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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针对碱回收炉烟气的特殊性进行研究，通过分析烟气消白的技术原理、对比烟气消白的常

用技术路线，得出碱回收炉烟气消白的合理解决方案；并结合工程实践，对碱回收炉烟气消白的实
际效果进行验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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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 at the particularity of flue gas of alkali recovery furnace，the technical principle of flue gas eliminating was studied，com⁃
paring the common technical routes of flue gas eliminating，a reasonable solution for flue gas eliminating of alkali recovery furnace was sug⁃
gested. Combining with engineering practice，the actual effect of flue gas eliminating of alkali recovery furnace was verified and analyzed.
Key words：alkali recovery furnace；flue gas eliminating；waste heat recovery；engineering practice

碱回收炉是造纸厂制浆生产线的核心设备，其燃

曲线上方的部分为过饱和区域，此区域有水分凝结析

料造纸黑液由蒸煮车间产生。造纸黑液由于含有大量

出，产生白烟；曲线下方为未饱和区域，此区域烟气

的碱金属和水分，燃烧生成的烟气在排入大气的过程
中因温度降低，烟气中部分汽态水和污染物发生凝

冷却过程中无白烟产生。图 1 中 B 点为湿烟气在烟囱

出口的状态点，E 点为环境空气状态点。当湿烟气从

结，在烟囱出口形成雾状水汽。雾状水汽因天空背景

烟囱排出与环境空气混合时，温度和含湿量下降，烟

色和天空光照、观察角度等原因发生颜色的细微变

气状态沿饱和曲线 BCD 变化，烟气处于过饱和状态

化，形成“有色烟羽”（俗称“大白烟”）。

时，气态水凝结形成小液滴，出现湿烟羽。D 点到 E

湿烟气机械携带的液滴中含有大量盐类，排放烟

点表示烟气与空气进一步混合，湿烟羽消散。因此烟

气中的水液滴蒸发后产生数量庞大且粒径微小的盐类

气消白的主要原理就是通过改变烟气温度、湿度，使

颗粒物，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烟气在排放过程始终处于未饱和的状态[1]。

目前，上海市、浙江省、天津市、邯郸市等地区

烟气消白不仅要消除“冒白烟”的视觉污染，更

相继出台了消除有色烟羽、湿烟羽的地方标准，表明

重要的是要消除烟气中的污染物。烟气中含有大量水

各地对湿烟羽问题的重视。本文分析了烟气消白技术

蒸气，水蒸气中含有较多的溶解性盐、SO2、凝胶粉

原理和技术路线，并结合工程实践，对碱回收烟气消

尘、微尘等细颗粒物，这些细颗粒物粒径很小、难以

白的实际效果进行验证。

被传统的除尘设备有效脱除，因此，通过物理或化学

1

作用使细颗粒物团聚形成较大颗粒是提高其脱除效率

消白烟原理
饱和湿烟气湿度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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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途径[2]。烟气在冷凝过程中，水蒸气以细颗粒
物为凝结核在其表面发生核化凝结，使细颗粒物成为
粒径较大的含尘液滴，然后经除尘、除雾设备高效捕

3

技术改造方案
烟气消白技术路线应用于四川某造纸厂 12 万 t/a

生活用纸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采用武汉锅炉厂制造
的碱回收炉，碱回收炉固形物处理量为 800 t/d。碱回

集，从而消除烟气中的污染物。

收 炉 设 计 烟 气 量 500000 m3/h （工 况）， 排 烟 温 度

165℃。烟气中水蒸气含量高达 26. 6%，其水露点高
达 67℃。

根据碱回收炉运行状况，结合当地年平均环境温

度 10℃，大气相对湿度 83% 的情况，烟气消白对应
的理论参数见表 2。

从表 2 可以看出，碱回收炉的烟气含水量很高，

如果不对烟气进行除湿，烟气消白所需的烟气再热温
图1

2

度就会非常高。如果先对烟气除湿脱水，烟气消白所
饱和湿烟气湿度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需的再热温度则要小得多，从而降低烟气再热所需的
能量消耗，且随着烟气再热前降温幅度的增加，烟气

技术路线

消白所需的再热温度大幅减小。如果不对烟气进行冷

目前烟气消白常用的技术路线有 3 大类型：烟气

加热、烟气冷凝、烟气冷凝再加热。各技术路线实现
方式及消白效果对比见表 1[1]。

常规火电锅炉由于多采用湿法脱硫，烟气温度已

经降低至较低水平。碱回收炉有超低 SO2 排放的特性[3]，
现代碱回收炉 SO2 排放浓度可以低于 2. 9 mg/m3[4]，一
般碱回收炉烟气中 SO2 的排放浓度低于 143 mg/m3，且

经常性的维持在 28. 6 mg/m3 以下[5]。因而碱回收炉不

凝而直接再加热，需将烟气再加热至 230℃左右；采

用冷凝换热器间接换热降温，可将烟气温度降低 5~
10℃，即烟气温度从 67℃降低至 62~57℃，此时需将

烟气再加热至 165℃左右；采用喷淋降温可以将烟气

温 度 降 低 25~30℃ ， 即 烟 气 温 度 从 67℃ 降 低 至 42~
37℃，此时仅需将烟气再加热至 60℃左右。

鉴于以上分析，采用烟气冷凝再加热的技术路

线，通过喷淋降温塔，对烟气进行大幅除湿脱水，通

配置脱硫装置，烟气含湿量大、排烟温度高，与常规

过 MGGH 方式将净烟气再热升温；同时考虑经 MG⁃

火电锅炉烟气消白相比，碱回收炉的烟气消白难度很

量进行余热回收，回收的烟气余热可为造纸洗筛等工

大。因此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对碱回收炉烟气消白尤为

艺提供热水，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系统流程图如
图 2 所示，主要设备见表 3。

关键。
表1
技术路线

GH 降温后的烟气温度仍然较高，可对此部分烟气热

烟气消白技术路线及消白效果对比

实现方式
间接换热加热

热管换热器
蒸汽加热器

烟气加热

热二次风混合加热
烟气混合加热

消白效果

GGH 或 MGGH

冬季或气温低时不能消除白烟，能耗较高，烟气中的污染物无法消除

燃气直接加热
热空气掺混加热

烟气冷凝

直接换热降温

喷淋降温

间接换热降温

冷凝换热器

烟气降温幅度可达 25~30℃，能除去污染物，但烟气抬升扩散能力差，无法消除白烟
烟气降温幅度 5~10℃，能除去污染物，但烟气抬升扩散能力差，无法消除白烟

喷淋降温+烟气再热
烟气冷凝再加热

浆液冷却+烟气再热

能去除污染物，同时在能耗较低的情况下消除白烟

冷凝换热器+烟气再热
注 GGH 为气-气换热器，脱硫及消白上用于利用原烟气将硫或冷凝后的净烟气进行加热；MGGH 为管式热媒体加热器，原烟气加热水后，用加
热后的水对脱硫或冷凝后的净烟气进行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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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烟气再热前

烟气再热后

温度/℃

温度/℃

67
55

60

烟气湿度/%

除湿量/%

230.2

26.6

-

128.8

15.4

164.7

45

77.6

40

59.7

30

4

烟气消白参数

34.9

19.4

27.0
42.1

9.4
7.4

机组投运后，对碱回收炉的实际运行数据进行采

集。部分代表性数据见表 4。
表4

64.7

一

84.4

三

碱回收炉运行数据

温度/℃

工况

白烟

t2

t3

t4

t5

101

68

26

55

8

80

150

118

72

32

63

6

96

明显

83

无

152

五

环境

t1

152

四

环境

132
135

二

72.2

4.2

工程应用效果

102
119
118

67
73
72

27
33
32

52
64
63

温度/℃ 湿度/% 现象
5
7

10

无

91

轻微

85

无

从实际的运行实践中，可总结以下规律及经验。
（1） 环境温度越低、湿度越大，白烟越不容易消
除。在碱回收炉运行基本稳定的时间段，各部分烟气
温度基本维持不变，随着温度降低或湿度加大，烟囱
会出现轻微白烟现象。而当湿度超过 96% 时，白烟
会非常明显。
图2

（2） 喷淋降温效果非常好。喷淋降温塔中冷却水

烟气消白及余热回收系统流程图

与烟气直接接触换热，可以将烟气温度降至较低水
表3

烟气消白系统主要设备

设备名称

规格、材质

烟气冷却器

ND 钢，H 型翅片管

烟气加热器
余热回收换热器
喷淋降温塔
冷却塔

2205 光管+316L 螺旋翅片管
PTFE 光管

碳钢内衬 2205
2600 m3/h

烟气冷却器处的烟气温度较高，烟气腐蚀性相对

平，烟气中大部分水分冷凝析出。以烟气温度降至
30℃为例，此时烟气湿度 4. 2%；与饱和湿烟气温度
67℃、湿度 26. 6% 相比，烟气湿度降低了 22. 4 个百

分点，除湿量达 84. 4%，脱除了烟气中的大部分水

分，同时，水蒸气中的溶解性盐、SO2、凝胶粉尘、
微尘等细颗粒物也随之脱除。

（3） 喷淋降温塔前设置的烟气冷却器和余热回收
两级换热器，根据环境温度、湿度、白烟情况，可灵
活调节每级换热器的降温幅度，合理分配原烟气的热

较低，采用 ND 钢材可充分防止烟气腐蚀，从而降低

量，分别用于消除白烟和余热回收。从而在满足环保

设备造价。H 型翅片管不仅有效地增加了换热面积，

要求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进行余热回收，增加经济

同时也有利于烟气的流动和对积灰的冲刷。

效益。
（4） 喷淋降温塔喷淋水与烟气的端差应合理。循

余热回收换热器处的烟气温度较低，在碱回收炉
负荷较低时，烟气会降至酸露点甚至到水露点以下，
因此烟气的腐蚀性极强。余热回收换热器采用氟塑料
光管换热器，具有优异的耐腐蚀、低阻力、不粘灰、
耐老化等特性。

喷淋降温塔壳体采用碳钢内衬 2205 的形式，沿

烟气流动方向依次设置了均流板、喷淋层、除雾器。
烟气加热器布置在喷淋降温塔出口的竖直烟道

上，采用 2205 光管与 316L 螺旋翅片管组合的结构形
式，耐烟气腐蚀，且布置方便。

系统设置了冷却塔、换热器对喷淋水进行降温，
从而保证了喷淋水的循环使用。
《中国造纸》2019 年第 38 卷 第 10 期

环喷淋水量由变频泵调节，随着水量的增加，烟气温
度逐渐降低；但冷却水与烟气的端差为 1~3℃时，烟

气温度趋于稳定，再继续增加循环水量，不仅收效甚
微，还增大了运行电耗，提高了运行成本。
（5） 低负荷工况。在碱回收炉启动或低负荷时，
烟气冷却器出口烟温较低，此时应注意控制烟气冷却
器的吸热幅度，防止受热管金属腐蚀、积灰。
5

结

论

通过分析烟气消白的技术原理、对比烟气消白的
常用技术路线，针对碱回收炉烟气消白的特殊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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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并结合工程实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烟气冷凝再加热是较合理的烟气消白技术路
线，方案设计时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尽可能对烟气
进行深度冷凝。
（2） 喷淋降温有较强的降温除湿效果，适用于含
湿量较大的烟气处理。
（3） 烟气降温除湿的同时，烟气中的溶解性盐、

SO2、凝胶粉尘、微尘等细颗粒物也随之脱除。不仅

消除了“冒白烟”的视觉污染，也大幅减少了污染物
的排放。
（4） 烟气消白过程中可以适当考虑烟气余热回收
利用，提高经济性。

（5） 环 境 湿 度 大 于 90% 时 ， 烟 气 消 白 难 度 大 ，

建议理性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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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nd Biomaterials》第二届编委会在上海召开

2019 年 10 月 9 日，由中国造纸学会、中国制浆造纸研

表示欢迎和感谢，并指出，目前，我国造纸行业没有一本

究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造纸杂志社编辑出版的《Paper

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期刊，这导致科研院所很多的优秀

and Biomaterials》
（简称 PBM）第二届编委会在上海召开。

科研成果通过国外的 SCI 类期刊刊发出去；因此，我国造

科研院所。参加本次编委会的人员有中国造纸学会理事

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这是 PBM 的办刊初衷。经过 3 年多

PBM 第二届编委人数 62 人，分别来自 10 个国家的 40 家
长、PBM 编辑会主任曹振雷教授级高工，中国造纸学会秘

书长、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PBM 主编曹
春昱教授级高工，PBM 副主编华南理工大学付时雨教授

及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查瑞涛博士、中国造纸杂志社社长

纸行业需要一本专、精的英文期刊给行业同仁提供一个

的努力，PBM 现已进入发展关键阶段，希望各位编委心系

PBM，为期刊建设出谋划策，共同推动 PBM 更好发展，并
尽快进入国际化期刊行列。

PBM 主编曹春昱发表讲话，他指出我国造纸行业需要

梁川教授级高工、PBM 执行主编刘振华高工、华南理工大

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期刊，以增强我国造纸行业在

学武书彬教授、齐鲁工业大学杨桂花教授和张凯博士、南

国际上的舆论话语权，并相信在各位编委的大力支持下，

京林业大学金永灿教授、东北林业大学钱学仁教授和沈

PBM 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静教授、北京林业大学许凤教授和樊永明教授、江南大学

随后，PBM 执行主编刘振华高工向与会编委汇报了期

龙柱教授、中国林科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房桂干研究

刊工作情况。在期刊未来发展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讨论

员、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田超博士、湖北工业大

环节，与会编委就如何提高稿件质量、丰富期刊栏目、开

学谢益民教授、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李滨

拓全新文章类型、拓宽传播渠道和提升国际影响力等方

研究员、浙江理工大学唐艳军教授、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

面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最后，曹振雷主任和曹春昱主

研究所吴敏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欧阳新华教授、陕西科

编分别给各位编委颁发了编委聘书。

技大学林涛教授、PBM 编辑部编辑，共计 25 人。会议由
梁川社长主持。

曹振雷主任首先致开幕辞，他首先对各位编委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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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高效务实，充分体现了编委对期刊的高度责
任感与使命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PBM 将迎来
全新发展，并发挥国际化交流平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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