，氯化铵的结晶温度会降为 77.6 ℃。

氢铵熔点 146.9 ℃，沉积温度为 150~200 ℃，当温
度低于 185 ℃时，气态硫酸氢铵会大量凝结[16]。硝
酸铵沸点 210 ℃，熔点 169.6 ℃，当温度下降至

3.2 氯化铵结晶原因及位置

210 ℃以下时，气态硝酸铵会发生凝结[17]。氯化铵

根据燃煤电厂现场运行的实际情况，并基于对

的沉积温度(75~115 ℃)低于硫酸氢铵和硝酸铵的

氯化铵结晶反应机理的研究，烟道内氯化铵开始发

沉积温度，所以氯化铵的结晶问题仅会在硫酸氢铵
沉积问题较为严重时产生，因此比硫酸氢铵沉积发

生结晶的温度为 75~115 ℃。该温度区间为空预器
出口至脱硫系统入口之间的区域，包含了除尘器、
引风机等重要辅机设备，部分电厂还配备有烟气-烟
气再热器（GGH）
。GGH 更易引起氯化铵晶体的析
出与沉积。
烟气中氨逃逸质量浓度和氯化氢质量浓度较
低时，氯化铵结晶温度也会降低，当结晶温度低于
脱硫系统入口的烟气温度时，则不会发生氯化铵结
晶沉积现象，烟气中的逃逸氨和氯化氢将被脱硫系

生的概率小。因此，发生氯化铵结晶时，表明脱硝
系统氨逃逸的问题已经极其严重。
由于氯化铵结晶反应是可逆反应，所以当烟气
温度高于氯化铵的结晶温度时，氯化铵晶体就会重
新分解变为气体。根据该特性，虽然可以采用蒸汽
吹灰、局部加热等方式对氯化铵结晶较为严重的部
位进行清理，但是分解之后的氯化铵晶体会在温度
较低的区域重新结晶并沉积。因此，沉积的氯化铵

统的浆液捕集和脱除。烟气中氨逃逸质量浓度和氯
化氢质量浓度较高时，氯化铵结晶温度也会升高，
且在引风机、除尘器、甚至空预器出口等部位发生
大量氯化铵结晶沉积现象，影响机组和设备的正常
稳定运行。
当氯化铵的结晶温度恰好位于除尘器出口与
引风机之间的位置时，除尘器将无法对烟气中的氯
化铵晶体进行捕集，结晶并沉积在除尘器之后的氯
化铵晶体会严重影响引风机的安全稳定运行。
由于氯化铵易吸潮，烟道内的氯化铵晶体会发

晶体很难被彻底清除，仅能通过控制氨逃逸质量浓

生多层堆积、板结的现象。氯化铵晶体的吸湿点一
般在湿度 76%左右，当晶体周围气体相对湿度大于

会引起烟气净化设备的非正常运行。当氮氧化物排
放浓度过低时，会引起空预器、脱硝催化剂等设备

度和氯化氢质量浓度，抑制氯化铵结晶。
4.1 合理制定环保指标
燃煤电厂在超低排放改造后，烟气中的污染物
排放水平大幅下降，且在运行过程中留有充分的余
量，以应对机组负荷、燃用煤质以及工作环境的变
化。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部分电厂污染
物排放浓度监测数据低于检出限和监测下限，例如
氮氧化物排放质量浓度长期控制在 4 mg/m3 以下等
情况。以现阶段技术水平来强行降低排放浓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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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喷氨过量对机组的安全运行危害极大。目前，
国内外氨逃逸监测技术的应用仍不够成熟。例如：
电厂氨逃逸监测装置通过角对冲安装，或通过烟气

上都需要相应调整。电厂进行喷氨优化试验周期为
半年或一年，而催化剂所需要的喷氨量分布是以小
时甚至分钟为单位变动的。因此，急需开发出一套

旁路进行监测，由于烟道内烟气分布极不均匀，使
得装置取样无代表性；氨逃逸监测装置通过光纤传

实时全自动喷氨优化调整系统。
4.3 定期检测氨逃逸质量浓度

输分析，
其在传输过程中本身就会有 50%~95%的能

目前，在线氨逃逸质量浓度监测装置在实际应

量损耗，测量精度不够，只能达到 0.15~0.30 mg/m3
的分辨率，测量误差较大。因此，长期维持较低的

用过程中的数据可靠性普遍较差，因此定期进行氨

氮氧化物排放质量浓度，对机组正常运行不利，且

逃逸化学法采样与分析测试试验十分必要。建议依
据火电厂烟气 SCR 脱硝系统运行技术规范（DL/T

影响一旦产生就较难消除。

335—2010）每季度开展一次氨逃逸质量浓度检测，

因此，为保证机组运行的经济性和稳定性，稳
定运行工况下推荐污染物排放质量浓度指标约为

确保氨逃逸在合理范围内，减少因此带来的硫酸氢

标准指标的 80%以下。
4.2 定期优化脱硝系统喷氨分布
对于 SCR 脱硝系统而言，氨气的喷入量和喷氨

铵、氯化铵等结晶物堵塞问题。
在进行氨逃逸质量浓度检测时，应在烟道平面
上选取多个平均分布的采样点进行采样分析，最终
结果取平均值。

分布是非常重要的运行指标。喷氨不足时会直接导
致氮氧化物排放质量浓度的升高，喷氨过量时又会

4.4 优化监控系统

因增加硫酸氢铵、氯化铵等产物而导致烟道下游设

排 烟 口 烟 气 自 动 监 控 系 统 （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CEMS）的氮氧化物质量浓度监

备堵塞，喷氨不均可同时引起氮氧化物排放质量浓
度和氯化铵等副产物的增加。因此，对 SCR 脱硝系

运行过程中，SCR 脱硝系统喷氨量主要依据总

测数据进行实时调整。因此，CEMS 的准确性对脱

统进行喷氨优化和喷氨分布调整对保证燃煤电厂

硝系统的运行效果尤为重要。

正常运行有重要意义。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CEMS 的烟气采样应采
用 2 点或 3 点采样的方式，减小由于氮氧化物分布

目前，电厂一般是依据脱硝前氮氧化物质量浓
度与烟气流量，结合氨逃逸质量浓度来自动调整喷
氨母管的氨气流量。虽然，该系统可实时自动调整
喷氨量，但无法调整喷氨格栅中喷氨量分布。因此，
需要电厂定期通过喷氨优化调整实验，人工调整喷
氨分布[18]。人工调整喷氨分布具体步骤为：将烟气
采样枪依次插入 SCR 脱硝反应器出口烟道外壁各
采样孔内，对烟道内氮氧化物质量浓度分布情况进

不均所引起的 CEMS 监测数据偏差。
实际运行过程中，烟道内烟气流动及污染物浓
度分布不均，因此烟气分析系统采样点的位置对分
析结果影响很大。部分电厂的采样装置安装位置不

行采样分析；然后根据各采样孔氮氧化物质量浓度

合理，且无法满足“前四后二”
（即 CEMS 采样点
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4 倍烟道直径以及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2 倍
烟道直径的位置）的要求，应在停机检修过程中予

与平均值的偏离情况，调整喷氨格栅各喷氨支管阀

以改进。

门开度，直至氮氧化物质量浓度分布的相对标准偏
差低于 10%。喷氨调整后，脱硝系统出口氨逃逸质
量 浓 度 也趋 于 均布 ， 从而 保 障 后续 设 备的 稳 定
运行。
在机组负荷变动或脱硝系统氮氧化物质量浓
度变动较大时，喷氨母管喷氨量的控制优化也十分
重要。喷氨控制在调整时应避免喷氨量超调、震荡、
调整时间过长等现象，对控制系统参数进行适应性
优化。然而，随着锅炉负荷、烟道挡板开度、氮氧

脱硫塔出口烟气湿度大，采样系统伴热装置无
法保证管路内不会发生水蒸气的冷凝，而采样管内
液态水的存在对测量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且采样探
头容易腐蚀结垢，影响监测设备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因此，CEMS 应确保日常维护和检修。在日常
运行维护之余，应定期对 CEMS 监测数据的有效性
进行比对监测或数据审核，及时解决 CEMS 日常运
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化物质量浓度分布、烟道气体流量分布等多个因素
的变化，SCR 脱硝催化剂各区域内所需喷氨量理论

4.5 降低炉膛出口氮氧化物质量浓度
在超低排放改造之后，氮氧化物排放限值的降
低给 SCR 脱硝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加剧了脱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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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和后续设备堵塞之间的矛盾。目前，常见的脱
硝技术还有协同脱硝技术，即尽量降低炉膛出口氮
氧化物质量浓度，主要措施有低氮燃烧器增效、增

化铵结晶问题，主要是脱硝系统喷氨不均或喷氨过
量导致的氨逃逸质量浓度严重超标所致。烟道内氯
化铵开始发生结晶的温度为 75~115 ℃，该区域包

设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脱硝系统等方式。
低氮燃烧器是利用分级燃烧、烟气再循环、低

含除尘器、引风机、GGH 等重要辅机设备。
3）建议燃煤电厂合理制定环保指标，定期进行

氮预燃室、改善燃烧与空气混合情况等方式来抑制

脱硝系统喷氨优化调整，定期人工检测氨逃逸质量

燃烧过程中氮氧化物的生成，炉内低氮燃烧技术可
使氮氧化物减排量减少 50%。

浓度，优化监控系统，降低炉膛出口氮氧化物质量
浓度，保证烟道保温效果，尽量燃用优质煤等。

SNCR 脱硝系统是在锅炉炉膛 900~1 100 ℃区
间喷入脱硝还原剂，使其进行 SNCR 脱硝反应，此
时脱硝效率为 30%~50%。SNCR 脱硝系统与 SCR
脱硝系统联合运行时，SNCR 脱硝系统中未完全反
应的脱硝还原剂将会同烟气一起进入 SCR 脱硝反
应区，在催化剂的作用下进一步发生脱硝反应，保
证较高的整体脱硝效率。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
SNCR 脱硝系统运行效果受锅炉负荷、流场分布等
因素影响较大，因此需加强 SNCR 脱硝系统运行控
制，或仅在高负荷情况下运行，防止 SNCR 脱硝系
统运行情况不稳定对整体脱硝效果和后续设备产
生负面影响。
4.6 保证烟道保温效果
由于氯化铵结晶沉积温度为 75~115 ℃，比空
预器出口温度低，因此在后续烟道或设备温度较低
处，极易发生结晶沉积现象。机组正常运行过程中，
应保证烟道等设备的保温效果，避免局部温度过低
而使氯化铵结晶大量沉积，在冬季运行过程中应尤
其注意。
4.7 尽量燃用优质煤
由于燃煤烟气中氯化氢质量浓度是氯化铵结
晶温度和结晶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燃用氯元
素含量较低的煤种，对缓解氯化铵结晶问题具有明
显的效果。现阶段受政策调控影响，燃煤电厂燃用
煤质水平大幅提升，对减轻燃煤机组的污染物治理
压力和降低机组设备的运行维护费用效果明显。

5结 论
1）超低排放改造后，随着燃煤电厂氮氧化物排
放限值的降低，氨逃逸质量浓度的增加，带来了后
续设备堵塞、氯化铵结晶沉积等问题，严重影响了
机组的正常稳定运行。
2）部分电厂集中出现氯化铵结晶问题，主要发
生在除尘器净烟室、引风机风道内、脱硫系统入口
烟道等位置。燃煤电厂相关设备和烟道内发生的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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