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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排放机组烟气换热器搪瓷换热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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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媒管式烟气换热器（MGGH）是锅炉烟气超低排放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环
境恶劣，换热管腐蚀机理复杂，解决换热管低温腐蚀是一项关键难题。通过换热管腐蚀机
理分析，表明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处于第Ⅱ腐蚀严重区。对比提出 2 种控制低温腐
蚀速率工程技术手段，满足要求的换热管材质为 316L、DIN1.4529、包塑管和搪瓷管，通
过研究、比选，发现选用搪瓷换热管可满足工程要求。从耐硫酸腐蚀能力、热传导性能、
材料机械性能、防冲刷抗磨损能力以及工程造价等方面论证，搪瓷换热管有优异的耐低温
腐蚀、抗磨损和热传导性能，且传热效果优于钢管，能很好地解决换热管低温腐蚀问题，
具有重要的工程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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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udy on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in GGH of coal-fired units with
ultra-low flue gas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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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ter medium heat pipe gas-gas heater (MGG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ltra-low flue gas emission
technology for coal-fired boilers, of which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is bad and the corrosion mechanism of the
heat exchange tube is complex, it is a key problem to solve the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of heat exchange
tube.Analysis on corrosive mechanism of the heat exchange tube shows that the low temperature section of the gas
reheater in the MGGH is located on the No.II serious corrosion zone. There are two engineering techniques to
control the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rate and the heat exchanger tube materials of 316L, DIN1.4529, plastic and
enamel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It finds that the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can meet the engineering
requirement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From several aspects such as the corrosion resistance of sulfuric
acid, thermal conductivity,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s, anti erosion & abrasion resistance and engineering
cost, the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h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resistance, wear resistance and heat conduction, and
the capability of heat transfer is superior to the steel pipe. It has been verified that the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can satisfy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 and has important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by engineering practice.
Key words: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gas-gas heater, ultra-low flue gas emission,
sulfuric acid dew point, corrosion protection
随着国家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燃煤锅炉烟气
超低排放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得到了快速发展。水媒
管式烟气换热器（MGGH）作为超低排放处理系统

烟气-水换热装置，由烟气冷却器和烟气再热器组
成，通过闭式热媒水系统，利用锅炉排烟余热加热
烟囱入口湿烟气，抬升排烟温度以消除烟囱冒白烟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调节、优化静电除尘器入口
烟温，提高脱硫及除尘系统的效率。MGGH 为两级

现象，改善烟气排放条件。
MGGH 烟气再热器运行环境恶劣，低温腐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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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严重，换热管易受浓缩酸液的腐蚀，如华能珞璜
电厂引进日本三菱公司的 MGGH，在运行过程中发
生了较严重的腐蚀[1]。如何解决烟气再热器低温腐

温低于酸露点 10~30 ℃时，
金属腐蚀速率出现峰值，
该区域为第Ⅰ腐蚀严重区；壁温进一步降低，金属
腐蚀速率随之下降，出现腐蚀谷值，该区域为第Ⅱ

蚀问题已经成为设计、制造和运行中的一个关键
难题。

安全区；随着壁温继续下降，凝结的硫酸酸液质量
分数接近 50%，且凝结量多，金属腐蚀速率增大，

1 MGGH 换热管腐蚀机理及应对措施

当壁温临近水露点，有大量水蒸气及稀硫酸凝结，

设备腐蚀的产生要有一定的腐蚀环境，不同的

出现第Ⅱ腐蚀严重区，腐蚀速率剧增。
MGGH 烟 气 再 热 器 的 热 媒 水 入 口 温 度 为

腐蚀环境下腐蚀机理不同。烟气脱硫工艺的腐蚀主

105 ℃，出口温度为 75 ℃，烟气再热器入口和出

要发生在吸收塔进气区段、反应区段和烟气离开吸

口烟气温度分别为 48、80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

收塔进入烟囱之前的区段 。脱硫后净烟气的腐蚀

的运行环境处于第Ⅱ腐蚀严重区。
主要有 2 种工程技术手段控制 MGGH 烟气再

[2]

是化学、物理和机械各因素叠加的复杂过程，其形
式多种多样，如化学腐蚀、电化学腐蚀、结晶腐蚀、

热器低温段的腐蚀速率：1）依据有限腐蚀理论[7]，

机械磨损腐蚀和应力腐蚀[3-4]。由于超低排放净烟气
的含尘量极低，其腐蚀主要表现为化学腐蚀和电化
学腐蚀。

调节 MGGH 烟气再热器热媒水的水温控制换热管

SO2、SO3 气体与烟气中的水蒸气结合，在锅炉
尾部低温区域凝结成酸液滴，造成设备强烈腐蚀，
这一现象被称为硫酸露点腐蚀，又称低温腐蚀。

良的换热管。在工程实践中，电厂机组负荷和锅炉

壁温在安全区域之内，将金属低温腐蚀速率控制在
＜0.2 mm/a 的合理范围；2）采用耐低温腐蚀性能优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换热管常发生强烈的低

燃煤成分波动频繁，制约了有限腐蚀理论在实际工
程中的应用。目前，解决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腐
蚀主要采用第 2 种技术手段，即选用耐低温腐蚀性

温腐蚀。酸露点的高低可表示烟气对换热管的低温

能优良的换热管。

腐蚀程度，露点愈高，腐蚀愈严重，其腐蚀速率与
金属壁面温度有很大关系[5-6]。图 1 为工程设计工况

2 MGGH 搪瓷换热管的可行性

（煤种含硫量为 1.0%）下锅炉尾部烟道内 20G、
ND 和 Corton 3 种钢材的低温腐蚀与管壁温度关

换热管防腐材料的选择本着经济适用、成熟可
靠、满足工艺要求、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小的原

系示意。

则，材料应具有优异的耐腐蚀、耐磨耐久性和耐温
变冲击能力。目前，常规耐酸腐蚀换热管材料主要
有 Ti、ND 钢、不锈钢（316L、254SMo 和 DIN1.4529
等）以及复合材料（搪瓷管、包塑管）等。
对于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换热管材料的
工程选择要求：1）材料必须具有优异的耐酸腐蚀能
力；2）材料具备良好的热传导性能和机械性能，具

图 1 低温腐蚀与管壁温度关系示意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and pipe wall temperature

由图 1 可见，管子壁温变化时，金属腐蚀速率
随之变化。图 1 有 2 个安全区和 2 个腐蚀严重区：
壁温大于酸露点的区域为第Ⅰ安全区，金属腐蚀速
率很低；当壁温下降，接近或小于酸露点时，气态
硫酸开始凝结成酸液，随着壁温不断降低，凝结酸
液量增加，硫酸浓度下降，腐蚀速率逐渐增大，壁

有足够的强度、韧性和刚度，满足防冲刷抗磨损能
力；3）材料具有与 MGGH 设备同等的使用寿命；
4）材料性价比较高，符合大规模工业化推广。
满足以上 4 个要求的换热管材料主要有 ND 钢、
316L、DIN1.4529、搪瓷管和包塑管（其中搪瓷管和
包塑管的基材采用 20G 钢）。研究发现，搪瓷换热
管能满足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换热管的材质
选用要求。
2.1 耐硫酸腐蚀能力
综合文献[8-10]和腐蚀曲线（图 1）
，并在实验
室进行特定条件的腐蚀试验。结果显示，对于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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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而言，在低浓度的硫酸溶液中，材料腐蚀速率
大；在质量分数>50%的高浓度硫酸溶液中，腐蚀速
率相对较小。这种现象是由于低浓度硫酸主要表现
为酸性，氢去极化作用加剧了腐蚀；高浓度硫酸主
要表现为氧化性，金属表面钝化降低了腐蚀速率。
各类防腐材料耐硫酸露点腐蚀能力见表 1。

Table 1

表 1 防腐材料耐硫酸露点腐蚀能力
The sulfuric acid dew point corrosion resistant
ability of corrosion protection materials
腐蚀速率/(mg·cm–2·h–1)

腐蚀倍数

ND 钢(09CrCuSb)

7.3

1

316L (S31603)

7.6

1.04

304(1Cr18Ni9)

21.7

2.97

DIN1.4529(N08926)

4.94

0.68

20G(碳钢)

103.5

14.18

搪瓷管

0.01

0

包塑管

0

0

钢种

发

电

2017 年

2.2 热传导性能
对于烟气换热器而言，换热管材的换热性能是
最重要的性能指标之一。对 2 种采用不同基材的搪
瓷换热管导热系数进行了测试。20G 钢基材的搪瓷
换热管规格为38 mm×4 mm，316L 不锈钢基材的
搪瓷换热管规格为38 mm×3 mm，2 种换热管搪瓷
层厚度均为 170~300 m。经实验室检测，室温
20.5 ℃时，20G 钢换热管涂搪瓷前后的热传导系数
分别为 57.29、54.53 W/(m·K)，热传导系数下降
4.8%；316L 钢换热管涂搪瓷前后的的热传导系数分
别为 116.0、111.5 W/(m·K)，热传导系数下降 3.9%。
测试结果与文献[12-13]的结论相吻合，搪瓷管比同
规格的无搪瓷管传热性能降低不超过 5%。
由于换热管外壁灰垢和内壁水垢的厚度相对
管壁厚度而言比较小，可忽略。钢管换热管的对流
传热系数如式(1)所示。

K1 

注：腐蚀速率测试环境为 70 ℃，质量分数为 50%的硫酸溶液。

表 1 材料腐蚀速率的测试环境十分接近 MGGH
烟气再热器的实际运行环境，处于第Ⅱ腐蚀严重
区，硫酸酸液质量分数接近 50%。测试数据显示，
搪瓷管、包塑管等复合材料，以及 ND 钢、316L 和
DIN1.4529 不锈钢均具有较好的耐硫酸露点腐蚀能
力，而 304 钢和 20G 钢无法满足工程耐腐蚀要求。
由于脱硫后净烟气含有残留的 Cl–、F–，根据文献[9]
实验数据，ND 钢在含有 HCl、HF 的硫酸溶液中耐
腐蚀能力大打折扣。另外根据工程实际使用情况，
316L 也不是理想的 MGGH 换热管材料。图 2 为某
电厂 MGGH 运行 3 个月后烟气再热器低温段 316L
材料的腐蚀情况，肉眼可见锈蚀。
据腐蚀试验[11]数据，搪瓷在硫酸中具有非常优
秀的耐腐蚀能力，与碳钢和不锈钢比较，腐蚀速率
可降低 2~3 个数量级，耐腐蚀性更好。

图 2 MGGH 换热管低温腐蚀情况(316L)
Fig.2 The low temperature corrosion of heat exchange tube
for MGGH (316L)

1


D


1 D
 ( )h1  b1  o  ( )s   o
0 
b1 Di

 i Di
1

(1)

式中：K1 为钢管总传热系数，W/(m2·K)；Do 为管道
外径，m；Di 为管道内径，m；α0 为烟气侧传热系
数，W/(m2·K)；αi 为水侧传热系数，W/(m2·K)；为
热传导系数，W/(m·K)；δ 为厚度，m；下标 h1 表
示灰垢，s 表示水垢，b1 表示管道。
另外，由于搪瓷层的厚度相对管壁厚度不到
10%，搪瓷换热管的对流传热系数如式(2)所示。

K2 

1


D


1 D
 ( )h2  b2  o  ( )s   o
0 
b2 Di

 i Di
1

(2)

式中：K2 为搪瓷管总传热系数，W/(m2·K)；下标 b2
表示搪瓷管，h2 表示搪瓷管灰垢。
以基材采用 20G 钢，规格为38 mm×4 mm 的
搪瓷换热管为例，搪瓷管釉层厚度 300 μm，表面绝
对粗糙度为 0.005 mm，而钢管表面绝对粗糙度为
0.2 mm，为搪瓷管的 40 倍；搪瓷管表面光洁，不易
粘灰，灰垢层热传导系数是钢管的 2 倍左右，取钢
管灰垢热阻(/)h1=0.002 (m2·K)/W，搪瓷管灰垢热
阻( / ) h2 =0.001 (m2 ·K)/W。钢管 b1 =4 mm，  b1 =
5 7 . 2 9 W / ( m ·K ) ； 搪 瓷 管  b 2 = 4 . 3 m m ，  b 2 =
54.53 W/(m2·K)；换热器设计取值0=80 W/(m2·K)，
α i = 5 0 0 0 W / ( m 2 ·K ) ， 水 垢 热 阻 (  /  ) s =
0.000 17 (m2·K)/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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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数值计算，钢管 K1=66.61 W/(m2·K)，
搪瓷管 K2=71.31 W/(m2·K)。可见，在受热面布置相
同的情况下，搪瓷管总体传热效果要优于钢管，钢

表 2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各种用材工程造价
（2014 年价格）
Table 2 The material price of low-temperature section in
gas reheater of MGGH (in 2014)

管涂搪瓷后能够满足 MGGH 的换热要求。
2.3 机械性能
MGGH 烟气再热器换热管外径为38 mm，搪
瓷层厚度为 170~300 μm。根据试验数据[14]，当搪瓷
换热管的搪瓷层厚度小于 1 mm，换热管内、外壁的
工作温度差值小于 150 ℃时，换热管具有优异的热
稳定性。搪瓷层厚度与换热管最大应力的关系如
图 3 所示，试验表明搪瓷换热管能够满足 MGGH
烟气再热器的热冲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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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90 t

总造价/
万元
540

差价/
万元
基准

90 t

2 520

1 980

24 万 m

3 600

3 060

270

–270

单价

总量

进口 316L

6 万元/t

DIN1.4529

28 万元/t

进口包塑管

150 元/m
(1+2)万元/t
(基材+搪瓷)

90 t

20G 钢搪瓷管

3 搪瓷换热管应用实践
某发电厂超超临界 2×1 000 MW 燃煤机组的
锅炉设计煤种含硫量为 1.0%，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
超低排放标准。MGGH 烟气再热器设计入口烟气温
度 48 ℃，出口烟气温度 80 ℃。该厂 MGGH 烟气
再热器低温段采用 20G 钢搪瓷换热管，换热管规格
Φ38 mm×4 mm，直管长度 12 040 mm，搪瓷层厚度
170~300 μm。搪瓷换热管主要理化性能见表 3。

Table 3
项目

图 3 搪瓷层厚度与最大应力的关系
Fig.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amel layer thickness and
the maximum stress

搪瓷换热管的机械性能是由基材性能所决定，
其物理机械性能与基材相同。
2.4 防冲刷抗磨损能力

表 3 搪瓷换热管主要理化性能指标
Main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性能指标

标

准

耐硫酸

30%（质量分数，下同）硫酸，
沸腾 18 h，侵蚀量≤2.0 g/m2。

ISO 28706—2

耐盐酸

20%盐酸，沸腾 6 h，
侵蚀量≤3.5 g/m2。

ISO 28706—2

耐氢氟酸

0.1‰氢氟酸，50 ℃，
沸腾 6 h，侵蚀量≤2.0 g/m2。

密着性（附着力） 1 级或以上。
耐电火花

2 000 V 测试漏电点个数
≤5 个/0.09 m2。

耐热急变性

加热到 300 ℃，放入水
介质(23±3) ℃，无裂纹。

EN 10209

DEZ—MB7.7.1

经测定，搪瓷釉层的维氏硬度 HV=652，是普
通碳素钢的 5.7 倍[15]。

2015 年 MGGH 投入运行。2016 年 5 月和

为了测试搪瓷换热管的防冲刷抗磨损能力，模
拟电厂烟气运行环境，对搪瓷管与 ND 钢管进行耐
冲刷对比试验。试样钢管外径38 mm，长 100 mm，
试 验 烟 气 流 速 10 m/s， 烟 气 的 烟 尘 质 量 浓 度
35 g/m3。试验结果显示，ND 钢管（壁厚 4 mm）寿
命预估值 40 000~50 000 h；搪瓷管（搪瓷层厚度
300 μm）寿命预估值 80 000~100 000 h，是 ND 钢
管的 2 倍。

10 月分别对 2 台机组的 MGGH 烟气再热器进行了
检查，换热管搪瓷层完好无损，符合预期要求。
图 4 为检查现场拍摄的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
搪瓷管照片。由图 4 可见，搪瓷换热管无锈蚀情况。

2.5 工程造价
表 2 为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换热管用材
工程造价比较。由表 2 可见，20G 钢搪瓷换热管的
工程造价具有突出优势。

图 4 MGGH 烟气再热器低温段搪瓷管照片
Fig.4 The photograph of enamel heat exchange tube in lowtemperature section of MGGH gas reheater

http://www.rlfd.com.cn

热

134

力

4结 论
1）与基材钢材相比，搪瓷表面光滑不易结垢和
积灰，总体传热效果优于钢管，且防热冲击和耐冲
刷抗磨损能力优异；与耐酸不锈钢材料相比，可降
低工程造价。
2）通过工程应用实践，搪瓷换热管可以有效解
决 MGGH 烟气再热器的低温腐蚀问题，在燃煤电
厂烟气低温防腐领域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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