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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介绍

Nuclear

Thermal Hydro

Wind Solar Railway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2015年6月，由原中国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重组组建。

 国家电投是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之一，拥有核电、常规电全

产业链能力，是致力于全球能源发展的世界 500 强企业。

 总资产：9483 亿人民币（USD 143billion）

 总装机：121.8GW

 清洁能源 = 44.7%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介绍——远达环保

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很强的技术支撑体系，建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烟气污染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单位、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燃煤烟气净化工程研究中心

•重庆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科研平台。

国家电投集团旗下唯一的节能环保产业平台，
以环保为主业的上市企业。

中国在烟气综合治理、核环保、催化剂制造
等领域的领军企业。

项目分布在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及印度、
印尼、越南、土耳其、俄罗斯等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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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式电除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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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3控制技术

CO2捕集技术

废水零排放技术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1 沸腾式泡沫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BFI）

 一种适用于燃煤锅炉烟气超低排放的应用技术，具有单塔高效、投资少、能耗

低、适应性强、稳定性高、工期短、不额外增加场地等特点。

 该技术主要由沸腾式泡沫传质构件、精细化喷淋和高效除雾等三部分组成。

精细化喷淋

沸腾式传质构件

性能指标：

脱硫：效率>99%； < 35mg/Nm3

除尘：效率>80%; < 5mg/Nm3

高效除雾器：出口雾滴<20mg/Nm3

高效除雾器



2.1 沸腾式泡沫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BFI）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沸腾式泡沫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BFI）应用业绩

名称 机组大小

华能金陵电厂 2×1030MW

河南平顶山电厂 4×1000MW

上海漕泾电厂 2×1030MW

江苏南通电厂 2×350MW

上海外高桥第一发电厂 4×320MW

河北良村电厂 2×330MW

上海吴泾电厂 2×300MW

甘肃兰州电厂 2×300MW

山西赵庄电厂 2×660MW

名称 机组大小

江西新昌电厂 2×700 MW

贵州贵溪电厂 2×640 MW

江西景德镇电厂 2×600MW

辽宁抚顺热电 2×300MW

河南开封电厂 2×630MW

江西丰城二期 2×700MW

广东博贺电厂 2×1000 MW

广东珠江电厂 1×1000 MW

……. …….

 BFI业绩：共计82台机组、累计装机容量超过44700MW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1 沸腾式泡沫脱硫除尘一体化技术（BFI）

 2016年度第五届全国电力行业设备一等奖

 重庆市科学技术成果评审：专家一致认为该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2 蜂窝式高效离心除雾器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玻璃钢筒体

叶片

收挡水装置

蜂窝式高效离心除雾器原理

 基本原理：通过在蜂窝管内安装旋流离心元

件，提高雾滴的湍流凝并效果，并在惯性力、

离心力、重力等共同作用下，通过蜂窝管式

的特殊结构，将烟气中的雾粒有效收集。

蜂窝式高效离心除雾器结构

 旋流叶片: 具有详细设计及计算方法；

 筒体：玻璃钢材质，抗腐蚀能力强，使用时

间可达25年；

 收挡水装置；

 冲洗水装置：冲洗效率高，冲洗水量小。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明
显
石
膏
沉
积

蜂窝式高效离
心除雾器

660MW机组
实测蛇形管图
样（常规高效
除雾器）

2.2 蜂窝式高效离心除雾器

技
术
特
点

除雾效果优

雾滴含固量低

冲洗水量少

安装方便

低负荷运行效果好

大连甘井子300MW机组

40%负荷下雾滴平均含量

为24.5mg/Nm3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大连发电项目采用国家电投远达公司BFI2.0新技术，采用的工艺为单塔4层喷淋+沸腾式

传质构件2.0+无壁流装置+蜂窝式高效离心除雾器。

 设计烟气量为168万Am3/h，吸收塔流速为4.1m/s，除雾器筒体内流速5.9m/s。

 除雾器荷载：除雾器设备总重18.6吨(不含上、下层冲洗水系统）；检修荷载3KN/m。

2.2 蜂窝式高效离心除雾器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大小 应用情况 备注

1 大连发电厂 1×300MW 投运 国家电投

2 广东台山电厂 2×1000MW 中标 粤电集团

3 湖南永州电厂 2×1000MW 中标 神华集团

4 天伟电厂 1×330MW 投标 新疆天业集团

5 天辰化工电厂 1×135MW 投标 新疆天业集团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3 湿式电除尘技术

技术背景

 现有电除尘器对PM2.5等细微粉尘和雾滴捕集效率较低，烟尘排放难以达标。

 经湿法脱硫后导致烟囱风向的下游经常出现酸雨、石膏雨、蓝烟等现象。

 湿式电除尘器是现阶段燃煤电厂达到超低排放的另一条技术路线。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容量

1 漕泾电厂 2×1000 MW

2 二郎电厂 2×660 MW

3 渭河电厂 2×300 MW

4 高河电厂 2×660 MW

5 金光电厂 2×660 MW

应用业绩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3 湿式电除尘技术

研究成果

 湿式电除尘技术为自主研发技术，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申请专利11项(发明4项)，

授权专利8项(发明1项) 。

主要创新点

 燃用高硫份、高灰份燃煤，出口粉尘仍在
5mg/Nm3以内，PM2.5细颗粒物的去除效率
能达到80%以上；

 采用螺旋针刺刚性放电极和导电玻璃钢收尘
极材料，与相同耐腐蚀等级的不锈钢材料相
比重量降低50%，成本降低30%以上；

 湿式电除尘器与FGD脱硫塔整体布置；冲洗
废水直接进入脱硫系统循环利用，实现了废
水“零”排放；

 本成果与国内同类技术相比，充分利用塔体
支撑，减少系统烟道和阻力，降低投资成本
约12.5%，运行成本约5%。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4 尿素水解技术

与尿素热解工艺相比，根据机组规模不同，尿素水解工艺年运行费用要节省约300-600万元

尿素水解制氨原理

• 利用电厂低品位蒸汽加热水解反应器中的尿素溶液（40%-50%），在压力0.5-0.7MPa、

温度140-160℃的条件下进行水解反应，尿素溶液在水解器中分解产生NH3、CO2及H2O

特点

• 水解反应温度低，能耗低（与热解相比）；

• 尿素水解率接近100%；

• 设备模块集成化；

• 系统可靠性高，可用率不低于99.5%；

• 系统设置灵活，可一对一，一对多等方式；

• 通过排污系统将尿素中的有害杂质清除。



序号 项目名称 机组容量

1 习水二郎电厂 2×660MW

2 贵州茶园电厂 2×660MW

3 新乡豫新发电厂 2×330MW

4 南阳热电厂 2×200MW

5 通辽热电厂 4×200MW

6 习水电厂 4×135MW

7 平东热电厂 1×210MW

8 焦作丹河电厂 2×1000MW

9 分宜电厂 2×660MW

10 贵溪电厂 2×600MW + 2×300MW

11 平顶山电厂 2×1030MW

12 新昌电厂 2×700MW

尿素水解制氨工艺应用业绩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4 尿素水解技术



尿素水解典型业绩-新乡豫新发电厂脱硝项目

参数 平均值

脱硝率 ＞85%

尿素耗量 390Kg/h

蒸汽耗量 1.4t/h

除盐水 1t/h

水解器运行压力 0.65MPa

水解器运行温度 142℃

水解器加热蒸汽参数 175℃

水解器产氨量 220kg/h

备注：机组烟气流量1060000Nm3/h（干标6%O2）,NOx含量600mg/Nm3（干标6%O2）

（尿素水解系统）主要运行参数 尿素水解器

2. 环保治理技术简介——烟气治理技术

2.4 尿素水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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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3控制技术

宽温度脱硝催化剂

SCR前后端脱除SO3

硫酸氢铵（ABS）

低负荷下保证催化剂活性

基于碱性吸收剂
脱除SO3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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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SO3控制技术和宽温度催化剂技术协同作用，共同实现了电厂全负荷脱硝

NH3 SO3 H2O (NH4)HSO4

3. 未来研发方向-烟气治理技术

3.1 SO3控制技术



3. 未来研发方向-烟气治理技术

3.1 SO3控制技术

 原理：将Na2CO3、NaHSO3等碱性吸收

剂溶液喷入到锅炉尾部烟道内与烟气中

的SO3进行选择性反应。

 可抑制SCR系统中生成硫酸氢铵（ABS）

引起催化剂堵塞及设备腐蚀，有效解决

低负荷下SCR脱硝效率低的问题。

SO3脱除中试装置

 SO3脱除效率可达85%以上

雾化蒸发、选择性脱除SO3控制技术



3. 未来研发方向-烟气治理技术

3.1 SO3控制技术

SO3控制技术示范工程建设—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完成性能保证

 SO3脱除效率按80%设计，

 SCR入口，脱除后SO3浓度不大于9g/Nm3；

 SCR出口，脱除后SO3浓度不大于10mg/Nm3

（标态、实际氧，干烟气）

原厂问题

 空预器腐蚀堵塞较为严重，较设计值

增加500Pa ；

 电袋除尘器布袋糊袋现象严重，较设

计值增加1200Pa。



3. 未来研发方向-烟气治理技术

3.1 SO3控制技术

 国家电投集团自主研发了新型吸收剂和添加剂，

掌握化学吸收法吸收浓缩烟道中CO2的关键技术，

形成自主产权的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装备设计能

力。掌握工业级二氧化碳制备合成聚碳酸酯类可

降解塑料技术，实现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

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装置

首个万吨级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捕集装置，于2008年9月正式启动建设，
2010年1月20日正式投运。



3. 未来研发方向-烟气治理技术

3.3 废水零排放技术

 国家对火电厂污水排放的环保要求日趋严格，废水零排放势在必行；

 脱硫废水是全厂废水终端出口，水质、水量受燃煤、脱硫系统补水及脱硫运行工况
影响大，水质波动范围很大；

 针对不同水质情况，现阶段废水零排放可采用多种技术路线。

深度软化 浓缩 结晶

深度软化 浓缩 结晶分盐

不软化/部分软化 结晶晶种法浓缩

深度软化 浓缩 烟道余热蒸发

路线1

路线2

路线3

路线4



3. 未来研发方向-烟气治理技术

3.3 废水零排放技术
合川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示范项目

 脱硫工艺：石灰石-石膏湿法

 废水处理量：4m3/h

 零排放处理工艺：深度软化+浓缩澄清+纳滤分盐+MVR蒸发结晶

脱硫工艺
水补水

预
处
理

分
盐

浓
缩
结
晶

盐化工企业

将纳滤分盐的
Na2SO4浓液回
流，同时解决软
化成本高及结晶
盐资源化问题

序号 项目 单位 参数

1 系统出力 m3/h 4

2 年利用小时 h 5500

3 碳酸钠消耗量 kg/h 16

4 氢氧化钠消耗量 kg/h 0.83

5 蒸汽消耗量 t/h 0.12

6 电耗 KWh/h 350

7 盐产量 t/h 0.16

8 产水 t/h 4

9 压缩空气耗量 Nm3/min 1

10 占地面积 m2 800

11 运行成本 元/m3 36.37

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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