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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夏启元药业自备电厂循环水质属高硬度、高碱度、高氯根、高COD，单一化学药剂处理不加酸，选择的技术方案是：生水+ 

817缓蚀阻垢剂+2000铜缓蚀分散剂。动态模拟试验表明能做到2．5倍以下运行，结垢较缓慢，铜管腐蚀速度<0．005mnda。实际运行 

8个月显示，药剂防腐蚀性能、分散性能和阻垢性能比较好，机组端差、真空良好，生产正常。由于高COD含量，出现了象正常剂量 

下多数有机杀菌剂对藻类不起作用甚至促进作用，讨论了水处理方式和今后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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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安全运行，与发电 

厂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关系密切，就循环冷却水处理而 

言，与之直接相关的是冷却水补充水水质情况、冷却系 

统材质、冷却水处理方案等等，若技术方案考虑不全 

面，必将造成凝汽器结垢、泄漏，真空降低，降负荷或停 

机处理或酸洗，对发电厂经济运行产生严重后果。国内 

电厂在此不乏教训。为保证机组能够安全稳定经济运 

行，需要制定完整、科学的循环水处理技术方案，保证 

系统不腐蚀、不结垢。 

宁夏启元药业有限公司是宁夏高新技术企业，年产 

值 10亿元以上，309车间承担动力系统工作，机组类型 

属热、电、气联产自备电厂，现装机4x12MW汽轮发电 

机组和2x14MW汽轮拖动机组。6台机自2007年7月 

至今分别投产后循环水系统并联共用两座 2000m 双曲 

线自然通风冷却水塔，地下水作为补充，水质属高钙、高 

碱、高氯根、高COD和高含盐量的苦咸水，超过【 标准， 

属 5类水质，与宁夏地矿局环境监测站 2004年提供的 

水质报告(当时是 1类水)有很大差别，这给循环水处理 

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由表 1可见 1斑，其它时间混合 

补水氯离子有时到 480mg／L，碱度 4．9mmol／L的。凝汽器 

铜管是Hsn70—1A，有胶球清洗系统和700m3／h的旁滤 

设备，投产初期未成硫酸亚铁膜或有机膜。 

1 水质状况 

表 1 2007年 9月4目水质分析结果 

单位：全碱 MA、酚碱PA、1／2硬度YD为mmol／L， 

1，2钙、氯离子、COD为m ，电导us／cm，以下同。生水 

COD为 1 8—30mg／L。 

1．1 水质结垢腐蚀性均势判断 

按表 1中除pH外的生水进行计算，其中pH值按 

补水平均为8．05计算，温度取32℃，方法依[21。从表2 

中可看出，K超过 1．5倍属严重结垢水质。 

1．2 循环水对水泥构件的侵蚀性分析 

309车间一般不控制循环水中硫酸根离子，1群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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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防腐，也未使用抗硫酸盐腐蚀水泥，因此Ca~SO42一 

超过 500 000～750 000必须注意混凝土浸蚀问题。在 

高钙硬的循环水中，硫酸钙(CaSO ·2H20)可在某些温 

度下沉淀，硫酸钙的溶解度在37。C以下随着水温的升 

高而提高，但是在 37。C以上会趋于下降。硫酸钙的溶 

解度大约是碳酸钙的40倍。因此，通常用加硫酸来控 

制冷却水的pH值的方法来防止碳酸钙垢。如果将来 

系统加酸，高浓缩倍率(K>3．0)运行循环冷却水系统， 

也会碰到高SO 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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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循环水对金属腐蚀问题 

由于地下水质的严重变化，凝汽器所选黄铜材质 

已不符合[41要求，必定给以后防腐工作造成很大的被 

动，若处理不当，肯定造成铜管严重腐蚀，这就要求循 

环水有良好的处理配方。 

2 方案选择原则 

根据电厂水质特点，属硬度氯离子碱度含盐量等 

很高的腐蚀型结垢水质，在高浓缩倍率运行时，随着碱 

度、硬度的不断提高，水质特别容易结垢腐蚀。电厂要 

求方案必须是高效、环保，保证电厂对其它车间正常生 

产不产生重大影响，对外排污不产生环保压力，暂不考 

虑加酸。依据嗍中要求 “对于 HSn70—1A管，循环水中 

氯离子应小于 150mg／L”，而自备电厂补充水的Cl哟 为 

270—390mg／L，循环水运行的即使不浓缩，也已超过电 

力行业标准，可见循环水长期运行的cl一很高，对铜管 

腐蚀性很强，绝不可大意；另外考虑每年春秋季风沙较 

大，易产生泥沙污垢沉积，水处理药剂应有很强的分散 

性能。综合以上几点，要求确定方案要有很好的防腐蚀 

性能、分散性能和比较好的阻垢性能。根据评标，公司 

选用北京一家电力水处理技术工程公司的全套技术方 

案，生水+817缓蚀阻垢剂+2000铜缓蚀分散剂。该方案 

具有以下特点： 

I．817缓蚀阻垢剂具有极强的阻垢性能，同时具 

有较好的缓蚀性能。 

2．2o00不仅具有优良的缓蚀性能，还具有极强的 

分散阻垢性能，它与BC～817配合使用具有极好的协 

同作用，两者共同作用可强化药剂的缓蚀及阻垢性能， 

对已经发生轻微腐蚀的铜管，可通过发挥各 自的优势 

达到快速阻止铜管进一步腐蚀的功效。 

3．2000是具有高达4．9％唑类含量，有利于减弱 

氯离子的腐蚀。 

4．该方案为低磷氮环保型，可使微生物的滋生速 

度下降，减少使用季胺盐等非氧化性杀菌剂，降低对外 

排放压力。 

5．该方案已在其它大型发电厂使用，证明防垢、防 

腐蚀效果良好。 

3 动态试验 

在K≤2．5各缓蚀剂量旋转挂片失重法试验腐蚀 

速率测定结果见表3，发现腐蚀率符合0．005ram的要 

求，表示可满足国标和现场防腐规定。 

表 3 

3．1 第一组试验现象及结果分析 

主要条件：817缓蚀阻垢剂(8～10mg／L)+2000铜缓 

蚀分散剂 3-5mg／L试验系统运行24．5h，循环水浓缩倍 

率 K=I．59倍，Aa=0．08，Ab=0．10，Ah=0．11，检查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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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表面光滑无附着物。继续运行至69．5h，K=2．21倍 

时，检查受热面：表面生成少量的白色孔状附着物，部 

分不易擦掉；继续运行至系统结束，共 89．5h，K=2．65 

倍，Aa=0．20，Ab=0．24，Ah=0．17，检查受热面：大部分表 

面生成一层淡黄色附着物，可擦掉。腐蚀指示片现象： 

铜管表面光亮。 

3．2 第二组动态模拟试验 

主要条件：817缓蚀阻垢剂 l0—12mg／L，2000铜缓 

蚀分散剂 4～6mg／L。试验现象及结果分析 试验系统 

运行至26．5h，循环水浓缩倍率K=I．53倍，Aa=0．05，检 

查受热面，表面光滑无附着物。继续运行67h，K=2．24 

倍时，Aa=0．1，检查受热面：表面光滑无附着物；系统继 

续运行至95．5h，K=2．72倍时，Aa=0．20，检查受热面：部 

分表面生成白色孔状附着物，可擦掉；运行至系统结 

束，共 112．5h，K=2．95倍，Aa=0．25，Ab=0．30，hh=0．20， 

检查受热面：表面大部分生成一层黄色附着物，可擦 

掉。腐蚀指示片现象：铜管表面光亮。 

3．3 试验总结通过以上试验表明 

1．生水+817缓蚀阻垢剂 (8-10mg／L)+2000铜缓 

蚀分散剂(3～5mg／L)，能使启元目前循环水的浓缩倍率 

可达到 1．8—2．0倍。 

2．生水+817缓蚀阻垢剂(10～12mg／L)+2000铜缓 

蚀分散剂(4—6mg／L)，循环水 K值可达到2．0～2．5倍。 

4 日常水质控制标准 

表4 循环水控制参数(不加酸。K=2．0～2．5倍) 

表 5 凝汽器端差及真空 

2007年 8月 

9月 

1O月 

l1月 

12月 

20o8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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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端差单位为℃，真空单位为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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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讨论 

1．循环冷却水质非常恶劣，铜管很容易结垢腐蚀， 

而且补充水有可能继续恶化，COD含量居高不下，加 

酸系统没有设计，自动加药没有购买安装，目前还没有 

条件进行RO处理的情况下，只能是保持2．0左右的浓 

缩倍率 

化性杀菌剂，费用多，少加没有效果，还增加腐蚀性；加 

1227等几百 mg／L单一非氧化性杀菌剂，发现水塔壁 

藻类生产更加旺盛，一周不死，与[51提供的数据有相当 

大的出入。现在只有个别复合杀菌剂有效。2008年 3 

月6日取电厂撑1塔循环水样，环保测 COD=I14mg／L 

时，分别加 10％次氯酸钠 100mg／L和200mg／L时，调整 

pH值到6．06～7．40，看灭藻情况，见表6，不调整 pH 

2．COD超标，极大地影响杀菌灭藻效果。多加氧 值，不可能很好地杀菌灭藻。 

表 6 加氧化性杀菌剂药调整 pH值后的灭藻情况 

3．6台机组凝汽器铜管没有进行硫酸亚铁成膜， 

以后应补成，否则缓蚀剂消耗量大，效果不一定理想。 

2007年 12月 1桴、4#机投产前对铜管带水成有机膜， 

监测水塔铜试片l5天的重量损失为0．0002g，计算腐 

蚀速度几乎为零，可见成膜确有必要和有效。 

4．加非氧化性杀菌剂，环保要求十分重要，加不加 

药，一看现场需要，二看环保标准。不能保证 100％按水 

处理公司技术高标准执行，甚至正常排放也受限。这就 

给水处理技术和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适合生 

产和环保的要求。 

5．高 COD含量对有机膦测定也有干扰。测 50％和 

100％循环水有机膦，测量结果两者仅相差 30％。今后 

还要根据启元水质特点改进测定方法，尽量消除COD 

影响，确保稳定剂调整量正确。 

6．胶球投运对防铜管结垢和清除粘泥至关重要。 

不能指望药剂处理能达到 100％理想的试验效果，还要 

“三分药剂、七分管理”。在机组检修时进行成膜，将有 

利于防腐。 

7．将来应考虑弱酸处理或超滤、反渗透处理，以降 

低有害离子和COD含量；分析水源中有机物主要成 

份，有效采取杀菌措施；物理方法控制细菌生长如低频 

波等也可进行试验。 

6 结论 

1．启元循环水质属腐蚀结垢型水质，高硬度、高碱 

度、高氯根、高含盐量和高COD等，对发电和拖动机组 

铜管极易产生危害，必须高度重视。 

2．使用 (817缓蚀阻垢剂+2000铜缓蚀分散剂)配 

方可以在2．5倍以下运行，但须有效管理胶球运行)。 

3．高COD对杀菌效果有负面影响，要筛选有效的 

有机杀菌剂，氧化性杀菌剂应慎重使用，严格按技术要 

求进行，适当加酸，调整 pH值，减少氧化性杀菌剂的 

使用次数和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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