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材料 

（2020 年度）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大型燃煤电站“三废”综合治理关键技术及应用 

完 成 人 
张本耀、何军、庄媛、马大卫、汤泉、周仲康、黄齐顺、丁

睿、石宝友、储著定 

完成单位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安徽大学；安徽百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安徽新力电业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能源与环境工程学科。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和先行产业。

燃煤火力发电是我国电力生产的主体，发电量占 68%以上。燃煤发电的过程对环境不可

避免造成较大的影响。随着我国生态环境压力增大，开发清洁燃煤发电技术、“三废”综

合治理、回用和站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与评价是国家能源与环境领域重大需求。项目为国

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联合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安徽大学、

安徽百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安徽新力电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

位，在国家自然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能源局节能发电技术支持系统运维基

金、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科技攻关等项目资助下，历时 8 年(2012~2019)，产学研用

协同攻关完成，主要创新点如下： 

创新点 1：研制了固氮反应管腔制氨脱硝装置，设计了鼓泡喷淋复合脱硫塔，创立了

多维参数正交的评估氨逃逸率方法，建立了 SCR 脱硝催化剂性能分析平台，提出了集技

术路线、性能测试和验收评级一体的煤电超低排放改造科学评价体系，实现了大型燃煤电

站 SO2、NOx 等烟气污染物深度脱除、环保设备运行中缺陷诊断与处理及超低改造后减排

效益评估。 

创新点 2：研发了异噻唑啉酮复合型杀菌灭藻剂，设计了节水型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

建立了城市中水再利用管控平台，实现了机组水汽损失率高和排放量大问题解决。发明了

高比表面积、富官能团和添加石墨烯促进电子转移进行改性的新型生物质双网络凝胶水

处理材料及其一体化处理装置，实现了脱硫废水短流程、低药剂和一步原位凝胶化同步絮

凝吸附净化的高效深度处理。 

创新点 3：构建了典型电厂燃煤系统中重金属元素的物料守恒模型，厘清了重金属元

素在电站燃烧系统和不同环境介质中的富集迁移行为，设计了多维指标的长期堆煤仓对

土壤环境影响方法，研制出高温有机物炭化同步重金属固化的再生金属基吸附材料制备

方法，实现了大型燃煤电站飞灰、污泥等固废综合再利用、厂区大气-水体-土壤系统中重



金属潜在健康风险的精准评估。 

项目突破了燃煤发电从单个、零散的末端治理向全过程、立体化污染防治跨越的技术

瓶颈，对燃煤污染防治技术和产业的技术进步起到引领作用，授权专利 21 项（发明 8 项），

获批专著 5 项，发表论文 30 篇（SCI 论文 10 篇），出版标准 3 项，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

安徽省能源局、大型燃煤发电企业、矿业集团、环境监测与评价公司、固废处理和资源化

销售企业等单位。项目创新引领推动了传统煤电“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变革，为安徽

省“绿色”煤电发展和建设生态“美好安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代表性论文及主要知识产权情况 

序号 
知识产权

（标准）

类别 
知识产权（标准）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发表技术标

准编号） 

1 发明专利 一种 SCR 脱硝装置氨逃逸量测算

方法及应用 中国 ZL201610640537.3 

2 发明专利 一种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验收方法 中国 ZL201810242264.6 

3 发明专利 一种复合型杀菌灭藻剂及其用途 中国 ZL201210475143.9 

4 发明专利 
一种醇桥联增强多孔羟基氧化铁-
石墨烯纳米复合水凝胶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 
中国 ZL201711339564.8 

5 
实用新型专

利 
一种改良的燃煤电厂回转式空预

器 中国 ZL201520759560.5 

6 
实用新型专

利 
一种蜂窝式脱硝催化剂块取样装

置 中国 ZL201721590153.1 

7 
实用新型专

利 
一种基于喷淋鼓泡复合塔的二氧

化硫超低排放脱硫装置 中国 ZL201822240630.2 

8 标准 安徽省统调燃煤发电机组烟气在

线监测信息采集规范 中国 QGDW12-013-2015 

9 软件著作权 节能发电调度技术支持系统 V1.0 中国 2018SR971671 



10 软件著作权 燃煤电厂 SCR 脱硝催化剂性能评

估平台 V1.0 中国 2019SR0685575 

11 SCI 论文 

Impact of Control Measures on 
Nitrogen Oxides, Sulfur Dioxide 
and Particulate Matter Emissions 
from Coal-Fired Power Plants in 

Anhui Province, China 

中国 Atmosphere,10(35) 

12 SCI 论文 

Enhanced antibiotic removal 
through a dual-reaction-center 

Fenton-like process in 3D graphene 
based hydrogels.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no 

中国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no,2019,6(2) 

13 SCI 论文 

Fe-Chelated polymer templated 
graphene aerogel with enhanced 
Fenton-like efficiency for water 

treatment 

中国 
Environmental 

Science: 
Nano,2019,6(3232) 

14 SCI 论文 

Polymer hydrogels with enhanced 
stability and heterogeneous Fenton 

activity in organic pollutant 
removal 

中国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19,85 

15 SCI 论文 

N-doped FeOOH/RGO hydrogels 
with a dual-reaction-center for 
enhanced catalytic removal of 

organic pollutants 

中国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0, 379, 
122310 

16 SCI 论文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elements in residential 

soils near a coal-fired power plant: 
Potential risks to ecology and 

children’s health 

中国 Chemosphere,2013,93 

17 SCI 论文 

Distribution of trace elements in 
feed coal and combustion residues 
from two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t 

Huainan, Anhui, China 

中国 Fuel,2013,107 

18 SCI 论文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stock 

evolution of coal-fired power 
generators in china 

中国 Sustainability,2019,11 

19 
中文核心论

文 
SCR 脱硝系统性能及空气预热器

阻力上升分析 中国 中国电力,2019,52(6) 



20 
中文核心论

文 
安徽省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及

CEMS 验收问题分析 中国 中国电力,2018,51(7) 

21 
中文核心论

文 
超低排放改造后 SCR 出口 NOx

分布及逃逸氨浓度评估研究 中国 中国电力,2017,50(5) 

22 
中文核心论

文 
电厂反渗透及离子交换除盐系统

去除水中有机物的试验 中国 净水技术,2015,34(2) 

23 
中文核心论

文 
凝结水精处理混床周期制水量偏

低原因分析及处理 中国 热力发电,2013,43(11) 

24 
中文核心论

文 
 不同燃烧温度下煤中铬迁移和

释放特性 中国 环境化学,2018,37(3) 

25 
中文核心论

文 
超低排放改造后燃煤电厂细颗粒

物排放特征 中国 环境科学,2020,41(1) 

26 
中文核心论

文 
淮北低硫燃煤电厂粉煤灰的理化

特征 中国 环境化学,2017,3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