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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循环冷却水处理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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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以矿井水为补充水源的循环冷却水系统，应用自主研制的循环冷却水智能在线监 

控设备对电厂循环水系统进行 24h不间断监控，从而筛选出矿井水水质特点的水处理方案。实验结果 

表明：本装置能够有效的提高浓缩倍率到4倍，并在此浓缩倍率下保证凝汽器真空度和端差稳定且达 

到电厂要求的控制范围内．各项水质参数指标均达到电厂生产要求，为解决循环冷却水常见问题，提 

出了一种新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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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实验研究，优化了电厂循环水水处理方案。 

循环冷却水是T业用水中的用水大项，在石油 

化工 、电力 、钢铁、冶金等行业，循环冷却水的用量占 

企业用水总量的 50％～90％。工业生产中，随着运行 

周期延长，浓缩倍率上升 ，水质发生变化，导致换热 

器结垢 、腐蚀等问题频发 ，增加能源消耗，降低设备 

使用寿命，形成安全隐患ll'21。补充水源的不同，对于 

产生问题的周期和危害程度均有影响，如何合理的 

控制水质参数指标才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节约 

水资源，并且极大的改善循环冷却水的整体状况。如 

何建立循环冷却水系统有效的监控手段，在线监测 

水质稳定性，准确控制循环水药剂投加便成为人们 

普遍感兴趣的应用研究课题。 

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循环水智能监测 

技术、数据采集系统有了长足进步，国内外推出了多 

种类型的在线监测装置。国外的 Howarth E3]等人描述 

了一种由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NEE)研制的基于模 

拟换热器热平衡原理的过程监测器，提 了旨在用 

于新型装置设计和计算优化清洁周期的污垢监测技 

术。Nolan和 Scott l 4l开发了一种旁路监测器(Side 

Stream Monitor，SSM)，并已被用于监测核电站冷却水 

中的微生物污垢。国内的杨善让等基于污垢热阻动 

态模拟试验台，开发了实时监测系统，并通过汁算出 

阻垢剂的阻垢率对阻垢效果进行评价，提出了在防 

垢技术评价之前便对水处理技术阻垢效果的评价方 

法[51。但以上设备大多处于动态模拟阶段，且大多都 

只完成了监测 ，未能完成对现场水处理方案的在线 

优化。因此本文应用自主研发的循环冷却水智能监 

控装置，将水质监测与加药控制结合 ，提出一种适用 

于工业现场应用的水处理方案在线优化手段 ，并针 

对兴隆庄矿电厂矿井水补充水水质，进行工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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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部分 

2．1 矿井水水质参数 

山东兴隆庄矿电厂的循环冷却水系统补充水源 

采用的是该矿区开采过程中初步处理的矿井井下排 

水。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地下水与煤层、岩层接触，加 

上人类的活动的影响，发生了一系列的物理 、化学和 

生化反应，因而水质具有显著的煤炭行业特征：含有 

悬浮物的矿井水的悬浮物含量远远高于地表水，感官 

性状差；并且所含悬浮物的粒度小、比重轻、沉降速度 

慢、混凝效果差；矿井水中还含有废机油、乳化油等有 

机物污染物。针对上述特点，与矿井水相关的水质参 

数主要有 pH、电导率 、硬度 、碱度、氨氮等 。 

2．2 工业实验系统 

针对工业循环冷却水常见问题，本装置集成了污 

垢热阻、腐蚀速率、浓缩倍率、PH、电导率、氧化还原 

电位(ORP)等参数进行在线检测，利用污垢热阻和腐 

蚀速率作为主要的水质稳定性的评价参数，并结合 自 

动加药系统，通过评价参数和核心水质参数在线凋控 

水处理药剂浓度，形成 l『：f 业循环冷却水稳定性在线 

监控一体化控制系统。监控系统组成如图 1所求。 

该系统装置分为监测和加药两大部分，通过对现 

场的循环冷却水系统进行了现场实地分析，确定了该 

电厂1号汽轮发电机组作为实验研究对象，通过在 1 

号凝汽器的进水处，设置旁路，水源进入监测设备模 

拟 1号机组凝气器的1 况(流速，热源等)，实时采集 

数据，通过对采集的目标参数据数进行分析，建立水 

质参数与目标参数的关联关系，通过对目标参数(污 

垢热阻、腐蚀速率)的控制，为自动加药装置提供信 

号，加药装置对 1号发电机组的循环冷却水池，进行 

水稳剂的实时投加，控制循环冷却水的水质稳定性。 

然后，投加过药剂的循环冷却水，再次进入监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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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进行反馈 ，模拟水质对 1号机组凝气器的影响。 

1一工控机；2一污垢热阻及腐蚀速率监测装置； 

3一数据采集系统；4一取样池；5一凝汽器；6一凉水塔 ； 

7一循环水蓄水池；8一加药计量泵；9一排污阀；lO一补水阀； 

11一补充水 电导率监测点；12一加药罐 

图 1 系统结示意构图 

2．3 实验方案 

本工业实验采取典型的固 ／流配方案(即不锈钢 

管 ／现场冷却水配)，保持运行T况恒定(浓缩倍率、 

pH值、ORP值 、热源温度和循环水流速)，根据当前 

循环冷却水系统运行状况，确定药剂浓度初值，在初 

始药剂浓度运行周期内，监控水质稳定性，通过污垢 

热阻、腐蚀速率 、水质稳定性指数和污垢诱导期。当 

监测系统预判水质有结垢和腐蚀倾向，记录该浓度 

下污垢诱导期，调整药剂浓度，使循环水系统药剂浓 

度增加 △X，并连续监控循环水质。药剂浓度调整次 

数与水质稳定相关，即污垢诱导期无限增大，水质无 

结垢和腐蚀倾向。经过多次实验确定满足该厂生产 

需要的换热器最佳工作状况(端差、真空度)循环冷却 

水处理方案，对系统应用前后的矿井水质参数进行 

分析。实验方案如图2所示。 

3 结果与讨论 

图 2 实验方案 

通过多次工业实验，取得了满足工业需求的电 

厂水处理方案 ：循环水浓缩倍率控制 4倍，pH值控 

制 8．3—8．4之间，调节 ORP值为 300mV一400mV之 

间，阻垢缓蚀剂、杀菌灭藻剂的投加量为 100ppm。在 

上述处理方案下，一号机组凝气器的工况参数 (端 

差、真空度)均满足生产要求。凝气器真空度如图3 

所示，波动较平稳，维持在 一0．088左右 ；其端差如图 

4所示，虽有浮动，但是基本维持 9℃左右。 

图 3 凝汽器真空度 

图 4 凝汽器端 差 

基于循环冷却水水质智能在线监控系统，满足 

生产过程中凝气器]二况下 ，以矿井水为补充水源的 

循环冷却水，主要水质参数变化规律。 

3．1 pH值 

矿井水的 pH值偏低，在 pH很低时，介质溶液 

呈酸性，钢材质的腐蚀主要是 H+充当去极化剂造成 

的，此时循环冷却水的 pH值越低腐蚀速率越大；随 

着浓缩倍率的 _卜升，pH值也呈上升趋势，当超过临 

界 pH时就，会产生结垢 ，此时需要系统投加浓硫酸 

控制 ptt为一个合理范围值 8．3～8．4左右。应用监控 

系统前后 【)H变化图 5所示。 

3．2 浊度 

矿井水中的悬浮物主要是地下水受开采影响带 

人的煤尘和岩粉，该类水源多成灰黑色，感官性状比 

较差，混浊度也较高，未换热壁的污垢沉积提供了条 

件。应用监控系统前后浊度变化如图6所示。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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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天 

图 5 系统控制前后 pH值曲线 

图 6 系统控制前后浊度曲线 

3．3 碱度 

碱度是指水中所含能与强酸发生中和作用的全 

部物质，碱度的组成常用三种形式表示：氢氧根碱 

度 、碳酸根碱度、碳酸氢根碱度。电厂冷却水经凝汽 

器后水温升高，再经冷却塔喷淋，部分水分蒸发，同 

时接触到大量空气，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逸出，会造 

成循环水中盐类的浓缩、碱度和硬度增大 、pH值升 

高。循环水运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容易产生结垢问 

题。应用智能监控系统前后循环水碱度变化如图 7 

所示。图中可看出，应用设备后系统碱度下降，且趋 

于平稳，满足电厂生产要求。 

囊 

誊篓 

图 7 系统控制前后碱度曲线 

3．4 硬度 

硬度主要是指水中 Ca2+xMg2 含量，化学分析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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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冷却水中的盐类以 Ca(HCO ) 、Mg(HCO，) 居多，这 

些盐类容易转化成污垢的主要成分碳酸盐。硬度与 

溶液的过饱和度相关，过饱和度的增大会影响到污 

垢的沉积和脱除速率，因此硬度与污垢热阻的大小 

有直接的关系。应用监控系统前后硬度变化如图 8 

所示，图中表明：通过设备控制，循环水硬度提高且 

基本平稳，达到电厂要求。 

时l司 天 

图 8 系统控制前后硬度曲线 

3．5 氨氮 

矿井水中，在开采时会掺入有机类物质，造成水 

体污染 ，氨氮是水体微生物供能的物质 ，对于它的有 

效检测可以表明水体中受有机物的污染程度。应用 

监控系统前后氨氮变化如图 9所示，图中表明：通过 

系统控制，氨氮数值有所降低，避免藻类滋生。 

图 9 系统参 与前 后氨氮 曲线 

3．6 污垢热阻 

污垢热阻值反映了换设备的换热面上阻碍传热 

和增加流体阻力的沉积物，能够反映换热设备的换 

热效率，其数值越大表明换热效率越低沉积物越厚， 

应用设备前后的污垢热阻曲线如图10所示。 

由图 10可看出，污垢热阻值在实验初期趋势基 

本相同，但在污垢快速生长阶段 ，通过设备在线监 

控，污垢热阻值增长明显缓慢 ，并且趋于平稳 ，且污 

垢热阻值诱导期明显增长，在3ld时，其瞬时热阻值 

仍然 <1．5×10-4m k／W，且基本趋于平稳，满足电厂 

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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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系统控制前后污垢热阻曲线 

(1)本文针对山东某煤炭开采区 自备电厂的实 

际情况 ，通过工业实验分析确定了 pH、浊度 、碱度、 

硬度、氨氮为矿井水源循环冷却水系统的主要影响 

参数，为日后以矿井水为补充水源的各个行业提供 

了重要借鉴意义。 

(2)通过基于循环冷却水水质智能在线监控系 

统的工业实验，证明该设备下的水质参数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提高了系统浓缩倍率 ，满足工业生产需要，为 

缓解循环冷却水常见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手段。 

参考文献 

[1】杨善让，徐志明，孙灵芳．换热设备的污垢与对策[MI．北京： 

科学出版社(第二版)，2004．5—9． 

[2] Melo L F，Bott T R．Biofouling in Water Systems fJ1．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1997， 14 f4)： 

375-381． 

[31 Howarth J H，Glen N F，Jenkins A M．The Use of Fouling 

Monitoring Techniques．in：Bott T R，et a1．eds．Understanding 

Heat Exchanger Fouling and Its Mitigation．New York：Begell 

House Inc．．1999．309—3 14． 

[4] Nolan M C，Scott B H．Characterization of Heat Exchanger 

Microfouling through On-line Monitoring，in：Bott T R，et a1． 

eds．Understanding Heat Exchanger Fouling and Its Mitigation． 

New York：Begell House Inc．，1999，349-357． 

【5]杨善让，孙灵芳，王中秋．冷却水处理技术阻垢效果的评价 

方法研 究与 实施 ．工业水处理 ，2000．20：137～139． 

[6】 Kern D Q，Seaton R A．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rmal 

Surface Fouling[J]．Brit．Chem．Eng．，1 959，4(5)：258-262． 

[7】周本省．工业水处理技术 (第二版)．化 学工业出版社， 

2000，78． 

(收稿 日期：2013—3一l1)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Circulating Cooling W ater treatment of Min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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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mainly for the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use mine water as cooling water．Independent developed intelligent online 

monitoring equipment wa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24一hour，and screening out of the mine water quality char— 

aeteristics of the water treatment program．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ic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ncentration ratio to 4 times，ensure 

that the condenser vacuum and temperature difference are within the control of the power plant requirements，the water quality parameters also 

meet the power plant production requirements．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to solve the common problems of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Key words：mine water；water quality parameters；self-made dynamic experimental appar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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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青磁窑煤矿自主设计安装的液压式平煤器实现 

了装车作业系统的商品煤平整，尤其是能有效防止 

平煤设备与火车相撞，工作安全可靠。该装置的应用 

实现了散装产品装车高度的规范和 自动化控制 ，避 

免了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污染和损失，消除了运输 

过程中的安全隐患。为该矿的安全，高产，高效提供 

了保障，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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