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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非立法法案） 

决定 

欧委会 2017 年 7 月 31 日第（EU）2017/1442 号实施决定  

– 根据《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第 2010/75/EU 号指令》 

确立大型燃烧装置最佳现有技术（BAT）结论 

（按第 C（2017）5225 号文件通报） 

（适用于欧洲经济区） 

欧盟委员会， 

考虑到《欧洲联盟运行条约》, 

考虑到《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 2010 年 11 月 24 日第 2010/75/EU 号工业排放（污染综

合预防和控制）指令》1，尤其是其中第 13（5）条， 

鉴于： 

(1) 最佳现有技术（BAT）结论是在为《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二章所涵盖设施

制定许可条件时依据的参考标准，主管部门设定的排放限值，应确保在正常运

行条件下，排放量不超过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规定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

平， 

(2) 依照《欧委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决定》2成立的由成员国、相关行业以及促进环

保非政府组织代表组成的论坛，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向欧委会提交了其对大型

燃烧装置最佳现有技术参考文件提案内容的意见。该意见可公开获取查看， 

(3) 本决定附件中所列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是该最佳现有技术参考文件的关键内容， 

(4) 本决定中所定措施符合按《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 75（1）条成立的委员会

的意见， 

制定通过本决定：  

第 1 条 

附件中所列大型燃烧装置最佳现有技术（BAT）结论获批准通过。  

                                                      
1 OJ L 334, 17.12.2010, 第 17 页。 

2 OJ C 146, 17.05.2011,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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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本决定颁发对象为欧盟成员国。 

 

于布鲁塞尔签发， 

     欧盟委员会委员 

 卡梅奴·维拉（Karmenu Vella） 

    代表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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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最佳现有技术（BAT）结论 
 

适用范围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涉及《第 2010/75/EU 号指令》附件 I 中所列的以下活动： 

 

 1.1: 在总额定热输入为 50 兆瓦或更高的设施中燃烧燃料，前提是该活动仅在总额定热

输入为 50 兆瓦或更高的燃烧装置中进行。 

 1.4: 在总额定热输入为 20 兆瓦或更高的设施中将煤炭或其它燃料气化，前提是仅在该

活动与燃烧装置直接相关时。 

 5.2: 在处置或回收非危险废物能力超过 3 吨/小时或者处置或回收危险废物能力超过 10

吨/天的废物协同焚烧装置中处置或回收废物，前提是该活动仅在涵盖于上述 1.1 中的

燃烧装置中进行。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特别涵盖与上述活动直接相关的上游和下游活动，包括所采用的排放预

防和控制技术。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考虑的燃料是任何固体、液体和/或气体可燃物，包括： 

 

 固体燃料（如煤、褐煤、泥炭）; 

 生物质（定义见《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 3（31）条）; 

 液体燃料（如重质燃料油和粗柴油); 

 气体燃料（如天然气、含氢气体和合成气）; 

 特定行业燃料（如化工和钢铁行业副产品）; 

 废物（不包括《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 3（39）条定义的城市混合垃圾以及第 42

（2）（a）（ii）和（iii）条中列出的其它废物）。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不涉及以下情形： 

 

 在额定热输入低于 15 兆瓦的装置中燃烧燃料; 

 受益于《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 33 和 35 条中所列的有限使用寿命克减规定或区域

供热克减规定的燃烧装置，直至此类装置许可中规定的涵盖适用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

放水平（BAT-AELs）的污染物以及若采用克减允许暂不采用的技术措施可实现减排的

其它污染物的克减规定到期为止； 

 不与所生成合成气的燃烧直接相关的燃料气化； 

 与矿物油和气体精炼直接相关的燃料气化及后续的合成气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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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与燃烧或气化活动直接相关的上游和下游活动; 

 加热炉或加热器中的燃烧; 

 燃烧后装置中的燃烧; 

 放空燃烧； 

 纸浆、纸和纸板制造设施中回收锅炉和总还原硫燃烧器中的燃烧，该类燃烧涵盖于纸浆、

纸和纸板制造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 

 炼厂燃料在炼制地点的燃烧，该类燃烧涵盖于矿物油和气体精炼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 

 以下装置中废物的处置或回收： 

o 废物焚烧装置（定义见《第 2010/75/EU 号指令》第 3（40）条）， 

o 废物协同焚烧装置，若该装置所释放热能有 40 %或更多来自危险废物的焚烧， 

o 仅燃烧废物的废物协同焚烧装置，除非所燃烧废物至少一部分由《第 2010/75/EU 号

指令》第 3（31）（b）条中定义的生物质组成， 

上述装置中废物的处置或回收涵盖于废物焚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 

可能与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所涉活动相关的其它最佳现有技术结论和参考文件如下： 

 

 化工行业通用的废水与废气处理/管理系统（CWW） 

 最佳现有技术参考文件（BREF）化学品系列（LVOC 等） 

 经济因素和跨介质影响（ECM） 

 储存阶段的排放（EFS） 

 能源效率（ENE） 

 工业冷却系统（ICS） 

 钢铁生产（IS） 

 监测“工业排放指令（IED）设施”排放至空气和水中污染物（ROM） 

 纸浆、纸和纸板制造（PP） 

 矿物油和气体精炼（REF) 

 废物焚化（WI） 

 废物处理（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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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以下定义 适用于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所用术语 定义 

一般术语 

锅炉 除发动机、燃气轮机、加热炉或加热器外的任何燃烧装置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

（CCGT） 

CCGT 为使用两个热力学循环（即布雷顿循环和兰金循环）的燃烧装置。在

CCGT 中，来自燃气轮机烟道气的热能（根据布雷顿循环运行发电）在余热回收

蒸汽发生器（HRSG）中转换成用于产生蒸汽的有用能量，产生的蒸汽后在蒸汽

轮机中膨胀（根据兰金循环运行产生额外电能）。 

就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而言，CCGT 既包括带有也包括不带 HRSG 补燃配置的

CCGT。 

燃烧装置 

任何将燃料氧化以利用由此所生成热能的技术设备。就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而

言，以下装置组合被视为一个单一燃烧装置： 
 

 通过一个共用烟囱排放烟道气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燃烧装置，或 

 自 1987 年 7 月 1 日起首次获得许可或运营方在该日期或之后提交了完整许可

申请、而且装置的安装方式意味着在考虑了技术和经济因素后，主管部门认

为可以通过一个共用烟囱排放烟道气的若干单独燃烧装置。  

 

在计算上述组合装置的总额定热输入时，应将额定热输入为 15 兆瓦或以上的所

有相关单独燃烧装置的产能相加。 

燃烧单元 单个燃烧装置 

连续测量 使用长久安装在现场的自动测量系统进行测量 

直接排放 在离开设施处不经进一步下游处理而排入受纳水体的排放 

烟 道 气 脱 硫

（FGD）系统 
融入一项或多项减排技术、用于降低燃烧装置 SOX 排放水平的系统 

现 有 烟 道 气 脱 硫

（FGD）系统 
非新的烟道气脱硫（FGD）系统 

新 烟 道 气 脱 硫

（FGD）系统 

新装置中的烟道气脱硫（FGD）系统，或在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公布之后，于现

有装置中引入或完全替代至少一项减排技术的 FGD 系统。 

粗柴油 

任何欧盟综合税则目录（CN）编码为 2710 19 25、2710 19 29、2710 19 47、2710 

19 48、2710 20 17 或 2710 20 19 的石油衍生液体燃料。 

或采用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D86 方法，低于 65 vol %（包括损失）在

250°C 蒸馏、至少 85 vol ％（包括损失）在 350°C 蒸馏的任何石油衍生液体燃

料。 

重 质 燃 料 油

（HFO） 

任何欧盟综合税则目录（CN）编码为 2710 19 51-68、2710 20 31、2710 20 35、

2710 20 39 的石油衍生液体燃料。  

或除粗柴油以外的任何其它石油衍生液体燃料，只要该燃料因蒸馏限值而被归为

燃料用重油类别，而且采用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D86 方法，低于 65 

vol％（包括损失）在 250°C 蒸馏。无法采用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D86 方法确定蒸馏属性的石油产品也归为重质燃料油。 

净电效率（燃烧单

元和 IGCC） 

在一段给定时间内燃烧单元边界的净电能输出（主变压器高压侧产生的电能减去

输入的如供辅助系统使用的能量）与燃料/给料能量输入（使用燃料/给料的低热

值）之间的比率 

净机械能源效率 负荷耦合时的机械功率与燃料提供的热功率之间的比率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燃烧单元和

IGCC） 

在一段给定时间内燃烧单元边界所产生能量的净值（所产生电能、热水、蒸汽、

机械能源减去输入的如供辅助系统使用的电能和/或热能）与燃料能量输入（使

用燃料的低热值）之间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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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术语 定义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气化单元） 

在一段给定时间内气化单元边界所产生能量的净值（所产生电能、热水、蒸汽、

机械能源和合成气（使用合成气的低热值）减去输入的如供辅助系统使用的电能

和/或热能）与燃料/给料能量输入（使用燃料/给料的低热值）之间的比率 

运行时间 
燃烧装置整体或部分运行并向空气中排放污染的时间，以小时表示，不包括启动

和停机所用时间。 

定期测量 按规定的时间段测定特定量待测物（待定量被测物）的属性 

现有装置 非新装置的燃烧装置 

新装置 
在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公布之后首次获准于设施中安装使用的燃烧装置或是用于

替换整套现有燃烧装置的燃烧装置。 

燃烧后装置 

通过燃烧来净化烟道气的系统，该系统与热氧化器（即尾气焚烧炉）等不同，不

作为独立燃烧装置运行，用于去除烟道气中的污染物（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无论是否回收其中产生的热能。将每一级燃烧都限制在单独燃烧室

内进行、可呈现不同燃烧过程特性（如燃料空气比、温度廓线）的分级燃烧技

术，被视为集成于燃烧过程之中而非燃烧后装置。同样，若加热器/炉或其它燃

烧工艺流程中产生的气体之后在不同燃烧装置中氧化以恢复能量值（无论是否使

用辅助燃料）进而产生电、蒸汽、热水/油或机械能，则该不同燃烧装置也不被

视为燃烧后装置。 

预测性排放监测系

统（PEMS）  

用于根据特定污染物与若干特有的获连续监测的过程参数（如燃气消耗、空燃

比）以及燃料或进料质量数据（如硫含量）之间关系来确定排放源中该污染物排

放浓度的连续监测系统 

化工行业的过程燃

料 

（石油）化工行业产生的在燃烧装置中被用作非商业燃料的气态和/或液态副产

物 

加热炉或加热器  

加热炉或加热器是指： 

 烟道气通过直接接触加热机制被用于对物体或进料物料进行热处理（如水泥

和石灰窑、玻璃窑炉、沥青窑、干燥工艺流程、（石油）化工行业使用的反

应器、黑色金属加热炉）的燃烧装置，或 

 产生的辐射热和/或传导热不使用中间导热流体而是通过实心墙传递到物体或

进料物料的燃烧装置（如炼焦炉、考珀热风炉、用于加热（石油）化工行业

中工艺物料流的熔炉或反应堆（如蒸汽裂解炉）、用于在液化天然气

（LNG）终端对液化天然气进行再气化的加热器）。 

采用能量回收良好工艺的加热器/炉可能配有相应的蒸汽发生/发电系统。该系统

被视为加热器/炉整体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应孤立考虑。 

炼厂燃料 
原油炼制过程中蒸馏和转化步骤产生的固体、液体或气体可燃物，如炼厂燃气

（RFG）、合成气、炼厂油和石油焦。 

残渣 本文件适用范围涵盖的活动所产生的属废物或副产物的物质或物体 

启动和停机所用时

间 

根据《欧委会 2012 年 5 月 7 日第 2012/249/EU 号关于适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第 2010/75/EU 号工业排放指令>确定启动和停机所用时间的实施决定》中规定

确定的装置运行时间 

现有单元 非新单元的燃烧单元 

新单元 
在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公布之后首次获准于燃烧装置中安装使用的燃烧单元或是

用于全部替换现有燃烧装置中一个燃烧单元的燃烧单元 

有效值（每小时平

均值） 

若自动测量系统未出现维护或故障情况，则每小时平均值被视为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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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术语 定义 

污染物/参数 

As 砷及砷化合物，以 As 表示 

C3 碳原子数为三的碳氢化合物 

C4+ 碳原子数大于或等于四的碳氢化合物 

Cd 镉及镉化合物，以 Cd 表示 

Cd+Tl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 Cd+Tl 表示 

CH4 甲烷 

CO 一氧化碳 

COD 化学需氧量：有机物完全氧化为二氧化碳所需的氧气量 

COS 氧硫化碳 

Cr 铬及铬化合物，以 Cr 表示 

Cu 铜及铜化合物，以 Cu 表示 

粉尘 总颗粒物（空气中） 

氟化物 已溶解氟化物，以 F-表示 

H2S 硫化氢 

HCl 所有无机气态氯化合物，以 HCl 表示 

HCN 氰化氢 

HF 所有无机气态氟化合物，以 HF 表示 

Hg 汞及汞化合物，以 Hg 表示 

N2O 一氧化二氮（氧化亚氮） 

NH3 氨 

Ni 镍及镍化合物，以 Ni 表示 

NOX 一氧化氮（NO）和二氧化氮（NO2），以 NO2表示 

Pb 铅及铅化合物，以 Pb 表示 

PCDD/F 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RCG 
在烟道气中的原始浓度，即在 SOX 减排系统入口处未净化烟道气中（在总体

说明中所列的标准条件下）SO2的年平均浓度，参考氧气含量为 6 vol％ O2。 

Sb+As+Pb+Cr+Co+Cu+

Mn+Ni+V 

锑、砷、铅、铬、钴、铜、锰、镍、钒及其化合物，以 Sb + As + Pb + Cr + Co 

+ Cu + Mn + Ni + V 表示 

SO2 二氧化硫 

SO3 三氧化硫 

SOX 二氧化硫（SO2）和三氧化硫（SO3），以 SO2表示 

硫酸盐 已溶解硫酸盐，以 SO4
2-表示 

硫化物，易释放 已溶解硫化物和酸化作用下容易释放的未溶解硫化物，以 S2–表示 

亚硫酸盐 已溶解亚硫酸盐，以 SO3
2-表示 

TOC 总有机碳，（在水中）以 C 表示 

TSS 
总悬浮固体量，通过玻璃纤维滤网过滤和重量分析法测得的水中全部固体悬浮

物的质量浓度 

TVOC 总挥发性有机碳，（在空气中）以 C 表示 

Zn 锌及锌化合物，以 Zn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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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缩略词 
 

以下首字母缩略词适用于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首字母缩写 定义 

ASU 供气单元 

CCGT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带或不带补燃功能 

CFB  循环流化床  

CHP 热电联产 

COG 焦炉煤气 

COS 氧硫化碳 

DLN 干式低 NOX燃烧器 

DSI 管道吸附剂注入 

ESP 静电除尘器 

FBC 流化床燃烧 

FGD 烟道气脱硫 

HFO 重质燃料油 

HRSG 余热回收蒸汽发生器 

IGCC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 

LHV 低热值 

LNB 低 NOX燃烧器 

LNG 液化天然气 

OCGT 开式循环燃气轮机 

OTNOC 非正常运行条件 

PC  粉末燃烧 

PEMS 预测性排放监测系统 

SCR 选择性催化还原 

SDA 喷雾干燥吸收器 

SNCR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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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明 
 

最佳现有技术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列出和描述的技术既非强制性也非包罗万象。可使用任何其它能实现同

等或更高环保水平的技术。 

 

除非另有说明，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具普遍适用性。 
 

 

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若为不同平均周期皆确定了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则所有这些 BAT-  

AELs 皆必须得到遵守。 

 

就供紧急情况下使用、年运行时间少于 500 小时、以液体和气体为燃料的燃气轮机和发动机而

言，若应急使用无法达到 BAT-AELs 要求，则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所列 BAT-AELs 可能不适

用于此类燃气轮机和发动机。 
 

 

排放至空气中污染的 BAT-AELs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所列适用于排放至空气中污染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是指用下列标准条件下的单位体积烟道气中所排放物质质量表示的浓度：温度为 273.15 K、压

力为 101.3 kPa 的干燥气体；表示为 mg/Nm3、μg/Nm3或 ng I-TEQ/Nm3。 
 

与排放至空气中污染 BAT-AELs 相关的监测见 BAT 4 
 

下表中列出了本文件中用于表示 BAT-AELs 的参考氧气水平。 
 

活动 参考氧气水平（OR） 

固体燃料燃烧 

6 vol% 
固体燃料与液体和/或气体燃料混合燃

烧 

废物协同焚烧 

非在燃气轮机或发动机中发生的液体和

/或气体燃料燃烧 
3 vol% 

在燃气轮机或发动机中发生的液体和/

或气体燃料燃烧 
15 vol%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装置中

的燃烧 

 

用于计算在参考氧气水平下排放浓度的公式为：  
 

ER = 
21 – OR 

21 – OM 
×       EM 

 

其中： 

ER: 参考氧气水平 OR下的排放浓度; 

OR: 参考氧气水平（以 vol％表示）； 

EM: 测得的排放浓度； 

OM: 测得的氧气水平（以 vol％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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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定义适用于平均周期： 

 

平均周期 定义 

日平均值 基于连续测量获得的有效小时平均值的 24 小时周期的平均值 

年平均值 基于连续测量获得的有效小时平均值的一年周期的平均值 

采样周期平均值 每次至少 30 分钟、三次连续测量的平均值（1） 

年采样平均值 按照为每个参数设定的监测频率进行的定期测量所获数值的年平均值 

（1）对于因采样或分析限制而不适用 30 分钟测量周期的任何参数，应采用合适的采样周期。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

二苯并呋喃的测量使用的采样周期为 6 到 8 个小时。 

 

 

排放至水中污染的 BAT-AELs 

 

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中所列适用于排放至水中污染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是指：以单位体积水中所排放物质质量表示的浓度，表示为 µg/l、mg/l 或 g/l。BAT-AELs 指

的是日平均值，即 24 小时流量比例复合试样。在能够表明具有足够流动稳定性的情况下，可

使用时间比例复合试样。 

 

与排放至水中污染 BAT-AELs 相关的监测见 BAT 5。 

 

 

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是指实际设计的燃烧单元净能量输出与实际设

计的燃烧单元燃料/给料能量输入之间的比率。净能量输出是在燃烧、气化或整体煤气化联合

循环（IGCC）装置满负荷状态下运行时，在其边界（包括辅助系统，如烟道气处理系统）测

定的。 

 

就热电联产（CHP）装置而言：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BAT-AEEL 指的是燃烧单元在满负荷状态下运行并设定为首先最大

程度地供热，其次发电；  

 净电效率 BAT-AEEL 指的是燃烧单元在满负荷状态下只发电。 

 

BAT-AEELs 以百分比表示。所输入燃料/给料能量以低热值（LHV）表示。 

 

与 BAT-AEELs 相关的监测见 BAT 2。 

 

 

按总额定热输入对燃烧装置/单元进行分类 

 

就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而言，当总额定热输入值表示为一个范围时，应将其理解为“大于或等

于该范围下限但小于该范围上限”。例如，100-300 兆瓦热（MWth）装置类别应被理解为：总

额定热输入大于或等于 100 兆瓦但小于 300 兆瓦的燃烧装置。 

 

如果燃烧装置的某一部分运行时间少于 1500 小时/年，且该部分通过共用烟囱中的一个或多个

单独管道排放烟道气，则就本最佳现有技术结论而言，上述装置的该一部分可被单独考虑。而

BAT-AELs 则适用于装置所有部分的总额定热输入。在上述情况下，应分别监测每个管道的排

放。 

 



2017 年 8 月 17 日 中文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L 212/11 

11 

1 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除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适用外，第 2 至 7 节中包含的特定燃料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

论也适用。 
 

 

1.1 环境管理体系 
 

BAT 1. 为改善整体环境绩效，最佳现有技术将建立并实施包含以下所有方面的环境管理

体系（EMS）： 

 

i. 管理层（包括高级管理层）做出承诺； 

ii. 管理层制定如持续改善设施环境绩效等环境政策； 

iii. 规划和制定必要程序、目标和指标，并将其与财务计划和投资相结合； 

iv. 程序的实施，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a) 结构与责任 

(b) 招聘、培训、认知和能力水平 

(c) 沟通 

(d) 员工参与 

(e) 文件资料归档 

(f) 有效的过程控制 

(g) 按计划定期维护程序/方案 

(h) 应急准备与应对 

(i) 确保环境法规的遵守； 
 

v. 检查绩效并采取纠正措施，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a) 监测和测量（另见《联合研究中心（JRC）关于监测“工业排放指令

（IED）设施”排放至空气和水中污染的参考报告 - ROM》） 

(b) 纠正和预防措施 

(c) 保存更新记录 

(d) 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独立的内部和外部审计，以确定环境管理体系

（EMS）是否符合规划要求并且妥善得到实施与维护； 
 

vi. 由高级管理层审核环境管理体系（EMS）是否持续具备适用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vii. 关注清洁技术的发展； 

viii. 在新装置的设计阶段及其整个运行寿命期间，考虑设施最终停用时对环境的影响，包括： 
 

(a) 避免使用地下结构 

(b) 融入易于拆卸的功能 

(c) 选用易于去污的表面 

(d) 使用的设备配置应最大程度地减少化学物质滞留并便于排水或清洁 

(e) 设计灵活、独立的设备，以便实现分阶段停用 

(f) 尽可能使用可生物降解和可回收材料； 

ix. 定期实施行业标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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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就这一领域行业而言，还应着重考虑环境管理体系（EMS）的以下特性（相关最佳现有

技术中有适当描述）： 

 

x.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方案，以确保所有燃料的特性完全获测定和控制（见BAT 9）； 

xi. 管理计划，以减少非正常运行条件下（包括启动和停机过程中）排放至空气和/或水中

污染（见BAT 10和BAT 11）； 

xii. 废物管理计划，以确保避免废物的产生，处理废物以便再利用、再循环或以其它方式回

收，包括使用BAT 16中所列技术；  

xiii. 系统方法，以识别和处理可能出现的不受控制和/或计划外的排放至环境中污染，特别

是： 

 

(a) 在处理和储存燃料、添加剂、副产物和废物过程中出现的排放至土壤和

地下水中污染 

(b) 在燃料存储和处理过程中出现的与燃料自热和/或自燃有关的排放； 

 

xiv. 粉尘管理计划，以防止（或如不现实，则减少）燃料、残渣和添加剂在装载、卸载、储

存和/或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扩散型排放； 

xv. 预期或持续干扰敏感受体之噪声管理计划，包括： 

 

(a) 装置边界噪声监测协议/规程 

(b) 降噪程序/方案 

(c) 噪声事件应对协议/规程，包含适当行动和时间表 

(d) 对历史噪声事件、纠正措施以及向受影响群体传播噪声事件知识信息程

序的审核。 

 

xvi. 针对恶臭物质的燃烧、气化或协同焚烧制定的异味管理计划，其中包括： 

 

(a) 异味监测协议/规程 

(b) 必要时，异味消除程序/方案，以识别并消除（或减少）异味 

(c) 异味事件记录协议/规程，包含适当措施和时间表 

(d) 对历史异味事件、纠正措施以及向受影响群传播异味事件知识信息程序

的审核； 

 

若评估显示第x至xvi项下所列任何步骤没有必要，则应将该决定及理由记录备案。 

 

适用性 

 

环境管理体系（EMS）的范围（如详细程度）和性质（如标准化或非标准化）通常与设施的

性质、规模和复杂性及其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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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监测 
 

BAT 2. 最佳现有技术将在气化单元、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单元和/或燃烧单元

投产后及每次获得可能会大大影响单元净电效率、燃料总利用率净值和/或净机械能源效率）

的改进后，依照欧洲标准（EN）测试其在满负荷状态下的性能（1），以确定气化单元、整体

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单元和/或燃烧单元的净电效率和/或燃料总利用率净值和/或净机械

能源效率。若无相关欧洲标准（EN），则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可确保提供同等科学质量数据

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或其它国际标准。 

 

（1）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若因技术原因无法在满负荷状态下进行供热性能测试，则可使用

满负荷参数进行计算来替代该测试或为测试结果补充数据。 

 

 

BAT 3. 最佳现有技术将监测与排放至空气和水中污染相关的关键过程参数，包括以下参

数。 

 

 

流 参数 监测 

烟道气 

流量 定期或连续测定 

氧气含量、温度  

和压力 定期或连续测量 

水蒸气含量（1） 

处理烟道气产生的废水 流量、pH 值和温度 连续测量 

(1)  若烟道气试样在分析前变干，则无需连续测量烟道气中水蒸气含量。 

 



L 212/14 中文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2017 年 8 月 17 日 

14 

 

BAT 4. 最佳现有技术将至少按以下频率并依照欧洲标准（EN）监测排放至空气中污染。

若无相关欧洲标准（EN），则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能确保提供同等科学质量数据的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国家或其它国际标准。 

 

 

物质/参数 
燃料/过程/燃烧装置类

型 

燃烧装置总额

定热输入 
标准（1） 

最低监测频

率（2） 

监测涉及的

技术 

NH3 

 使用选择性催化还

原(SCR)和/或选择

性非催化还原

(SNCR)时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3)(4) BAT 7 

NOX 

 煤和/或褐煤，包括

废物协同焚烧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包括废物协同

焚烧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锅炉和发动机 

 使用粗柴油的燃气

轮机 

 使用天然气的锅

炉、发动机和汽轮

机 

 钢铁冶炼过程气体 

 化工行业过程燃料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

环（IGCC）装置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3)(5) 

BAT 20 
BAT 24 
BAT 28 
BAT 32 
BAT 37 
BAT 41 
BAT 42 
BAT 43 
BAT 47 

BAT 48 

BAT 56 

BAT 64 

BAT 65 

BAT 73 

 海上平台燃烧装置 全部 EN 14792 
每年一次

（6） 
BAT 53 

N2O 

 循环流化床锅炉中

的煤和/或褐煤 

 循环流化床锅炉中

的固体生物质和/或

泥炭 

全部 EN 21258 
每年一次

（7） 

BAT 20 

B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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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煤和/或褐煤，包括

废物协同焚烧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包括废物协同

焚烧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锅炉和发动机 

 使用粗柴油的燃气

轮机 

 使用天然气的锅

炉、发动机和汽轮

机 

 钢铁冶炼过程气体 

 化工行业过程燃料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

环（IGCC）装置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3)(5) 

BAT 20 

BAT 24 

BAT 28 

BAT 33 

BAT 38 

BAT 44 

BAT 49 

BAT 56 

BAT 64 

BAT 65 

BAT 73 

 海上平台燃烧装置 全部 EN 15058 
每年一次

（6） 
BAT 54 

SO2 

 煤和/或褐煤，包括

废物协同焚烧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包括废物协同

焚烧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锅炉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发动机 

 使用粗柴油的燃气

轮机 

 钢铁冶炼过程气体 

 锅炉中化工行业过

程燃料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

环（IGCC）装置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和 EN 

14791 

连续(3)(8)(9) 

BAT 21 

BAT 25 

BAT 29 

BAT 34 

BAT 39 

BAT 50 

BAT 57 

BAT 66 

BAT 67 

BAT 74 

SO3 
 使用选择性催化还

原(SCR)时 
全部 

无可用 EN

标准 
每年一次 — 

气 态 氯 化

物 ， 以 HCl

表示 

 煤和/或褐煤 

 锅炉中化工行业过

程燃料 

全部 EN 1911 
每三个月一

次(3)(10)(11) 

BAT 21 

BAT 57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12)(13) BAT 25 

 废物协同焚烧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3)(13)  

BAT 66 

BAT 67 

HF 

 煤和/或褐煤 

 锅炉中化工行业过

程燃料 

全部 
无可用 EN

标准 

每三个月一

次(3)(10)(11) 

BAT 21 

BAT 57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 
全部 

无可用 EN

标准 
每年一次 BAT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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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协同焚烧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3)(13)  

BAT 66 

BAT 67 

粉尘 

 煤和/或褐煤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锅炉 

 钢铁冶炼过程气体 

 锅炉中化工行业过

程燃料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

环（IGCC）装置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发动机 

 使用粗柴油的燃汽

轮机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以及
EN 13284-1

和
EN 13284-2 

连续(3)(14) 

BAT 22 

BAT 26 

BAT 30 

BAT 35 

BAT 39 

BAT 51 

BAT 58 

BAT 75 

废物协同焚烧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和 EN 

13284-2 

连续 
BAT 68 

BAT 69 

汞除外金属

和 准 金 属

（As、Cd、

Co 、 Cr 、

Cu 、 Mn 、

Ni 、 Pb 、

Sb 、 Se 、

Tl、V、Zn） 

 煤和/或褐煤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锅炉和发动机 

全部 EN 14385 
每年一次

（15） 

BAT 22 

BAT 26 

BAT 30 

 废物协同焚烧 

<300 兆瓦热

（MWth） 
EN 14385 

每六个月一

次（10） BAT 68 

BAT 69 ≥300 兆瓦热

（MWth） 
EN 14385 

每三个月一

次(16)(10)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

环（IGCC）装置 

≥100 兆瓦热

（MWth） 
EN 14385 

每年一次

（15） 
BAT 75 

Hg 

 煤和/或褐煤，包括

废物协同焚烧 

<300 兆瓦热

（MWth） 
EN 13211 

每三个月一

次(10)(17) 

BAT 23 
≥300 兆瓦热

（MWth） 

通用 EN 标

准和 EN 

14884 

连续(13)(18)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 
全部 EN 13211 

每年一次

（19） 
BAT 27 

 废物与固体生物质

和/或泥炭协同焚烧 
全部 EN 13211 

每三个月一

次(10) 
BAT 70 

 整体煤气化联合循

环（IGCC）装置 

≥100 兆瓦热

（MWth） 
EN 13211 

每年一次

（20） 
BAT 75 

TVOC（总挥

发 性 有 机

碳） 

 使用重质燃料油

（HFO）和/或粗柴

油的发动机 

 锅炉中化工行业过

程燃料 

全部 EN 12619 
每六个月一

次（10） 

BAT 33 

BAT 59 

 废物与煤、褐煤、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

炭协同焚烧 

全部 
通用 EN 标

准 
连续 BAT 71 

甲醛  火花点火式稀燃型 全部 无可用 EN 每年一次 BAT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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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和双燃料发动

机中的天然气 

标准 

CH4 
 使用天然气的发动

机 
全部 

EN ISO 

25139 

每年一次

（21） 
BAT 45 

多氯二苯二

恶英 /多氯二

苯 并 呋 喃

（PCDD/F） 

 锅炉中的化工行业

的过程燃料 

 废物协同焚烧 

全部 

EN 1948-1、

EN 1948-2、
EN 1948-3 

每六个月一

次（10）

（22） 

BAT 59 

BAT 71 

(1) 连续测量所用的通用 EN 标准为 EN 15267-1、EN 15267-2、EN 15267-3 和 EN 14181。定期测量所用的 EN 标准

如表中所列。 

(2) 监测频率不适用于装置仅为进行排放测量而运行的情形。 

(3) 额定热输入<100 兆瓦而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最小监测频率可为至少每六个月一次。就燃气轮机而

言，定期监测在燃烧装置负荷>70%时进行。废物与煤、褐煤、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的监测频率还需考虑

《工业排放指令（IED）》附件 VI 的第 6 部分。 

(4) 在使用 SCR 的情况下，若能表明排放水平足够稳定，则最低监测频率可为每年至少一次。 

(5) 额定热输入<100 兆瓦而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 /年、使用天然气的燃气轮机，或现有开式循环燃气轮机

（OCGT），可使用预测性排放监测系统（PEMS）来代替。 

(6) 可使用预测性排放监测系统（PEMS）来代替。 

(7) 进行两组测量，一组在装置负荷>70%时进行，另一组在装置负荷<70%时进行。 

(8) 在燃烧含硫量已知的油且无烟道气脱硫系统的装置中，除通过连续测量来确定 SO2 的排放量以外，也可采用至

少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定期测量的方法和/或使用其它可提供具备同等科学质量数据的程序。 

(9) 就化工行业过程燃料而言，在根据排放至空气中污染释放的污染物的相关性（如在燃料中的浓度、所采用的烟

道气处理方法）评估初次确定了燃料的特性（见 BAT 5）后，可对<100 兆瓦热（MWth ）装置的监测频率进行调

整；不过无论如何，至少每次燃料特性出现可能会对排放产生影响的改变时，必须进行监测。 

(10) 若能表明排放水平足够稳定，则可在每次燃料和/或废物特性出现可能会对排放产生影响的改变时进行定期测

量，不过无论如何，应确保至少每年测量一次。废物与煤、褐煤、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的监测频率还需

考虑《工业排放指令（IED）》附件 VI 的第 6 部分。 

(11) 就来自化工行业的过程燃料而言，在根据排放至空气中污染释放的污染物的相关性（如在燃料中的浓度、所采

用的烟道气处理方法）评估初次确定了燃料的特性（见 BAT 5）后，可对监测频率进行调整；不过无论如何，至

少每次燃料特性出现可能会对排放产生影响的改变时，必须进行监测。 

(12) 额定热输入<100 兆瓦而且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装置的最小监测频率可为至少每年一次。额定热输入<100 兆瓦

而且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间装置的监测频率可下调至至少每六个月一次。 

(13) 若能表明排放水平足够稳定，则可在每次燃料和/或废物特性出现可能会对排放产生影响的改变时进行定期测

量，不过无论如何，应确保至少每六个月测量一次。 

(14) 就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的装置而言，若能表明排放水平足够稳定，则最小监测频率可为至少每六个月一次。 

(15) 在根据排放至空气中污染释放的污染物的相关性（如在燃料中的浓度、所采用的烟道气处理方法）评估初次确

定了燃料的特性（见 BAT 5）后，可对被监测污染物清单和监测频率进行调整；不过无论如何，至少每次燃料特

性出现可能会对排放产生影响的改变时，必须进行监测。 

(16) 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装置的最小监测频率可为至少每六个月一次。 

(17) 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装置的最小监测频率可为至少每年一次。 

(18) 连续采样结合频繁分析时间积分试样（如通过标准化吸附剂捕集监测方法）可替代连续测量。 

(19) 若因燃料中汞含量低而证明排放水平足够稳定，则可仅在每次燃料特性出现可能会对排放产生影响的改变时才

进行定期测量。 

(20) 最低监测频率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1) 测量是在装置负荷>70%的条件下进行的。 

(22) 就化工行业过程燃料而言，只有当燃料中含有氯化物时才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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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5. 最佳现有技术将至少按以下频率并依照欧洲标准（EN）监测处理烟道气产生的排

放至水中污染。若无相关欧洲标准（EN），则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能确保提供同等科学质量

数据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或其它国际标准。 

 

 

物质/参数 标准 
最低监测

频率 

监测涉及的技

术 

总有机碳（TOC）

（1） 
EN 1484 

每月一次 

BAT 15 

化学需氧量（COD）

（1） 
无可用 EN 标准 

总悬浮固体量(TSS) EN 872 

氟化物（F-） EN ISO 10304-1 

硫酸盐（SO4
2-） EN ISO 10304-1 

硫化物，易释放 (S2-) 无可用 EN 标准 

亚硫酸盐（SO3
2-） EN ISO 10304-3 

金属和准金属 

As 

多套 EN 标准可用（如 EN ISO 11885 或 EN ISO 

17294-2） 

Cd 

Cr 

Cu 

Ni 

Pb 

Zn 

Hg 
多套 EN 标准可用（如 EN ISO 12846 或 EN ISO 

17852） 

氯化物（Cl-） 
多套 EN 标准可用（如 EN ISO 10304-1 或 EN 

ISO 15682） 
— 

总氮量 EN 12260 — 

(1)总有机碳（TOC）监测和化学需氧量（COD）监测为替代方法。TOC 监测为首选方法，因为该方法不依赖剧毒

化合物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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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般环境绩效和燃烧性能 
 

BAT 6. 为改善燃烧装置的一般环境绩效，减少一氧化碳和未燃烧物质排放至空气中的污

染，最佳现有技术将确保燃烧优化并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料混合  

通过将不同品质的同类燃料混合使

用来确保稳定的燃烧条件和/或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 普遍适用 

b.  维护燃烧系统 
根据供应商建议按计划进行定期维

护 

c.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1 节中的描述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

需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

系统而有限 

d.  燃烧设备的良好设计 
熔炉、燃烧室、燃烧器及相关设备

的良好设计 
普遍适用于新燃烧装置 

e.  燃料选择 

选择或转为（完全或部分）使用现

有燃料中具有更好环境特性（如低

硫和/或低汞含量）的其它燃料，包

括在启动过程中或使用备用燃料

时。 

适用性受到总体环境特性更好的

合适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限制，

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或

者燃烧工业过程燃料的联合生产

场地燃料平衡的影响。 

就现有燃烧装置而言，所选燃料

类型可能会受到装置配置和设计

的限制。 

 

 

BAT 7. 为降低因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和/或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技术减

排 NOX而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的氨，最佳现有技术（BAT）将优化 SCR 和/或 SNCR 的设计

和/或操作（如优化试剂与 NOX的比例、试剂均匀分布和优化试剂液滴体积）。 

 

最佳现有技术（BAT）相关排放水平 

适用于使用选择性催化还原（SCR）和/或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技术而产生的排放至空

气中NH3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为 <3–10 mg/Nm3（平均值或相关采样周

期平均值）。使用SCR时，可实现该范围的下限，而在不使用湿式减排技术的情况下使用

SNCR时，可达到该范围的上限。燃烧生物质并在可变负荷状态下运行的装置和燃烧重质燃料

油（HFO）和/或粗柴油的发动机BAT-AEL范围的上限为15 mg/Nm3 。 

 

 

BAT 8. 为防止或减少在正常运行条件下排放至空气中的污染，最佳现有技术将通过适当

设计、操作和维护来确保减排系统的运行处于最佳性能状态并取得最佳利用率。 

BAT 9. 为改善燃烧和/或气化装置的一般环境绩效并减少排放至空气中污染，最佳现有技

术将在所有所用燃料的质量保证/质量控制程序/方案中纳入以下要素，作为环境管理体系的一

部分（见 BAT 1）： 

 

i. 依照欧洲标准（EN），对所用燃料的完整特性（至少应包括以下参数）进行初次确定。

可使用能确保提供同等科学质量数据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或其它国际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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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定期测试燃料品质，核实其符合初次确定的特性和装置的设计规格。测试频率和从下

表中选择的参数应基于对燃料可变性和所释放污染物相关性的评估（如在燃料中的浓

度、所采用的烟道气处理方法）； 

 

iii. 在必要时和可行的情况下，可对装置的设置进行后续调整（如将燃料的定性和控制集

成到先进控制系统中（见第 8.1 节中的描述））。 

 

描述 

 

燃料特性的初次确定和定期测试可由运营方和/或燃料供应商负责进行。若由供应商负责，则

应将全部结果以供应商产品（燃料）规格和/或产品保证的形式提供给运营方。 

 

燃料 需确定特性的物质/参数 

生物质/泥炭 

 LHV 

 湿度 

 灰分 

 C、Cl、F、N、S、K、Na 

 金属和准金属（As、Cd、Cr、Cu、Hg、Pb、Zn） 

煤/褐煤 

 LHV 

 湿度 

 挥发物、灰分、固定碳、C、H、N、O、S 

 Br、Cl、F 

 金属和准金属（As、Cd、Co、Cr、Cu、Hg、Mn、Ni、Pb、Sb、Tl、V、Zn） 

HFO 
 灰分 

 C、S、N、Ni、V 

粗柴油 
 灰分 

 N、C、S 

天然气 
 LHV 

 CH4、C2H6、C3、C4+、CO2、N2、沃泊指数 

化工行业过

程燃料(1) 

 Br、C、Cl、F、H、N、O、S 

 金属和准金属（As、Cd、Co、Cr、Cu、Hg、Mn、Ni、Pb、Sb、Tl、V、Zn） 

钢铁冶炼过

程气体  

 LHV、CH4（用于 COG）、CXHY（用于 COG）、CO2、H2、N2、总硫、粉尘、

沃泊指数 

废物（2） 

 LHV 

 湿度 

 挥发物、灰分、Br、C、Cl、F、H、N、O、S 

 金属和准金属（As、Cd、Co、Cr、Cu、Hg、Mn、Ni、Pb、Sb、Tl、V、Zn） 

(1) 若可根据原材料和生产过程信息合理预计燃料中可能存在的物质/参数，则可将需确定特性的物质/参数清单缩减

至仅涵盖此类物质/参数。 

(2) 该类燃料特性的确定不妨碍适用最佳现有技术 60（a）中规定的废物预验收和验收程序，这可能导致对未包含在

本清单中的其它物质/参数进行特性确定和/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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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10. 为减少非正常运行条件（OTNOC）下排放至空气和/或水中的污染，最佳现有技

术将根据潜在污染物释放的相关性制定并实施一项作为环境管理体系（见 BAT 1）一部分的

管理计划，该计划应包括以下要素： 

 对被认为会造成非正常运行条件（OTNOC）的系统进行妥善的可影响排放至空气、

水和/或土壤中污染量的设计（如用于降低燃气轮机稳定运行所需最小启动和停机负荷

的低负荷设计理念）； 

 为相关系统制定并实施特定预防性维护计划; 

 审核并记录由非正常运行条件（OTNOC）及相关情况引起的排放，并在必要时采取

纠正措施； 

 定期评估非正常运行条件（OTNOC）下的总体排放（如事件发生频率、持续时间、

排放量/估值），并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BAT 11. 最佳现有技术将妥善监测在非正常运行条件（OTNOC）下排放至空气和/或水中

的污染。 

 

描述  

 

可通过直接测量排放量或者通过监测替代参数（若能证明与直接测量排放相比，该方法具有同

等或更高科学质量）来进行监测。启动和停机（SU/SD）过程中的排放量，可通过至少每年对

典型的SU/SD程序进行一次详细排放量测量并使用该测量结果估算该年各次SU/SD过程中的排

放量这一方法加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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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能源效率  
 

BAT 12. 为提高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燃烧、气化和/或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

单元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将烟道气和固体燃烧残渣中未燃烧

物质的成分降至最低 

普遍适用 

b.  优化工作介质条件 

在如控制 NOX排放量之需或所需能

源特性等限制条件允许范围内，于

最高压力和温度下使用工作介质气

体或蒸汽。  

c.  优化蒸汽循环 

通过使用设计条件所允许的冷凝器

冷却水的最低温度，以较低汽轮机

排气压力运行 

d.  能耗最小化 
将内部能源消耗最小化（如提高给

水泵效率） 

e.  助燃空气预热 

再利用从燃烧产生的烟道气中回收

的部分热能对燃烧过程中使用的空

气进行预热 

在与控制 NOX 排放量之需相关的限制

条件允许范围内普遍适用 

f.  燃料预热 利用回收的热能对燃料进行预热 
在与锅炉设计和控制 NOX 排放量之需

相关的限制条件允许范围内普遍适用 

g.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对主要燃烧参数实施计算机控制，

可改善燃烧效率。 

普遍适用于新单元。对旧单元的适用

性可能因需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

指挥系统而有限。 

h.  
利用回收的热能对

给水进行预热 

利用回收的热能给蒸汽冷凝器排出

的水预热，然后将其用于锅炉中 

仅适用于蒸汽回路，不适用于热锅

炉。 

由于装置配置和可回收热能的限制，

对现有单元的适用性可能有限。 

i.  
热电联产（CHP）

回收热能 

通过回收（主要来自蒸汽系统的）

热能生成热水/蒸汽，然后用于工业

过程 /活动或用于区域供热公共网

络。还可通过以下途径回收更多热

能： 

 烟道气 

 炉排冷却 

 循环流化床 

在与当地热能和电力需求相关的限制

条件允许范围内适用。 

对运行热量分布不定类气体压缩机的

适用性可能有限。 

j.  
热电联产（CHP）

就绪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仅适用于周边后期有实际热能使用需

求的新单元 

k.  烟道气冷凝器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对低温热能有足够需求的

CHP 单元 

l.  蓄热 
热电联产（CHP）模式下的蓄热储

存 

仅适用于 CHP 装置。 

在热负荷需求低的情况下，适用性可

能有限。 

m.  湿烟囱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装有湿法烟道气脱硫的新

单元和现有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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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冷却塔排放 
通过冷却塔而非专用烟囱向空气中

排放 

仅适用于排放前需对烟道气进行再加

热且冷却系统为冷却塔的装有湿法烟

道气脱硫的单元 

o.  燃料预干燥 
燃烧前减少燃料中水分以改善燃烧

条件 

适用于生物质和/或泥炭的燃烧，但适

用性受到自燃风险方面的限制（如泥

炭水分含量在整个输送链中保持在

40%以上）。 

干燥过程所产生的额外热值以及某些

锅炉设计或装置配置的有限改造能力

可能会限制对现有装置的改造。 

p.  热能损失最小化 

将余热损失（如炉渣造成的热能损

失或可通过将散热源隔热来减少的

热能损失）降至最小  

仅适用于使用固体燃料的燃烧单元和

气化/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单

元 

q.  先进材料 

使用经证明能够承受高工作温度和

压力的先进材料，从而提高蒸汽/燃

烧过程的效率 

仅适用于新装置 

r.  蒸汽轮机升级 

可使用诸如提高中压蒸汽温度和压

力、加配低压汽轮机以及改进汽轮

机转子叶片几何形状等技术。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需求、蒸汽参数和/

或装置寿命的限制 

s.  
超临界和超超临界

蒸汽循环 

超临界循环涉及使用蒸汽压力可达

220.6 巴以上、温度可达 374°C 以

上的蒸汽回路，包括蒸汽再热系

统；超超临界循环涉及使用蒸汽压

力可达 250–300 巴以上、温度可

达 580–600°C 以上的蒸汽回路，

包括蒸汽再热系统。 

仅适用于≥600 兆瓦热（MWth）且运

行时间>4000 时/年的新单元。  

若单元的用途是在过程工业中生成低

蒸汽温度和 /或低蒸汽压力，则不适

用。 

不适用于在 CHP 模式下生成蒸汽的燃

气轮机和发动机。 

就燃烧生物质的单元而言，某些所用

生物质可能会发生高温腐蚀，因此，

本技术的适用性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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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用水量与排放至水中污染 
 

BAT 13. 为减少用水量和受污染废水的排放量，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下列一种或两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水循环利用 

将来自装置的残留水流（包括径流水）重

新用于其它用途。循环利用程度受到受纳

水流对水质要求和装置水平衡的限制。 

若冷却系统排出的废水中含有水

处理用化学品和/或盐浓度高的海

水，则不适用。 

b. 干底灰处理 

干燥的热底灰从熔炉中落至机械输送系统

上，并被环境空气冷却。该过程不使用

水。  

仅适用于燃烧固体燃料的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限制，造成无

法对现有燃烧装置进行改造。 

 

 

BAT 14. 为防止对未受污染的废水造成污染并减少排放至水中污染，最佳现有技术（BAT）

将把废水分流，根据污染物含量对其分开进行处理。 

 

描述 

 

通常分开处理的废水流包括地表径流水、冷却水和烟道气处理产生的废水。 

 

适用性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现有装置排水系统配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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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15. 为减少烟道气处理排放至水中污染，最佳现有技术（BAT）将恰当组合使用下列

技术，且尽可能在最靠近源头处使用辅助技术以避免造成稀释。 

 

 

技术 
防止/减少的典型污染

物 
适用性 

 主要技术 

a. 

优化燃烧（见 BAT 6）和烟

道气处理系统（如

SCR/SNCR，见 BAT 7） 

有机化合物、氨

（NH3） 
普遍适用 

 辅助技术（1） 

b. 活性炭吸附 
有 机 化 合 物 、 汞

（Hg） 
普遍适用 

c. 好氧生物处理 

可生物降解的有机化

合 物 、 氨 盐 基

（NH4
+） 

普遍适用于有机化合物的处理。在高氯化

物浓度（即约 10 g/l）的情况下，氨盐基

（NH4
+）的好氧生物处理法可能不适用。 

d. 缺氧/厌氧生物处理 

汞（ Hg ）、硝酸盐

（NO3
- ）、亚硝酸根

（NO2
- ） 

普遍适用 

e. 凝聚和絮凝 固体悬浮物 普遍适用 

f. 结晶作用 

金属和准金属、硫酸

盐（SO4
2-）、氟化物

（F- ） 

普遍适用 

g. 
过滤（如砂滤、微滤、超

滤） 
固体悬浮物、金属 普遍适用 

h. 浮选 固体悬浮物、游离油 普遍适用 

i. 离子交换 金属 普遍适用 

j. 中和 酸类、碱类 普遍适用 

k. 氧化作用 
硫化物（S2-）、亚硫

酸盐（SO3
2-） 

普遍适用 

l. 沉淀 

金属和准金属、硫酸

盐（SO4
2-）、氟化物

（F- ） 

普遍适用 

m. 沉积 固体悬浮物 普遍适用 

n. 汽提 氨（NH3） 普遍适用 
 

（1）有关技术描述见 8.6 节 

 

 

BAT-AELs 涉及的是在离开装置处直接排入受纳水体的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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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烟道气处理中直接排入受纳水体的排放物 BAT-AELs  

物质/参数 
BAT-AELs 

日平均值 

总有机碳（TOC） 20-50 mg/l(1)(2)(3) 

化学需氧量（COD） 60-150 mg/l(1)(2)(3) 

总悬浮固体量(TSS) 10–30 mg/l 

氟化物（F-） 10–25 mg/l (3) 

硫酸盐（SO4
2-） 1.3–2.0 g/l(3)(4)(5)(6) 

硫化物(S2-)，易释放 0.1-0.2 mg/l (3) 

亚硫酸盐（SO3
2-） 1-20 mg/l (3) 

金属和准金属 

As 10–50 µg/l 

Cd 2-5 µg/l 

Cr 10-50 µg/l 

Cu 10-50 µg/l 

Hg 0.2-3 µg/l 

Ni 10-50 µg/l 

Pb 10-20 µg/l 

Zn 50-200 µg/l 
 

（1）总有机碳（TOC）BAT-AEL 和化学需氧量（COD）BAT-AEL 之一适用。

TOC 为首选方法，因为该监测不依赖剧毒化合物的使用。 

（2）该 BAT-AEL 在减去进气负荷后适用。 

（3）该 BAT-AEL 仅适用于因使用湿法烟道气脱硫产生的废水。 

（4）该 BAT-AEL 仅适用于在烟道气处理中使用钙化合物的燃烧装置。 

（5）由于硫酸钙的溶解度在高盐度废水（如氯化物浓度≥5 g/l）中增大，所以

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可能不适用于该类废水。 

（6）该 BAT-AEL 不适用于排入海水或淡海水的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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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废物管理 
 

BAT 16. 为减少由燃烧和/或气化过程及减排技术所产生的待处置废物量，最佳现有技术

（BAT）将结合生命周期理念，按优先顺序组织运行，实现以下各项最大化： 

 

a. 防止废物产生，如将作为副产品的残渣比例最大化； 

b. 废物制备以供再利用，如依照特定质量标准要求； 

c. 废物循环利用； 

d. 其它废物回收（如能源回收）， 

 

上述各项的实现需恰当组合应用若干技术，例如：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生成副产石膏 

优化湿法烟道气脱硫（FGD）所产生钙基反应

残渣的质量，使其可被用作所开采石膏的替代

品（如用作石膏板行业的原材料）。湿法烟道

气脱硫（FGD）所用石灰石的质量影响所产生

石膏的纯度。 

普遍适用但适用性受到所需石膏

质量要求、特定用途健康要求方

面以及市场条件的限制 

b. 

循环利用或回

收可用于建筑

行业的残渣 

循环利用或回收残渣（如半干式脱硫工艺所产

生的残渣、飞灰、底灰）用作建筑材料（如用

于道路建设，在混凝土生产中代替沙子，或用

于水泥行业） 

普遍适用但适用性受到与特定用

途相关的材料质量要求（如物理

特性、有害物质含量）方面以及

市场条件的限制 

c. 

通过将废物与

燃料混合进行

能量回收 

燃烧煤、褐煤、重质燃料油、泥煤或生物质产

生的富含碳的灰分和泥中残余能量可通过与燃

料混合等方式回收 

普遍适用于可接受与废物混合的

燃料并具备将燃料注入燃烧室技

术的装置 

d. 
制备废催化剂

以供再利用 

制备催化剂以供再利用（如 SCR 催化剂最多可

重复使用四次）可恢复其部分或全部原先性

能，从而将催化剂使用寿命延长至数十年。该

技术应被纳入催化剂管理方案。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催化剂机械条

件和控制 NOX 和 NH3 排放水平

要求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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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噪声排放 
 

BAT 17. 为减少噪声排放，最佳现有技术（BAT）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

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操作性措施 

包括： 

 改善设备的检查和维护 

 如可能，关闭封闭区域的门窗 

 由经验丰富的人员操作设备 

 尽可能避免在夜间开展噪音大的活动 

 维护时采取噪声控制措施 
 

 

普遍适用 

b. 低噪声设备 可包括压缩机、泵和研磨盘 
在添置新设备或更换设备时普遍适

用 

c. 噪音衰减 

可在噪声源和接收者之间设置障碍物减

少噪声传播。适用的障碍物包括防护

墙、堤和建筑物 

普遍适用于新装置。就现有装置而

言，添加障碍物可能会受到空间不

足的限制。 

d. 噪音控制设备 

包括： 

 降噪器 

 设备隔音 

 高噪声设备外壳 

 建筑物隔音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空间不足的限制 

e. 
为设备和建筑物选

择适当位置 

可通过增加噪声源和接收者之间距离以

及将建筑物用作噪声屏障来降低噪声水

平 

普遍适用于新装置。就现有装置而

言，设备和生产单元的迁移可能会

受到空间不足或成本过高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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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体燃料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2.1 煤和/或褐煤燃烧的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煤和/或褐煤的燃烧。除此之外，此类燃

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2.1.1 一般环境绩效  
 

BAT 18. 为改善煤和/或褐煤燃烧的一般环境绩效，最佳现有技术（BAT）除适用 BAT 6 外，

还应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整合燃烧工艺流程，确保锅炉

高效率并纳入减排 NOX 的主

要技术（如空气分级、燃料分

级、低 NOX 燃烧器（LNB）

和/或烟道气再循环） 

使用粉末燃烧、流化床燃烧或活动

炉排燃烧等燃烧工艺流程帮助实现

整合 

普遍适用 

 

 

2.1.2 能源效率  
 

BAT 19. 为提高煤和/或褐煤燃烧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用 BAT 12 中和

以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干底灰处理 

干燥的热底灰从熔炉落至机

械输送系统上，在运往熔炉

进行再燃烧过程中被环境空

气冷却。有用能量得以从灰

分再燃烧和灰分冷却过程中

回收。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限制，造成无法

对现有燃烧单元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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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煤和/或褐煤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3）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3)(4)(5) 

新单元(6)(7) 现有单元（6）（8） 新单元或现有单元 

燃 煤 ， ≥ 1000 兆 瓦 热

（MWth） 
45–46 33.5–44 75–97 

燃褐煤，≥1000 兆瓦热

（MWth） 
42–44 (9) 33.5–42.5 75–97 

燃 煤 ， <1000 兆 瓦 热

（MWth） 
36.5–41.5(10) 32.5–41.5 75–97 

燃褐煤， <1000 兆瓦热

（MWth） 
36.5–40(11) 31.5–39.5 75–97 

（1）该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或“燃料总利用

率净值”两项 BAT-AEELs 中仅有一项适用。 

（3）所列范围的下限可能对应于所用冷却系统类型或单元所在地理位置对所实现能源效率产生（最高四个百分

点）负面影响的情形。 

（4）若潜在热能需求太低，则可能无法达到所列水平。 

（5）该组 BAT-AEELs 不适用于只发电装置。 

（6）在气候条件不利、褐煤燃烧单元级别低和/或单元老旧（1985 年之前首次投入使用）的情形中可适用 BAT-

AEEL 范围的下限。 

（7）可使用高蒸汽参数（压力、温度）单元实现 BAT-AEEL 范围的上限。 

（8）可实现的电效率改善取决于特定的单元，不过，取决于现有单元的原始设计和已进行的改造，提高三个百分

点以上即可被视为体现出最佳现有技术的应用。 

（9）低热值低于 6 MJ/kg 燃烧褐煤的单元 BAT-AEEL 范围下限为 41.5％。 

（10）使用超临界或超超临界蒸汽循环且≥600 兆瓦热（MWth）的单元 BAT-AEEL 范围上限最高可达 46％。 

（11）使用超临界或超超临界蒸汽循环且≥600 兆瓦热（MWth）的单元 BAT-AEEL 范围上限最高可达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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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N2O 和 CO 
 

BAT 20. 为防止或减少煤和/或褐煤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此类燃烧排放至空

气中的 CO 和 N2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通常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  

普遍适用 

b.  

用于减少 NOx的其它主要技

术组合（如空气分级、燃料

分级、烟道气再循环、低

NOX燃烧器（LNB）） 

有关各项技术的描述请见 8.3。 

恰当主要技术（或技术组合）的

选择和性能可能会受到锅炉设计

的影响 

c.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可与“逃逸（slip）”SCR 一并使

用 

具有大横截面积的锅炉可能会限

制 NH3 和 NOX 的均匀混合，从

而限制该技术的适用性。 

若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锅炉负荷变化很大，则适用

性可能有限。 

d.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不适用于<300 兆瓦热（MWth）

且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 

通 常 不 适 用 于 <100 兆 瓦 热

（MWth）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

造成无法改造运行时间在 500-

1500 小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

置 及 无 法 在 ≥ 300 兆 瓦 热

（MWth）且运行时间<500 小时/

年的现有燃烧装置上使用。 

e.  
用于减少 NOX 和 SOX 的组

合技术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视情况而定，取决于燃料

特性和燃烧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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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煤和/或褐煤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3） 

<100  100-150 100-270 155-200 165-330 

100-300  50-100 100-180 80-130 155-210 

≥300，燃烧煤和/或褐

煤 的 流 化 床 燃 烧

（FBC）锅炉和燃烧褐

煤的煤粉（PC）锅炉 

50–85 <85–150 (4)(5) 80–125 140–165 (6) 

≥300，燃煤 PC 锅炉 65–85 65–150 80–125 <85–165 (7)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非在 1987 年 7 月 1 日后投入运行的燃煤 PC 锅炉装置，若其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且不适用 SCR 和/或

SNCR，则该组 BAT-AELs 范围的上限为 340 mg/Nm3 。 

（3）对于运行<500 小时/年的装置，列出的水平仅具指导性。 

（4）使用 SCR 时，该范围的下限被视为可适用。 

（5）对于燃烧褐煤的 PC 锅炉和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 FBC 锅炉，该范围的上限为 175 mg/Nm3 。 

（6）对于燃烧褐煤的 PC 锅炉和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 FBC 锅炉，该范围的上限为 220 mg/Nm3 。 

（7）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该范围的上限为 200 mg/Nm3，

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该范围上限为 220 mg/Nm3 。 

 

 

作为指导，新燃烧装置或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装置 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一

般如下：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兆瓦热（MWth）） 
CO 指 导 性 排 放 水 平

（mg/Nm3） 

<300 <30–140 

≥300，燃烧煤和 /或褐煤的流化床燃烧（FBC）锅炉和燃烧褐煤的煤粉

（PC）锅炉 
<30–100 (1) 

≥300，燃煤 PC 锅炉 <5–100 (1) 

（1）在因锅炉设计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和/或在未配备 NOX 减排用辅助减排技术的流化床锅炉中，该范围的上限

最高可达 140 mg/N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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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BAT 21. 为防止或减少煤和/或褐煤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最佳现有技术

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锅炉吸附剂注入（炉内或床

内）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管道吸附剂注入(DSI)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若 未 采 用 特 定 的 烟 道 气 脱 硫

（FGD）末端技术，则可使用该

技术去除 HCl/HF 

c.  喷雾干燥吸收器(SDA)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d.  

循环流化床（CFB）干式洗涤

塔 

e.  湿法洗涤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若 未 采 用 特 定 的 烟 道 气 脱 硫

（FGD）末端技术，则可使用该

技术去除 HCl/HF 

f.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

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

制，造成无法将该技术应用于

<300 兆瓦热（MWth）的燃烧装

置以及无法改造运行时间为

500-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装

置。 
g.  海水烟道气脱硫 

h.  减少 NOX和 SOX的组合技术  
适用性视情况而定，取决于燃

料特性和燃烧过程。 

i.  
更换或拆除位于湿法 FGD 下

游的燃气加热器 

用多管吸热器取代湿法 FGD 下游

的燃气加热器，或通过冷却塔或

湿烟囱去除和排放烟道气 

仅在装有湿法 FGD 和下游燃气

加热器的燃烧装置中热交换器

需更换或替换时适用 

j.  燃料选择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使用硫（例如以干基计低至 0.1 

wt%）、氯或氟含量低的燃料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

方面的限制，还可能会受到成

员国能源政策的影响。若燃烧

装置燃烧的是非常特殊的当地

燃料，则因设计限制，适用性

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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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煤和/或褐煤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

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

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100 150-200 150-360 170-220 170-400 

100-300 80–150 95-200 135-200 135-220 (3) 

≥300，PC 锅炉 10-75 10-130 (4) 25-110 25-165(5) 

≥300，流化床锅炉（6） 20-75 20-180 25-110 50-220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50 mg/Nm3。 

（4）可将低硫燃料与最先进湿式减排系统设计结合使用来实现该范围的下限。 

（5）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20 mg/Nm3 。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其它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5 

mg/Nm3。 

（6）循环流化床锅炉可使用高效湿法 FGD 来实现所列范围的下限。所列范围的上限可通过使用锅炉床内

吸附剂注入来实现。 

 

 

就专为燃烧当地褐煤燃料而设计的总额定热输入超过 300 兆瓦的燃烧装置而言，若可证明，

由于技术经济原因，其无法实现表 4（表 4）中列出的 BAT-AELs，表 4（表 4）中列出的日

平均 BAT-AELs 则不适用，而年平均 BAT-AEL 范围的上限则如下： 

 

（i）新 FGD 系统：RCG x 0.01，最高 200 mg/Nm3； 

 

（ii）现有 FGD 系统：RCG x 0.03，最高 320 mg/Nm3； 

 

其中 RCG 表示在 SOX减排系统入口处未净化烟道气中（在总体说明中所列标准条件下）

SO2的年平均浓度，参考氧气含量为 6 vol％ O2。 

 

（iii）若锅炉吸收剂注入作为 FGD 系统的一部分实施，则可通过计入该技术的 SO2减排效率

（ηBSI）来调整 RCG，如下所示：RCG（调整后）= RCG（实测）/（1-ηB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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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煤和/或褐煤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HCl 和 HF 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污染物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或年采样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HCl 
<100 1-6 2-10 (2) 

≥100 1-3 1-5(2)(3) 

HF 
<100 <1-3 <1-6 (4) 

≥100 <1-2 <1-3(4) 

（1）装有湿法 FGD 和下游燃气加热器的装置可能难以实现所列 BAT-AEL 范围的下限。 

（2）在下列情况下，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 mg/Nm3：燃烧的燃料平均氯含量为 1000 mg/kg（干基）或更高

的装置；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FBC 锅炉。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对于装有湿法 FGD 和下游燃气加热器的装置，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7 mg/Nm3。 

（4）在下列情况下，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7 mg/Nm3：装有湿法 FGD 和下游燃气加热器的装置；运行时间

<1500 小时/年的装置；FBC 锅炉。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2.1.5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 
 

BAT 22. 为减少煤和/或褐煤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袋式过滤器 

c. 
锅炉吸附剂注入  

（炉内或床内）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等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制。 

d.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硫系统  

e.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适用性见 BAT 21 

 

 

表 6： 煤和/或褐煤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粉尘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

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100 2-5 2-18 4-16 4-22 (3) 

100-300 2-5 2-14 3-15 4-22 (4) 

300-1000 2-5 2-10 (5) 3-10 3-11 (6) 

≥1000 2-5 2-8 3-10 3-11 (7)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8 mg/Nm3。 

（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5 mg/Nm3。 

（5）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2 mg/Nm3。 

（6）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 mg/Nm3。 

（7）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4 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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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排放至空气中的汞 
 

BAT 23. 为防止或减少煤和/或褐煤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汞，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

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受益于主要用于其它污染物减排的技术 

a.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在烟道气温度低于 130°C 的情

况下可取得更高的除汞效率。 

该技术主要用于粉尘控制。 普遍适用 

b.  袋式过滤器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主要用于粉尘控制。 

c.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硫系统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制。 
d.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适用性见 BAT 21 

e.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仅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来提高或

降低汞的氧化，再由后续 FGD

或除尘系统捕获。 

该技术主要用于 NOX控制。 

适用性见 BAT 20 

特定汞减排技术 

f.  
在烟道气中注入碳吸附剂（如活

性炭或卤化活性炭）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通常与 ESP/袋式过滤器结合使

用。该技术的使用可能需要先采

取额外处理步骤，在进一步再利

用飞灰之前，将含汞碳组分进行

进一步分离。 

普遍适用 

g.  在燃料或熔炉中使用卤化添加剂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卤素含量低的燃

料 

h.  燃料预处理 

洗涤和混合燃料以限制/减少汞含

量或改善污染控制设备对汞的捕

集 

须经事先调查确定燃料特性

并评估该技术的潜在有效

性，方可确定是否适用 

i.  燃料选择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

给方面的限制，还可能会受

到成员国能源政策的影响。 

 

 

 

表 7： 煤和褐煤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汞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兆瓦热

（MWth）） 

BAT-AELs (µg/Nm3) 

年平均值或年采样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煤 褐煤 煤 褐煤 

<300 <1-3 <1-5 <1-9  <1-10  

≥300 <1-2 <1-4 <1-4  <1-7 

（1）可采用特定汞减排技术实现所列 BAT-AEL 范围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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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的燃烧。除此之外，

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2.2.1 能源效率  
 

表 8：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3）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4）

（5） 

新单元(6) 现有单元 新单元 现有单元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锅炉 
33.5 至>38

（33.5-to>38） 
28-38 73-99 73-99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和“燃料总利用

率净值”两组 BAT-AEELs 中仅有一组适用。 

（3）所列范围的下限可能对应于所用冷却系统类型或单元所在地理位置对所实现能源效率产生（最高四个百分

点）负面影响的情形。  

（4）若潜在热能需求太低，则可能无法达到所列水平。 

（5）该组 BAT-AEELs 不适用于只发电装置。 

（6）就<150 兆瓦热（MWth）且燃烧高湿度生物质燃料的单元而言，所列范围的下限可能会降至 32％。 

 

 

2.2.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N2O 和 CO 
 

BAT 24. 为防止或减少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此类燃烧

排放至空气中的 CO 和 N2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低 NOX燃烧器（LNB） 

c.  空气分级 

d.  燃料分级 

e.  烟道气再循环 

f.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可与“逃逸”SCR 一并

使用。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且锅炉负

荷变化很大的燃烧装置。 

若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间的燃

烧装置锅炉负荷变化很大，则适用性可

能有限。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受到注入的反

应剂所需温度范围和停留时间方面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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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若使用高碱性燃料（如

稻草）则可能需将 SCR

安装在除尘系统的下游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装

置。 

可能存在某些经济限制，造成无法改造

<300兆瓦热（MWth）的现有燃烧装置。 

通常不适用于<100兆瓦热（MWth）的现

有燃烧装置。 

 

 

表 9：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50-100 70-150 (3) 70-225 (4) 120-200(5) 120-275(6) 

100-300 50-140 50-180 100-200 100-220 

≥300 40-140 40-150 (7) 65–150 95-165 (8)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500 小时/年的燃烧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若装置所用燃料的平均钾含量为 2000 mg/kg（干重）或更高且/或平均钠含量为 300 mg/kg 或更高，则该 BAT-

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0 mg/Nm3。 

（4）若装置所用燃料的平均钾含量为 2000 mg/kg（干重）或更高且/或平均钠含量为 300 mg/kg 或更高，则该 BAT-

AEL 范围的上限为 250 mg/Nm3。 

（5）若装置所用燃料的平均钾含量为 2000 mg/kg（干重）或更高且/或平均钠含量为 300 mg/kg 或更高，则该 BAT-

AEL 范围的上限为 260 mg/Nm3。 

（6）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若其所用燃料平均钾含量为 2000 mg/kg（干重）或更高且/或

平均钠含量为 300 mg/kg 或更高，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310 mg/Nm3。 

（7）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60 mg/Nm3。 

（8）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0 mg/Nm3。 

 

 

作为指导，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通常为： 

 

 <30-250 mg/Nm3：适用于 50-100 兆瓦热（MWth）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

烧装置，或 50-100 兆瓦热（MWth）的新燃烧装置； 

 <30-160 mg/Nm3：适用于 100-300 兆瓦热（MWth）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

燃烧装置，或 100-300 兆瓦热（MWth）的新燃烧装置； 

 <30-80 mg/Nm3：适用于≥300 兆瓦热（MWth）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

装置，或≥300 兆瓦热（MWth）的新燃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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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BAT 25. 为防止或减少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最佳

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锅炉吸附剂注入（炉内

或床内）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管道吸附剂注入(DSI) 

c.  喷雾干燥吸收器(SDA) 

d.  
循环流化床（CFB）干

式洗涤塔 

e.  湿法洗涤 

f.  烟道气冷凝器 

g.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改造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年之间

的现有燃烧装置。 

h.  燃料选择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限

制，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的影

响 。 

 

 

表 10：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SO2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100 15-70 15-100 30-175 30-215 

100-300 <10-50 <10-70 (3) <20-85 <20-175 (4) 

≥300  <10-35 <10-50 (3) <20-70 <20-85 (5)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对于所用燃料平均硫含量为 0.1 wt％（干重）或更高的现有装置，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00 mg/Nm3。 

（4）对于所用燃料平均硫含量为 0.1 wt％（干重）或更高的现有装置，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15 mg/Nm3。 

（5）对于所用燃料平均硫含量为 0.1 wt％（干重）或更高的现有装置，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65 mg/Nm3；若

上述装置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之后投入运行，且/或为燃烧泥炭的 FBC 锅炉，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15 

mg/Nm3。 

 

 



L 212/40 中文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2017 年 8 月 17 日 

40 

 

表 11：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HCl 和 HF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总

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

（MWth）） 

HCl 的 BAT-AELs（mg/Nm3）(1)(2) 
HF 的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或年采样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 

(3)(4) 
新装置 

现有装置

（5） 
新装置 

现有装置

（5） 

<100 1-7 1-15 1-12 1-35 <1 <1.5 

100-300 1-5 1-9 1-12 1-12 <1 <1 

≥300 1-5 1-5 1-12 1-12 <1 <1 

（1）对于所用燃料平均氯含量≥0.1 wt％（干重）的装置，或既燃烧生物质又燃烧富含硫燃料（如泥碳）的现有装

置，或使用碱金属氯化物转化添加剂（如元素硫）的现有装置，若是新装置，则所列 BAT-AEL 范围的年平均上限

为 15 mg/Nm3，若是现有装置，则所列 BAT-AEL 范围的年平均上限为 25 mg/Nm3。所列 BAT-AEL 范围的日平均值

不适用于此类装置。 

（2）所列 BAT-AEL 范围的日平均值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新装置

BAT-AEL 范围的年平均值上限为 15 mg/Nm3。 

（3）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4）装有湿法 FGD 和下游燃气加热器的装置可能难以实现该组 BAT-AEL 范围的下限。 

（5）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2.2.4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 
 

BAT 26. 为减少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最佳现有技

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 
袋式过滤器  

c

.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

硫系统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制。 
d

.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适用性见 BAT 25 

e

. 
燃料选择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

的限制，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

政策的影响。 

 

 

表 12：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粉尘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粉尘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100 2-5 2-15 2-10 2-22 

100-300 2-5 2-12 2-10 2-18 

≥300 2-5 2-10 2-10 2-16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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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排放至空气中的汞 
 

BAT 27. 为防止或减少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汞，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特定汞减排技术 

a. 
在烟道气中注入碳吸附剂

（如活性炭或卤化活性炭）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在燃料或熔炉中使用卤化添

加剂 
普遍适用于卤素含量低的燃料 

c. 燃料选择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

的限制，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

政策的影响。 

受益于主要用于其它污染物减排的技术 

d.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等技术主要用于粉尘控制。 普遍适用 e. 袋式过滤器 

f.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硫系

统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等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制。 g.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适用性见 BAT 25 

 

 

固体生物质和/或泥炭燃烧排放至空气中汞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为采样

周期的平均值，<1–5µ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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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液体燃料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不适用于海上平台燃烧装置，适用于该类装置的技术涵盖于第 4.3 节。 

 

 

3.1 使用重质燃料油（HFO）和/或粗柴油的锅炉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 HFO 和/或粗柴油在锅炉中的燃烧。除此

之外，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3.1.1 能源效率  
 

 

表 13： 在锅炉中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3） 

新单元 现有单元 新单元 现有单元 

使用重质燃料油（HFO）

和/或粗柴油的锅炉  
>36.4 35.6-37.4 80-96 80-96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和“燃料总利用

率净值”两组 BAT-AEELs 中仅有一组适用。 

（3）若潜在热能需求太低，则可能无法实现所列水平。 

 

 

3.1.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和 CO 
 

BAT 28. 为防止或减少锅炉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此类燃

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C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空气分级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燃料分级  

c.  烟道气再循环 

d.  低 NOX燃烧器（LNB） 

e.  添加水/蒸汽 适用性受限于供水量 

f.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且锅

炉负荷变化很大的燃烧装置。 

若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年之间

的燃烧装置锅炉负荷变化很大，则适

用性可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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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

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

无法改造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

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置。 

通常不适用于<100兆瓦热（MWth）

的燃烧装置。 

h.  先进控制系统 

普遍适用于新燃烧装置。对旧式燃烧

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需要改造燃烧系

统和/或控制指挥系统而有限。 

i.  燃料选择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

限制，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

的影响。 

 

 

表 14： 在锅炉中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 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100 75-200 150-270 100-215 210-330 (3) 

≥100 45-75 45-100 (4) 85-100 85-110 (5)(6)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的工业锅炉和区域供热装置，若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且不适用 SCR

和/或 SNCR，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450 mg/Nm3。 

（4）对于 100-300 兆瓦热（MWth）的装置和≥300 兆瓦热（MWth）的装置，若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之后投入运

行，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10 mg/Nm3。 

（5）对于 100-300 兆瓦热（MWth）的装置和≥300 兆瓦热（MWth）的装置，若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之后投入运

行，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45 mg/Nm3。 

（6）对于>100 兆瓦热（MWth）且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的工业锅炉和区域供热装置，若运行时间

<1500 小时/年，且不适用 SCR 和/或 SNCR，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365 mg/Nm3。 

 

 

作为指导，CO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通常为： 

 

 10-30 mg/Nm3：适用于<100 兆瓦热（MWth）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装

置，或<100 兆瓦热（MWth）的新燃烧装置； 

 10-20 mg/Nm3：适用于≥100 兆瓦热（MWth）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装

置，或≥100 兆瓦热（MWth）的新燃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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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BAT 29. 为防止或减少在锅炉中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管道吸附剂注入(DSI)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喷雾干燥吸收器
(SDA) 

c.  烟道气冷凝器 

d.  
湿法烟道气脱硫  

（湿法 FGD）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 将 该 技 术 应 用 于 ＜ 300 兆 瓦 热

（MWth）的燃烧装置。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改造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年之间

的现有燃烧装置。 

e.  海水烟道气脱硫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 将 该 技 术 应 用 于 ＜ 300 兆 瓦 热

（MWth）的燃烧装置。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改造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

间的现有燃烧装置。 

f.  燃料选择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限

制，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的影

响。 

 

 

表 15： 在锅炉中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SO2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300 50-175 50-175 150-200 150-200 (3) 

 ≥300 35-50 50-110 50-120 150-165 (4)(5)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的工业锅炉和区域供热装置而言，若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则该 BAT-

AEL 范围的上限为 400 mg/Nm3。 

（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75 mg/Nm3。 

（5）就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的工业锅炉和区域供热装置而言，若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且不适用

湿法 FGD，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0 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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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 
 

BAT 30. 为减少在锅炉中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最佳

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袋式过滤器 

c.  多管旋风除尘器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多管旋风除尘器可与其它除尘技术结

合使用。 

d.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硫

系统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

制。 

e.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

制。 

适用性见 BAT 29 

f.  燃料选择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

面的限制，还可能会受到成员国

能源政策的影响。 

 

 

表 16： 在锅炉中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粉尘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粉尘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300 2-10 2-20 7-18 7-22 (3) 

≥300 2-5 2-10 7-10 7-11 (4) 

（1）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5 mg/Nm3。 

（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值为 15 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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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使用重质燃料油（HFO）和/或粗柴油的发动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 HFO 和/或粗柴油在往复式发动机中的燃

烧。除此之外，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使用 HFO 和/或粗柴油的发动机，若是作为小型孤立系统（1）或微型孤立系统（2）一部分的

岛上发动机，则因技术、经济和后勤/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在其与大陆电网互连或获得天然

气供应之前，可能不适用 NOX、SO2和粉尘的辅助减排技术。因此，此类发动机的 BAT-AELs

仅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于小型孤立系统和微型孤立系统的新发动机，且仅从 2030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于该类系统的现有发动机。 
 

（1）定义见《第 2009/72/EU 号指令》第 2 条第 26 款。 

（2）定义见《第 2009/72/EU 号指令》第 2 条第 27 款。 

 

 

3.2.1 能源效率  
 

BAT 31. 为提高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

合使用 BAT 12 中和以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联合循环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新单元。 

适用于现有单元但适用性受到蒸汽循环设计和可

用空间方面的限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单元。  

 

 

表 17： 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 

净电效率（％）（2） 

新单元 现有单元 

使用 HFO 和/或粗柴油的

往复式发动机–单循环 
41.5-44.5 (3) 38.3-44.5 (3) 

使用 HFO 和/或粗柴油的

往复式发动机–联合循环 
>48 (4) 无 BAT-AEEL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净电效率 BAT-AEELs 适用于设计侧重发电的和仅发电用 CHP 单元。 

（3）装有能源密集型辅助减排技术的发动机可能难以达到所列水平。 

（4）在干燥、炎热地区使用散热器作为冷却系统的发动机可能难以达到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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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CO 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BAT 32. 为防止或减少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

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柴油发动机低 NOX燃烧概

念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废气再循环（EGR） 不适用于四冲程发动机 

c.  添加水/蒸汽  
适用性受限于供水量。 

若无可用改造套件，则适用性可能有限。 

d.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法改造运

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置。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空间不足的限

制。 

 

 

BAT 33. 为防止或减少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CO 和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下列一种或两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普遍适用 

b.  氧化催化剂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装

置。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燃料中硫含量的限制。 

 

 

表 18： 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

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3） 

≥50 115-190 (4) 125-625 145-300 150-750 

（1）所列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或无法安装辅助减排技术的装置。 

（2）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和无法安装辅助减排技术的装置 BAT-AEL 范围为 1150–1900 mg/Nm3。 

（3）对于运行<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4）若装置带有<20 兆瓦热（MWth）、燃烧 HFO 的单元，则适用于所带单元的 BAT-AEL 范围上限是 225 

mg/Nm3。 

 

 

作为指导，对于仅燃烧 HFO 且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装置或仅燃烧 HFO 的新燃

烧装置而言，  
 

 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通常为 50–175 mg/Nm3； 

 总挥发性有机碳（TVOC）排放水平在采样周期的平均值通常为 10–40 mg/ 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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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BAT 34. 为防止或减少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料选择 

见第8.4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限制，还可能会

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的影响。 

b.  
管道吸附剂注入
(DSI) 

应用在现有燃烧装置上可能存在技术限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c.  
湿法烟道气脱硫

（湿法 FGD）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法将该技术应

用于<300 兆瓦热（MWth）的燃烧装置。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法改造运行时

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置。 

 

 

表 19： 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

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SO2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全部 45-100 100-200 (3) 60-110 105-235 (3) 

（1）所列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若无可适用辅助减排技术，则该 BAT-AEL 范围上限为 280 mg/Nm3，其所对应的燃料硫含量为 0.5 wt％（干

重）。 

 

3.2.4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  
 

BAT 35. 为防止或减少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排放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最

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料选择 

见第8.5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限制，还

可能会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的影响。 

b.  静电除尘器（ESP）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c.  袋式过滤器 

 

表 20： 往复式发动机燃烧 HFO 和/或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粉尘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

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粉尘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50 5-10 5-35 10-20 10-45 

（1）所列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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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用粗柴油的燃气轮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粗柴油在燃气轮机中的燃烧。除此之外，

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3.3.1 能源效率 
 

BAT 36. 为提高燃气轮机燃烧粗柴油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用 BAT 12

中和以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联合循环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新单元。 

适用于现有单元但适用性受到蒸汽循环设计和

可用空间方面的限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单元。 

 

 

表 21： 使用粗柴油的燃气轮机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 

净电效率（％）（2） 

新单元 现有单元 

使用粗柴油的开式循环

燃气轮机  
>33 25-35.7 

使用粗柴油的联合循环

燃气轮机 
>40 33-44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净电效率 BAT-AEELs 适用于设计侧重发电的和仅发电用 CHP 单元。 

 

 

3.3.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和 CO 
 

BAT 37. 为防止或减少燃气轮机燃烧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

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添加水/蒸汽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限于供水量 

b.  
低 NOX燃烧器（

LNB）  

仅适用于所用低NOX燃烧器在市场上有供应的汽

轮机型号 

c.  
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法改造运

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

置。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空间不足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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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38. 为防止或减少燃气轮机燃烧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C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

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氧化催化剂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

燃烧装置。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

空间不足的限制。 

 

作为指导，供紧急情况下使用、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双燃料燃气轮机燃烧粗柴油产生的排

放至空气中NOX的排放水平，作为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通常为145-250 mg/Nm3。 

 

 

3.3.3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和粉尘 
 

BAT 39. 为防止或减少燃气轮机燃烧粗柴油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 和粉尘，最佳现有技术将

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料选择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给方面的限制，还可能

会受到成员国能源政策的影响。 

 

 

表 22： 燃气轮机（包括双燃料燃气轮机）燃烧粗柴油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 和粉尘的最佳现有

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ELs） 

燃烧装置类型  

BAT-AELs (mg/Nm3) 

SO2 粉尘 

年平均值(1)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

平均值(2) 
年平均值(1)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

均值(2) 

新装置和现有装置  35-60 50-66 2-5 2-10 

（1）所列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4 气体燃料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4.1 天然气燃烧的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天然气的燃烧。除此之外，此类燃烧还适

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不适用于海上平台燃烧装置，

适用于该类装置的技术涵盖于第 4.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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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能源效率 
 

BAT 40. 为提高天然气燃烧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用 BAT 12 中和以下

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联合循环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新燃气轮机和发动机，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

的除外。 

适用于现有燃气轮机和发动机但适用性受到蒸汽循环设计

和可用空间方面的限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气轮机和发动

机。 

不适用于以不连续模式运行、负荷变化范围大且启动和停

机频繁的机械驱动燃气机轮。 

不适用于锅炉。 

 

 

表 23： 天然气燃烧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3）（4） 

净机械能源效率
(%)(4)(5) 

新单元 现有单元 新单元 现有单元 

燃气发动机  39.5-44 (6) 35-44 (6) 56-85 (6) 无 BAT-AEEL 

燃气锅炉  39-42.5 38-40 78-95 无 BAT-AEEL 

开式循环燃气轮机，  

≥50 兆瓦热（MWth） 
36-41.5 33-41.5 无 BAT-AEEL 36.5-41 33.5-41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CCGT） 

CCGT ， 50-600 兆 瓦 热

（MWth） 
53-58.5 46-54 无 BAT-AEEL 无 BAT-AEEL 

CCGT, ≥ 600 兆 瓦 热

（MWth） 
57-60.5 50-60 无 BAT-AEEL 无 BAT-AEEL 

CHP CCGT，50-600 兆瓦热

（MWth） 
53-58.5 46-54 65-95 无 BAT-AEEL 

CHP CCGT, ≥600 兆瓦热

（MWth） 
57-60.5 50-60 65-95 无 BAT-AEEL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对于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和“燃料总利

用率净值”两组 BAT-AEELs 中仅有一组适用。 

（3）若潜在热能需求太低，则可能无法实现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BAT-AEELs。  

（4）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只发电装置。 

（5）所列 BAT-AEELs 对用于机械驱动应用的单元适用。 

（6）为实现 NOX排放水平低于 190 mg/Nm3而经过调适的发动机可能难以达到所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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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CO、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和 CH4 
 

BAT 41. 为防止或减少锅炉燃烧天然气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

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空气和/或燃料分级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空气分级通常与低 NOX燃烧器有关。 普遍适用 
b.  烟道气再循环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c.  低 NOX燃烧器（LNB） 

d.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通常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或

可单独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

燃烧装置。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

需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

挥系统而有限。 

e.  降低助燃空气温度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但适用性受到工艺流程

需要方面的限制 

f.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SN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

且锅炉负荷变化很大的燃烧装

置。 

若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

之间的燃烧装置锅炉负荷变化很

大，则适用性可能有限。 

g.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

的燃烧装置。  

通 常 不 适 用 于 <100 兆 瓦 热

（MWth）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

造成无法改造运行时间在 500-

1500 小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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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42. 为防止或减少燃气轮机燃烧天然气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

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通常与其它技术结合使

用，或可单独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需

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系统

而有限 

b.  添加水/蒸汽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限于供水量 

c.  
干式低 NOX燃烧器

（DLN） 

汽轮机若无可用改造套件或装有水/

蒸汽添加系统，则适用性可能有限 

d.  低负荷设计理念 

调适相关的过程控制及设备，以

确保在能源需求变化时仍能保持

良好的燃烧效率，如改善入口处

气流控制能力或将燃烧过程分成

若干解耦燃烧阶段。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燃气轮机设计的

限制  

e.  低 NOX燃烧器（LNB）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联合循环燃气轮机

（CCGT）燃烧装置余热回收蒸汽

发生器（HRSG）的补燃 

f.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燃

烧装置。  

通常不适用于<100 兆瓦热（MWth）

的现有燃烧装置。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

空间不足的限制。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

成无法改造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

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置。 

 

 

BAT 43. 为防止或减少发动机燃烧天然气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

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a.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通常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

或可单独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

年的燃烧装置。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需

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系

统而有限 

b.  b.  稀薄燃烧概念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通常与 SCR 结合使用。 
仅适用于新燃气发动机 

c.  c.  高级稀薄燃烧概念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仅适用于新火花点火式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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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

空间不足的限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

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

成无法改造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间的现有燃烧装置。 

 

 

BAT 44. 为防止或减少天然气燃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CO，最佳现有技术将确保燃烧优化及/

或使用氧化催化剂。 

 

描述 

 

见第10.8.3节中的描述。  

 

 

表 24： 燃气轮机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类型 

燃烧装置总额定

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1)(2) 

年平均值 

(3)(4)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

期平均值 

开式循环燃气轮机（OCGT）（5）（6） 

新 OCGT ≥50 15-35  25-50  

现有 OCGT（不包括用于机械驱动

应用的汽轮机）–运行时间<500 小

时/年的装置除外 

≥50 15-50 25-55 (7) 

联合循环燃气轮机（CCGT）(5)(8) 

新 CCGT  ≥50 10-30  15-40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75 ％的现有
CCGT 

≥600 10-40 18-50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75％的现有
CCGT 

≥600 10-50 18-55 (9)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 <75 ％的现有
CCGT 

50-600 10-45 35-55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75％的现有
CCGT 

50-600 25-50 (10) 35-55 (11) 

开式和联合循环燃气轮机 

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

的燃气轮机或供紧急情况下使用、

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气轮

机 

≥50 无 BAT-AELs 60-140 (12)(13) 

用于机械驱动应用的现有燃气轮机

–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除外 
≥50 15-50 (14) 25-5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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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列 BAT-AELs 也适用于在使用双燃料的汽轮机中燃烧天然气。 

（2）就装有 DLN 的燃气轮机而言，所列 BAT-AELs 仅在 DLN 有效运行时适用。 

（3）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 

（4）优化现有技术的运行以进一步减少 NOX 排放可能会导致 CO 排放水平达到本表下面所列 CO 排放指导范围的

上限。 

（5）所列 BAT-AELs 对用于机械传动应用的现有汽轮机或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不适用。 

（6）就净电效率（EE）大于 39％的装置而言，可对所列范围的上限适用对应于[上限] x EE / 39 的纠正因子，其中

EE 为在 ISO 基本负荷条件下确定的装置净电能源效率或净机械能源效率。 

（7）就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且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年之间的装置而言，该范围的上限为 80 

mg/Nm3。 

（8）就净电效率（EE）大于 55％的装置而言，可对所列 BAT-AEL 范围的上限适用对应于[上限] x EE / 55 的校正

因子，其中 EE 为在 ISO 基本负荷条件下确定的装置净电效率。 

（9）和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65 mg/Nm3。 

（10）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55 mg/Nm3。 

（11）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80 mg/Nm3。 

（12）使用 DLN 燃烧器可实现 NOX的 BAT-AEL 范围下限。 

（13）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1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60 mg/Nm3。 

（15）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65 mg/Nm3。 

 

 

作为指导，各类新燃烧装置和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燃烧装置 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

值一般如下： 

 

 ≥50 兆瓦热（MWth）的新 OCGT：<5-40 mg/Nm3。就净电效率（EE）大于 39％的装

置而言，可对该范围的上限适用一个对应于[上限] x EE / 39 的校正因子，其中 EE 为在

ISO 基本负荷条件下确定的装置净电能源效率或净机械能源效率。 

 ≥50 兆瓦热（MWth）的现有 OCGT（不包括用于机械驱动应用的汽轮机）：<5-40 

mg/Nm3。就无法安装干式 NOX 减排技术的现有装置而言，该范围的上限通常为 80 

mg/Nm3，而对于低负荷运行的装置，该范围上限则为 50 mg/Nm3。 

 ≥50 兆瓦热（MWth）的新 CCGT：<5-30 mg/Nm3。就净电效率（EE）大于 55％的装

置而言，可对该范围的上限适用一个对应于[上限] x EE / 55 的校正因子，其中 EE 为在

ISO 基本负荷条件下确定的装置净电能源效率。 

 ≥50 兆瓦热（MWth）的现有 CCGT：<5-30 mg/Nm3。就低负荷运行的装置而言，该范

围的上限通常为 50 mg/Nm3。 

 ≥50 兆瓦热（MWth）的用于机械驱动应用的现有燃气轮机：<5-40 mg/Nm3。装置低负

荷运行时，该范围的上限通常为 50 mg/Nm3。 

 

就装有 DLN 燃烧器的燃气轮机而言，上述指导性水平对应的是 DLN 有效运行时的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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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锅炉和发动机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s） 

燃烧装置类型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1)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新装置 现有装置（3） 

锅炉 10-60 50-100 30-85 85-110  

发动机（4） 20-75 20-100 55-85 55-110 (5) 

（1）优化现有技术的运行以进一步减少 NOX 排放可能会导致 CO 排放水平达到本表下面所列 CO 排放指导范围的

上限。 

（2）该组 BAT-A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 

（3）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4）所列 BAT-AELs 仅适用于火花点火式和双燃料发动机，对燃气和柴油发动机不适用。  

（5）对于供紧急情况下使用、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无法应用稀薄燃烧概念或使用 SCR 的发动机，该指导范围

的上限为 175 mg/Nm3 。 

 

 

作为指导，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通常为： 

 

 <5-40 mg/Nm3：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锅炉；  

 <5-15 mg/Nm3：适用于新锅炉；  

 30-100 mg/Nm3：适用于新发动机和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发动机。  

 

BAT 45. 为减少火花点火式稀燃型燃气发动机燃烧天然气排放至空气中的非甲烷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NMVOC）和甲烷（CH4），最佳现有技术将确保燃烧优化且/或应使用氧化催化

剂。 

 

描述 

 

见第10.8.3节中的描述。氧化催化剂无法有效减排含少于四个碳原子的饱和烃。 

 

 

表 26： 火花点火式稀燃型燃气发动机燃烧天然气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甲醛和 CH4的最佳现有技术

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兆瓦热 

（MWth）） 

BAT-AELs (mg/Nm3) 

甲醛 CH4 

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或现有装置 新装置 现有装置 

≥50 5-15 (1) 215-500 (2) 215-560 (1)(2) 

（1）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2）在满负荷运行时，该 BAT-AEL 以 C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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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钢铁冶炼过程气体（高炉煤气、焦炉煤气、

氧气顶吹转炉煤气）的燃烧，包括单独燃烧、混合燃烧以及同时与其它气体和/或液体燃料一

并进行的燃烧。除此之外，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4.2.1 能源效率 
 

BAT 46. 为提高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燃烧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用 BAT 12

中和以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过程气体管理系统 见第8.2节中的描述 仅适用于钢铁联合企业 

 

 

表 27： 锅炉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3） 

使用多种燃料的现有燃气锅炉 30-40 50-84 

使用多种燃料的新燃气锅炉 (4) 36-42.5 50-84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和“燃料总利用率

净值”两组 BAT-AEELs 中仅有一组适用。 

（3）该组 BAT-AEELs 不适用于只发电装置。 

（4）CHP 单元的能源效率范围很大，这主要取决于当地对电力和热能的需求。 

 

 

表 28:  CCGT 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3） 

新单元 现有单元 

CHP CCGT >47 40-48 60-82 

CCGT >47 40-48 无 BAT-AEEL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和“燃料总利用

率净值”两组 BAT-AEELs 中仅有一组适用。 

（3）该组 BAT-AEELs 不适用于只发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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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和 CO 
 

BAT 47. 为防止或减少锅炉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术将

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低 NOX燃烧器（LNB）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专门设计的多排低 NOX燃烧器，每

排可燃烧不同类型燃料，或专门设

计的具有燃烧多种类型燃料用特定

功能的低 NOX燃烧器（如带有不同

类型燃料燃烧专用多喷嘴或燃料预

混合功能） 。 

普遍适用 

b.  空气分级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c.  燃料分级  

d.  烟道气再循环 

e.  过程气体管理系统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但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

料供给方面的限制 

f.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通常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需

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系统

而有限 

g.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

燃烧装置  

h.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

燃烧装置。 

通 常 不 适 用 于 <100 兆 瓦 热

（MWth）的燃烧装置。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

空间不足和燃烧装置配置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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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48. 为防止或减少 CCGT 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术

将使用以下一种或恰当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过程气体管理系统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但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

燃料供给方面的限制 

b.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通常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

需要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

系统而有限 

c.  添加水/蒸汽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在用 DLN 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的

双燃料燃气轮机中燃烧天然气时，

通常使用水/蒸汽添加技术。 

适用性受限于供水量 

d.  干式低 NOX燃烧器（DLN）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的 DLN 与仅

燃烧天然气的 DLN 不同。 

适用性受到钢铁冶炼过程气体

（如焦炉煤气）反应性的限制。 

汽轮机若无可用改造套件或装有

水/蒸汽添加系统，则适用性可能

有限。 

e.  低 NOX燃烧器（LNB）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仅 适 用 于 联 合 循 环 燃 气 轮 机

（CCGT）燃烧装置余热回收蒸汽

发生器（HRSG）的补燃。 

f.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

到空间不足的限制 

 

 

BAT 49. 为防止或减少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排放至空气中的 C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两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氧化催化剂 

仅适用于 CCGT。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空间不足、负荷要

求和燃料硫含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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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100%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类型 
O2参考水平

（vol％） 

BAT-AELs (mg/Nm3) (1)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锅炉 3 15-65 22-100 

现有锅炉 3 20-100 (2)(3) 22-110 (2)(4)(5) 

新 CCGT 15 20-35 30-50 

现有 CCGT 15 20-50 (2)(3) 30-55 (5)(6)  

（1）燃烧当量 LHV >20 MJ/Nm3混合气体的装置排放水平可能会达到所列 BAT-AEL 范围的上限。 

（2）使用 SCR 时，可实现该 BAT-AEL 范围的下限。 

（3）对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该 BAT AELs 不适用。 

（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60 mg/Nm3。此外，在所用焦炉

煤气（COG）占比高（如 >50％）且又无法使用 SCR 时，以及/或在燃烧含 H2水平较高的 COG 时，可能会超出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在此情况下，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20 mg/Nm3 。 

（5）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6）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70 mg/Nm3。 

 

 

作为指导，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通常为： 

 

 <5-100 mg/Nm3：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锅炉； 

 <5-35 mg/Nm3： 适用于新锅炉；  

 <5-20 mg/Nm3： 适用于新 CCGT 或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 CCGT。 

 

 

4.2.3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 
 

BAT 50. 为防止或减少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最佳现有技术将组合

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过程气体管理系统和辅

助燃料选择 

见第 8.2 节中的描述。 

在钢铁厂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 

 在燃料中使用大部分硫含量低的高炉煤气； 

 使用平均硫含量低的燃料组合，如硫含量非常低

的过程燃料，例如： 

o 硫含量<10 mg/Nm3的高炉煤气； 

o 硫含量<300 mg/Nm3的焦炉煤气；  

 使用辅助燃料，如： 

o 天然气； 

o 硫含量≤0.4％的液体燃料（在锅炉中）。 

限量使用硫含量高的燃料。 

普遍适用但适用

性受到不同类型

燃料供给方面的

限制 

b.  钢铁厂焦炉煤气预处理 

使用以下一种技术：  

 吸收式脱硫系统； 

 湿式氧化脱硫。 

仅适用于焦炉煤

气燃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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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100%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类型 O2参考水平（％） 
SO2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1)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2) 

新锅炉或现有锅炉 3 25–150 50-200 (3) 

新 CCGT 或现有 CCGT 15 10-45 20-70 

（1）对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该组 BAT AELs 不适用。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若所用 COG 占比高（如 > 50％），则可能会超出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在此情况下，该 BAT-AEL 范围

的上限为 300 mg/Nm3。 

 

 

4.2.4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  
 

BAT 51. 为减少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

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料选择/管理 
混合使用过程气体和粉尘或灰分

平均含量低的辅助燃料 

普遍适用但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

燃料供给方面的限制 

b.  钢铁厂高炉煤气预处理 

使用一种或组合使用数种干式除

尘设备（如防尘板、集尘器、旋

风除尘器、静电除尘器）和/或后

续除尘设备（文丘里洗涤器、栅

格式洗涤器、环缝洗涤器、湿式

静电除尘器、粉碎器） 

仅在燃烧高炉煤气的情况下适用  

c.  
钢铁厂氧气顶吹转炉煤气

预处理 

使用干式（如 ESP 或袋式过滤

器）或湿式（如湿式 ESP 或洗涤

器）除尘技术。钢铁 BREF 中有

进一步描述。 

仅在燃烧氧气顶吹转炉煤气的情

况下适用  

d.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仅适用于燃烧很大一部分高灰分

含量辅助燃料的燃烧装置  e.  袋式过滤器 

 

 

表 31： 100%燃烧钢铁冶炼过程气体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粉尘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类型  
粉尘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1)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2) 

新锅炉或现有锅炉 2-7 2-10 

新 CCGT 或现有 CCGT 2-5 2-5 

（1）对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该组 BAT-AELs 不适用。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L 212/62 中文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2017 年 8 月 17 日 

62 

 

4.3 海上平台燃烧气体和/或液体燃料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气体和/或液体燃料在海上平台的燃烧。

除此之外，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BAT 52. 为改善海上平台燃烧气体和/或液体燃料的一般环境绩效，最佳现有技术（BAT）

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优化工艺流程 优化工艺流程以实现所需机械功率最小化 

普遍适用 

b.  控制压力损失 
通过对进气和排气系统的优化和维护实现压

力损失最小化 

c.  负荷控制  
在可实现排放最小化的负荷点处运行多个发

电机或压缩机机组 

d.  
将“旋转备用”最小

化 

当出于运行可靠性考虑启用旋转备用功能运

行时，将额外运行的汽轮机数量降至最低，

特殊情况除外。 

e.  燃料选择 

从海上油气平台上部结构某点供应燃气，使

该供应点燃气的燃烧参数（如热值）范围和

含硫化合物浓度值均达到最小，以便最大程

度地减少 SO2 的形成。就液体馏出燃料而

言，低硫燃料为首选。 

f.  喷射正时 优化发动机的喷油时机 

g.  余热回收 
将燃气轮机/发动机废热用于平台加热/供热目

的 

普遍适用于新燃烧装置。 
 

在现有燃烧装置中的适用性

可能会受到热能需求水平和

燃烧装置（空间）布局的限

制。 

h.  
多气田 /油田电源整

合 

使用中央电源向若干位于不同气田/油田的参

与平台供电 

适用性可能有限，具体取决

于不同气田/油田的位置以及

不同参与平台的组织方式，

包括规划、投产和停产时间

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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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53. 为防止或减少海上平台燃烧气体和/或液体燃料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最佳现有技

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先进控制系统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需要

改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系统而有

限 

b. 
干式低 NOX燃烧器

（DLN） 

适用于新燃气轮机（标准设备）但适

用性受到燃料品质差异的限制。 

对现有燃气轮机的适用性可能受到以

下方面的限制：是否有（用于低负荷

运行的）改造套件、平台结构的复杂

性和可用空间。 

c. 稀薄燃烧概念 仅适用于新燃气发动机 

d. 低 NOX燃烧器（LNB） 仅适用于锅炉 

 

 

BAT 54. 为防止或减少海上平台燃气轮机燃烧气体和/或液体燃料排放至空气中的 CO，最

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两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氧化催化剂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装

置。 

对现有燃烧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空间不

足和限重要求的限制。  

 

 

表 32： 海上平台开式循环燃气轮机燃烧气体燃料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

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类型 

BAT-AELs (mg/Nm3) (1) 

采样周期平均值 

燃烧气体燃料的新燃气轮机（2） 15-50 (3) 

燃烧气体燃料的现有燃气轮机（2） <50-350 (4) 

（1）所列 BAT-AELs 基于当日可用基本负荷电力 >70％的情形。 

（2）包括单燃料和双燃料燃气轮机。 

（3）若不适用 DLN 燃烧器，则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50 mg/Nm3， 

（4）若使用 DLN 燃烧器，则可实现该 BAT-AEL 范围的下限。 

 

 

作为指导，CO 排放水平在采样周期的平均值通常为： 

 

 <100 mg/Nm3：适用于在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海上平台燃烧气体燃料的现有燃气

轮机； 

 <75 mg/Nm3：适用于在海上平台燃烧气体燃料的新燃气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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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多种燃料的装置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5.1 化工行业过程燃料的燃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化工行业过程燃料的燃烧，包括单独燃烧、

混合燃烧以及同时与其它气体和/或液体燃料一并进行的燃烧。除此之外，此类燃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5.1.1 一般环境绩效 
 

BAT 55. 为改善锅炉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的一般环境绩效，最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

用 BAT 6 中和以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化工行业过程燃料预处

理 

在燃烧装置所在场地或场外进行燃料预处

理，以改善燃料燃烧的环境绩效。 

适用性受到过程燃料特性和

可用空间的限制 

 

 

5.1.2 能源效率 
 

 

表 33： 锅炉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类型  

BAT-AEELs (1)(2) 

净电效率（％） 燃料总利用率净值（％）（3）（4） 

新单元 现有单元 新单元 现有单元 

使用化工行业液体过程燃

料的锅炉，包括将此类燃

料与 HFO、粗柴油和/或

其它液体燃料混合使用的

锅炉 

>36.4 35.6-37.4 80-96 80-96 

使用化工行业气体过程燃

料的锅炉，包括将此类燃

料与天然气和/或其它气体

燃料混合使用的锅炉 

39-42.5 38-40 78-95 78-95 

（1）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单元。 

（2）就热电联产（CHP）单元而言，取决于其设计（即更侧重于发电还是发热），“净电效率”和“燃料总利用

率净值”两组 BAT-AEELs 中仅有一组适用。 

（3）若潜在热能需求太低，则可能无法实现所列 BAT-AEELs。 

（4）所列 BAT-AEELs 不适用于只发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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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和 CO 
 

BAT 56. 为防止或减少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此类燃烧排

放至空气中的 C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低 NOX燃烧器（LNB）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空气分级 

c.  燃料分级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若在使用液体燃料混合物时

进行燃料分级，则可能需用

特定设计的燃烧器。 

d.  烟道气再循环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于新燃烧装置。  

适用于现有燃烧装置但适用性受化工设

施安全要求的限制。 

e.  添加水/蒸汽 适用性受限于供水量 

f.  燃料选择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应方面和/

或所用过程燃料其它用途的限制 

g.  先进控制系统 
对旧式燃烧装置的适用性可能因需要改

造燃烧系统和/或控制指挥系统而有限 

h.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SNCR) 

适用于现有燃烧装置但适用性受化工设

施安全要求的限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 

若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年之间的燃

烧装置燃料变换和负荷变化频繁，则适

用性可能有限。 

i.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适用于现有燃烧装置但适用性受管道配

置、可用空间和化工设施安全要求的限

制。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小时/年的燃烧

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改造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年之间

的现有燃烧装置。 

通常不适用于<100兆瓦热（MWth）的

燃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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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锅炉 100%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NOX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中使用的燃料相态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气体和液体混合物 30-85 80-290 (3) 50-110 100-330 (3) 

气体 20-80 70-100 (4) 30-100 85-110 (5) 

（1）对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该组 BAT AELs 不适用。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500 兆瓦热（MWth）、非于 2003 年 11 月 27 日后投入运行、所用液体燃料氮含量高于 0.6 wt％的现有装

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380 mg/Nm3。 

（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80 mg/Nm3。 

（5）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现有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10 mg/Nm3。 

 

 

作为指导，新装置和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 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一般为    <5-

30 mg/Nm3。 

 

 

5.1.4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BAT 57. 为减少锅炉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最佳现有技

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料选择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供应方面和/或

所用过程燃料其它用途的限制 

b.  
锅炉吸附剂注入

（炉内或床内） 
适用于现有燃烧装置但适用性受管道配

置、可用空间和化工设施安全要求的限

制。 

湿法 FGD 和海水 FGD 不适用于运行时

间<500 小时/年的燃烧装置。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无

法将湿法FGD和海水FGD应用于<300兆

瓦热（MWth）的燃烧装置，以及造成无

法改造运行时间在500-1500小时 /年之

间、装有湿法FGD和海水FGD的燃烧装

置。 

c.  
管道吸附剂注入
(DSI) 

d.  
喷 雾 干 燥 吸 收 器
(SDA) 

e.  湿法洗涤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在未使用湿法 FGD 减排 SOX时，

使用湿法洗涤去除 HCl 和 HF。 

f.  
湿法烟道气脱硫  

（湿法 FGD） 
见第 8.4 节中的描述 

g.  海水烟道气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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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锅炉 100%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SO2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类型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1)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2) 

新锅炉和现有锅炉 10-110 90-200 

（1）对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所列 BAT-AELs 不适用。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表 36： 锅炉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 HCl 和 HF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HCl HF 

年采样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100 1-7 2-15 (2) <1-3 <1-6 (3) 

≥100 1-5 1-9 (2) <1-2 <1-3 (3) 

（1）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2）就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0 mg/Nm3。 

（3）就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7 mg/Nm3。 

 

 

5.1.5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 
 

BAT 58. 为减少锅炉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颗粒态金属和痕量物质，

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静电除尘器（ESP）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袋式过滤器  

c.  燃料选择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混合使用化工行业过程燃料和粉尘或灰

分平均含量低的辅助燃料。 

适用性受到不同类型燃料

供应方面和/或所用过程

燃料其它用途的限制 

d.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

硫系统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主要用于 SOX、HCl 和/或 HF 控

制。 

适用性见BAT 57 

e.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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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锅炉燃烧 100%由化工行业过程燃料构成的气体和液体混合物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粉尘的

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粉尘的 BAT-AELs（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1） 新装置 现有装置（2） 

<300 2-5 2-15 2-10 2-22 (3) 

≥300 2-5 2-10 (4) 2-10 2-11 (3) 

（1）对于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装置，该组 BAT-AELs 不适用。 

（2）对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年的装置，所列水平仅具指导性。 

（3）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25 mg/Nm3。 

（4）就非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后投入运行的装置而言，该 BAT-AEL 范围的上限为 15 mg/Nm3。 

 

 

5.1.6 排放至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BAT 59. 为减少锅炉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排放至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多氯二苯

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6 中和以下所列一种技术或组合使用其中

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活性炭注入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仅适用于使用含有氯化物的化学

过程产生之燃料的燃烧装置。 

 

有关 SCR 和快速淬火的适用性，

见 BAT 56 和 BAT 57。 

b.  
使用湿法洗涤/烟道气冷凝器

进行快速淬火 

见第 8.4 节中关于湿法洗涤/烟道

气冷凝器的描述 

c.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此类 SCR 系统经过改装，体积

比仅用于减排 NOX 的 SCR 系统

大。 

 

 

表 38： 锅炉 100%燃烧化工行业过程燃料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PCDD/F）和总挥发性有机碳（TVOC）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污染物 单元 
BAT-AELs 

采样周期平均值 

PCDD/F (1) ng I-TEQ/Nm3 <0.012-0.036 

TVOC mg/Nm3 0.6-12 

（1）所列 BAT-AELs 仅适用于使用含有氯化物的化学过程产生之燃料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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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废物协同焚烧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废物在燃烧装置中的协同焚烧。除此之外，

此类焚烧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本节中的 BAT-AELs 适用于协同焚烧废物时所产生的全部烟道气。 

 

此外，当废物与第 2 节涵盖的燃料一并协同焚烧时，第 2 节中列出的 BAT-AELs 还适用于：

（i）所产生的全部烟道气，和（ii）该节所涵盖的燃料燃烧所产生的烟道气，总量根据《第

2010/75/EU 号指令》附件 VI（第 4 部分）中的混合规则公式计算，其中废物燃烧产生的烟道

气量 BAT-AELs 应根据 BAT 61 确定。 

 

 

6.1.1 一般环境绩效 
 

BAT 60. 为改善燃烧装置中废物协同焚烧的一般环境绩效，确保稳定的燃烧条件，并减少

排放至空气中的污染，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下列 BAT 60（a）技术并组合使用 BAT 6 中和/或

以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废物预验收和验收  

依照废物处理 BREF 中相关 BAT 实施燃烧装

置验收废物程序。为下类关键参数设定验收

标准：热值、水含量、灰分含量，氯和氟含

量、硫含量、氮含量、多氯联苯（PCB）含

量、金属含量（挥发性（如 Hg、Tl、Pb、Co

、Se）和非挥发性（如 V、Cu、Cd、Cr、Ni

））、磷和碱含量（使用动物副产品时）等

。 

实施废物质量保证体系以确保协同焚烧之废

物的特性并控制所定关键参数的值（如用于

回收非危险固体燃料的EN 15358）。 

普遍适用 

b.  废物选择/限制 

缜密选择废物类型和质量流量，同时限制可

协同焚烧的最污染废物的百分比。限制进入

燃烧装置的废物中灰分、硫、氟、汞和/或氯

的比例。 

限制协同焚烧的废物量。 

在成员国废物管理政策方面

的限制范围内适用 

c.  将废物与主燃料混合 

有效混合废物和主燃料，非均质、混合不良

或分布不均匀的燃料流可能会影响锅炉的点

火和燃烧，应加以避免。 

只有在废物和主燃料的研磨

特性相似或与主燃料相比废

物量占比非常小时方可加以

混合 

d.  废物干燥 
在将废物送入燃烧室之前对其进行预干燥，

以维持锅炉的高性能。 

适用性可能会受到过程中可

回收热能不足、所需燃烧条

件或废物水分含量的限制 

e.  废物预处理 
见废物处理和废物焚烧 BREFs 中描述的技

术，包括粉磨、热解和气化技术 

适用性见废物处理 BREF 和

废物焚烧 BREF 中的相关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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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61. 为防止燃烧装置协同焚烧废物产生更多排放，最佳现有技术将采取适当措施，以

确保废物协同焚烧产生的那部分烟道气中污染物排放量不高于应用最佳现有技术结论进行废

物焚烧产生的排放量。 

 

 

BAT 62. 为最大程度地减少燃烧装置协同焚烧废物对残渣循环利用的影响，最佳现有技术

将使用 BAT 60 中列出的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技术，以及/或者通过限制协同焚烧的废物

比例，使其中污染物的浓度与所焚烧的其它燃料中污染物的浓度水平相似，以确保石膏、灰

分和炉渣以及其它残渣具有符合在装置不协同焚烧时为上述物质的回收所定要求的高品质。 

 

 

6.1.2 能源效率 
 

BAT 63. 为提高废物协同焚烧的能源效率，取决于所使用的主燃料类型和装置的配置，最

佳现有技术将恰当组合使用 BAT 12 和 BAT 19 中所列技术。 

 

 

表 8（表 8）中列出了废物与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

（BAT-AEELs），表 2（表 2）中列出了废物与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的 BAT-AEELs。 

 

 

6.1.3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和 CO 
 

BAT 64. 为防止或减少废物与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此类焚

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CO 和 N2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20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

技术。 

 

 

BAT 65. 为防止或减少废物与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此

类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CO 和 N2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24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

数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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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BAT 66. 为防止或减少废物与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最

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21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种技术。 

 

 

BAT 67. 为防止或减少废物与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HCl 和 HF，

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25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技术。 

 

 

6.1.5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 
 

BAT 68. 为减少废物与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最佳现有

技术将使用 BAT 22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技术。 

 

 

表 39： 废物与煤和 /或褐煤协同焚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金属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燃烧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平均周期 Sb+As+Pb+Cr+Co+Cu+

Mn+Ni+V (mg/Nm3) 
Cd+Tl (µg/Nm3) 

< 300 0.005-0.5 5-12 采样周期平均值 

≥300 0.005-0.2 5-6 年采样平均值 

 

 

BAT 69. 为减少废物与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和颗粒态金属，最佳

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26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技术。  

 

 

表 40： 废物与生物质和/或泥炭协同焚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金属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

（BAT-AELs） 

BAT-AELs 

(年采样平均值) 

Sb+As+Pb+Cr+Co+Cu+Mn+Ni+V (mg/Nm3) Cd+Tl (µg/Nm3) 

0.075-0.3 <5 

 

 

6.1.6 排放至空气中的汞 
 

BAT 70. 为减少废物与生物质、泥炭、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汞，最佳现有

技术将使用 BAT 23 和 BAT 27 中所列一种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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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排放至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 
 

BAT 71. 为减少废物与生物质、泥炭、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排放至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和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并呋喃，最佳现有技术将组合使用 BAT 6 和 BAT 26 中和以

下所列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活性炭注入 
见第 8.5 节中的描述。 

该工艺基于活性炭对污染物分子的吸附。 普遍适用 

b. 
使用湿法洗涤/烟道气冷

凝器进行快速淬火 

见第 8.4 节中关于湿法洗涤/烟道气冷凝器的

描述 

c.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此类 SCR 系统经过改装，体积比仅用于减排

NOX的 SCR 系统大 。 

适 用 性 见 BAT 20 和
BAT 24 

 

 

表 41： 废物与生物质、泥炭、煤和/或褐煤协同焚烧产生的排放至空气中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

苯并呋喃（PCDD/F）和总挥发性有机碳（TVOC）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s） 

燃烧装置类型 

BAT-AELs 

PCDD/F (ng I-TEQ/Nm3) TVOC (mg/Nm3) 

采样周期平均值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 

使用生物质、泥炭、煤和/或褐

煤的燃烧装置 
<0.01-0.03 <0.1-5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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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气化的最佳现有技术结论 
 

除非另有说明，本节中最佳现有技术结论普遍适用于 IGCC 装置和所有与燃烧装置直接相关的

气化装置。除此之外，此类装置还适用第 1 节中最佳现有技术一般性结论。 

 

 

7.1.1 能源效率 
 

BAT 72. 为提高 IGCC 和气化单元的能源效率，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 BAT 12 中和以下所

列一种技术或组合使用其中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气化过程中的余热

回收 

合成气需先冷却方可进一步净化，可从该

过程中回收能量用于产生可添加至蒸汽轮

机循环中的额外蒸汽，从而生成额外电

力。 

仅适用于 IGCC 单元以及与带有

合成气预处理能力、需先对合成

气进行冷却处理的锅炉直接关联

的气化单元 

b.  
气化与燃烧工艺流

程集成 

单元设计可将供气单元（ASU）和燃气轮

机完全集成于一体，实现送入 ASU 的全

部空气均从燃气轮机压缩机中（抽取）提

供。 

仅适用于 IGCC 单元，因为集成

装置需具备灵活性，以便在可再

生能源发电装置不可用时能快速

为电网供电。 

c.  干料给料系统 
使用干式系统将燃料送入气化炉，以提高

气化过程的能源效率 仅适用于新单元 

d.  高温高压气化 
使用具有高温和高压运行参数的气化技

术，以实现能量转换效率最大化 仅适用于新单元 

e.  设计改进 

改进设计，如： 

 改进气化炉的耐火和/或冷却系统； 

 安装膨胀机从合成气燃烧前的压降中

回收能量。 

普遍适用于 IGCC 单元 

 

 

表 42： 气化单元和 IGCC 单元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能源效率水平（BAT-AEELs） 

燃烧单元配置类型 

BAT-AEELs 

IGCC 单元净电效率（％） 现有或新气化装置燃料总利用率净

值（％） 新单元 现有单元 

与不带合成气预处理功能的锅

炉直接关联的气化单元 
无 BAT-AEEL >98 

与带合成气预处理功能的锅炉

直接关联的气化单元 
无 BAT-AEEL >91 

IGCC 单元 无 BAT-AEEL 34-46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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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和 CO 
 

BAT 73. 为防止和/或减少 IGCC 装置排放至空气中的 NOX，同时限制其排放至空气中的

CO，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燃烧优化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普遍适用 

b.  添加水/蒸汽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该技术将蒸汽轮机中的部分

中压蒸汽再利用。 

仅适用于 IGCC 装置燃气轮机部分。 

适用性可能受限于供水量。 

c.  
干式低 NOX燃烧器

（DLN）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仅适用于 IGCC 装置的燃气轮机部

分。 

普遍适用于新 IGCC 装置。  

对现有 IGCC 装置的适用性视情况而

定，取决于是否有改造套件。不适用

于氢气含量>15％的合成气。 

d.  

用供气单元（ASU）

中的废氮气稀释合成

气 

ASU 将空气中的氧气与氮气

分离，以便向气化炉提供高

质氧气。ASU 中的废氮气经

与合成气在燃烧前预混合加

以再利用，以降低燃气轮机

的燃烧温度。 

仅适用于使用 ASU 的气化过程 

e.  
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见第 8.3 节中的描述 

不适用于运行时间<500 小时 /年的

IGCC 装置。 

对现有 IGCC 装置的改造可能会受到

空间不足的限制。 

可能存在某些技术和经济限制，造成

无法改造运行时间在 500-1500 小时/

年之间的现有 IGCC 装置。 

 

 

表 43： IGCC 装置排放至空气中 NOX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IGCC 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mg/Nm3) 

年平均值 日平均值或采样周期平均值 

新装置 现有装置 新装置 现有装置 

≥100 10-25 12-45 1-35 1-60 

 

 

作为指导，新装置和运行时间≥1500 小时/年的现有装置 CO 排放水平的年平均值一般为 <5-30 

mg/N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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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 
 

BAT 74. 为减少 IGCC 装置排放至空气中的 SOX，最佳现有技术将使用以下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酸性气体去除  

采用酸性气体去除工艺将气化过程给料中的硫化

合物从合成气中去除，如安装一个 COS（和

HCN）水解反应器以及使用一种溶剂（如甲基二

乙醇胺）吸收 H2S。之后取决于市场需求，可将

硫以硫酸形式或者液态或固态元素硫形式（如通

过克劳斯装置）回收。 

对生物质 IGCC 装置的适用

性可能因生物质含硫量很低

而有限 

 

 

≥100 兆瓦热（MWth）的 IGCC 装置排放至空气中 SO2 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

AEL）为 3-16 mg/Nm3，以年平均值表示。 

 

 

7.1.4 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颗粒态金属、氨和卤素 
 

BAT 75. 为防止或减少 IGCC 装置排放至空气中的粉尘、颗粒态金属、氨和卤素，最佳现

有技术将使用以下一种或组合使用以下数种技术。 

 

 

技术 描述 适用性 

a. 合成气过滤 

使用飞灰旋风除尘器、袋式过滤器、ESP和/或烛式

过滤器去除飞灰和未转化的碳。袋式过滤器和ESP

用于温度高达400℃的合成气。 

普遍适用 
b. 

将合成气中的焦油和

烟灰再循环至气化炉 

若气化炉出口处的合成气温度低（<1100°C），

则未净化合成气中产生的高碳含量焦油和烟灰通过

旋风除尘器分离出来并再循环至气化炉中。 

c. 合成气洗涤 
使合成气穿过位于其它除尘技术下游的水洗涤器，

将其中的氯化物、氨、颗粒和卤化物分离出去。 

 

 

表 44： IGCC 装置排放至空气中粉尘和颗粒态金属的最佳现有技术相关排放水平（BAT-AELs） 
 

IGCC 装置总额定热输入 

（兆瓦热（MWth）） 

BAT-AELs 

Sb+As+Pb+Cr+Co+ 

Cu+Mn+Ni+V (mg/Nm3) 

(采样周期平均值) 

Hg (µg/Nm3) 

(采样周期平均值) 

粉尘(mg/Nm3) 

（年平均值） 

≥100 <0.025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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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技术描述 
 

8.1 通用技术 
 

 

技术 描述 

先进控制系统 
使用基于计算机的自动化系统控制燃烧效率并协助预防和/或减少排

放，包括使用高性能监测技术。  

燃烧优化 

为实现（如熔炉/锅炉中）能量转换效率最大化和（尤其是一氧化碳

的）排放最小化而采取的措施，通过结合实施数种技术加以实现，包

括：燃烧设备的优良设计、优化燃烧区内温度（如将燃料和助燃空气有

效混合）和停留时间，以及使用先进控制系统。 

 

 

8.2 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 
 

 

技术 描述 

先进控制系统 见 8.1 节  

热电联产（CHP）就绪 

为让足够热量可后期输出到场地外热负荷中而采取的措施，旨在将一

次能源的消耗与分开发电和发热相比至少降低 10%。该类措施包括

在蒸汽系统中确定并预留可提取蒸汽的特定接入点，以及留出足够空

间，供将来安装诸如管道、热交换器、附加软化水系统、备用锅炉装

置和背压式汽轮机等设施。配套设施（BoP）系统和控制/仪表系统均

适宜升级。后期也可连接背压式汽轮机。 

联合循环 

组合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热力学循环，如布雷顿循环（燃气轮机/发

动机）和兰金循环（蒸汽轮机/锅炉），将首循环烟道气中的热能损

失转化为可用于后续循环的能量。 

燃烧优化  见 8.1 节 

烟道气冷凝器 

一种热交换器，让水被在蒸汽冷凝器中加热前，先经烟道气预热。烟

道气中的蒸气被正在加热的水冷却而冷凝。使用烟道气冷凝器不仅可

提高燃烧单元的能源效率，还可去除烟道气中的粉尘、SOX、HCl 和

HF 等污染物。 

过程气体管理系统 

一套能将可用作燃料的钢铁冶炼过程气体（如高炉、焦炉、氧气顶吹

转炉产生的气体）导入燃烧装置的系统，该系统可根据过程气体的供

给情况和钢铁联合企业所用燃烧装置的类型调用燃料。 

超临界蒸汽循环 
蒸汽压力 220.6 巴以上、温度 540°C 以上的蒸汽回路（包括蒸汽再

热系统）。 

超超临界蒸汽参循环 
蒸汽压力 250-300 巴以上、温度 580-600°C 以上的蒸汽回路（包括

再热系统）。 

湿烟囱  
此类烟囱的设计使饱和烟道气中的水蒸气冷凝，从而避免在湿法烟道

气脱硫之后使用烟道气再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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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减少排放至空气中 NOX和/或 CO 的技术 
 

技术 描述 

先进控制系统 见 8.1 节 

空气分级 

在燃烧室内设立多个氧气含量不等的燃烧区，以减少 NOX 排放并确保燃烧

优化。该技术涉及采用一个亚化学计量燃烧型（即空气不足的）主燃区和一

个（用多余空气运行的）二级再燃区，以改善燃烧。部分小型旧锅炉可能需

要降低容量，从而腾出空间用于空气分级。 

减排 NOX和 SOX的组

合技术  

用于一并减排烟道气中 NOX 和 SOX（通常还包括其它污染物）的复杂综合

减排技术，如活性炭和脱硫脱氮（DeSONOX）等工艺。该组合技术既可在

燃煤型煤粉锅炉中单独应用，也可与其它主要技术结合应用。 

燃烧优化 见 8.1 节  

干式低 NOX燃烧器

（DLN） 

在空气和燃料进入燃烧区前对其进行预混合的燃气轮机燃烧器。通过将空气

和燃料在燃烧前混合，可实现温度的均匀分布和较低的火焰温度，从而降低

NOX排放量。 

烟道气或废气再循环

（FGR/EGR） 

将部分烟道气再循环至燃烧室替代部分新鲜的助燃空气，具有降温和减少氮

氧化中可用 O2 含量的双重作用，从而限制 NOX 的产生。这意味着通过将熔

炉中的烟道气输送至火焰中来减少氧气含量，从而降低火焰的温度。专用燃

烧器或其它设备的使用基于燃烧气体的内部再循环，从而冷却火焰的根部并

减少火焰最炽热部分中的氧气含量。 

燃料选择 使用低氮含量燃料 

燃料分级 

该技术通过在燃烧室内设立数个燃料和空气喷入量不等的燃烧区来降低火焰

温度或减少局部热点。改造小型装置以使用该技术可能没有改造大型装置那

么有效。  

稀薄燃烧概念和高级稀

薄燃烧概念 

通过稀薄燃烧条件控制火焰峰值温度是限制燃气发动机中 NOX 形成的主要

燃烧方法。稀薄燃烧法降低产生 NOX 的燃烧区内燃料空气比，从而使火焰

峰值温度低于化学计量绝热火焰温度，因此减少热 NOX 的形成。此概念的

优化形式被称为“高级稀薄燃烧概念”。 

低 NOX燃烧器

（LNB） 

该技术（包括超低 NOX 燃烧器或高级低 NOX 燃烧器）基于降低火焰峰值温

度的原理；锅炉燃烧器的设计宗旨是延迟但改善燃烧并增加热传递（增加火

焰发射率）。空气/燃料的混合降低可用氧气量和火焰峰值温度，从而在保持

高燃烧效率的同时延缓将同燃料混合的氮向 NOX 转化以及热 NOX 的形成。

该技术的使用可能涉及对熔炉燃烧室的设计进行改进。超低 NOX 燃烧器

（ULNB）的设计包括（空气/燃料）燃烧分级和火室气体再循环（内部烟道

气再循环）。在改造旧装置时，锅炉的设计可能会影响该技术的绩效。  

柴油发动机低 NOX燃

烧概念 

该技术结合了如燃烧和燃料喷射优化（大大延迟燃料喷射正时结合提前关闭

进气阀）等内部发动机改进、涡轮增压和米勒循环等工艺。 

氧化催化剂 
使用（通常含钯或铂等贵金属的）催化剂将一氧化碳和未燃烧的含氧碳氢化

合物氧化，形成 CO2和水蒸气。 

降低助燃空气温度 使用环境温度下的助燃空气，不经再生式空气预热器预热。 

选择性催化还原(SCR) 

使用氨或尿素，在催化剂作用下，将氮氧化物选择性还原。该技术基于以下

流程：在大约 300–450°C 的最佳工作温度下，于催化剂的床层，使 NOX

（在一般水溶液中）与氨发生反应，将其还原为氮。可使用多层催化剂，实

现更高的 NOX 还原率。该技术设计可模块化，并可使用专用催化剂和/或预

热法处理低负荷或烟道气温度范围大的情形。“管内（in-duct)”或“逃逸

（slip）”SCR 是一种将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与下游 SCR 结合使用的技

术，可减少 SNCR 单元的氨逃逸。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
(SNCR) 

使用氨或尿素，在无催化剂作用下，将氮氧化物选择性还原。该技术基于以

下流程：使 NOX 与氨或尿素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将其还原为氮。为实现最

佳反应，应将工作温度范围保持在 800°C 至 1000°C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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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水/蒸汽 

将水或蒸汽用作降低燃气轮机、发动机或锅炉燃烧温度的稀释剂，从而减少

热 NOX 的形成。可在燃烧前将其与燃料预混合（燃料乳化、加湿或饱和）

或直接将其注入燃烧室（水/蒸汽注入）。 



2017 年 8 月 17 日  中文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L 212/79 

79 

8.4 减少排放至空气中 SOX、HCl 和/或 HF 的技术 
 

 

技术 描述 

锅炉吸附剂注入（炉内或床内） 

将干吸附剂直接注入燃烧室，或将镁或钙基吸附剂添加至流化床锅炉

的床中。吸附剂颗粒的表面与烟道气或流化床锅炉中的 SO2 发生反

应。大都与除尘技术结合使用。 

循环流化床（CFB）干式洗涤塔 

锅炉空气预热器产生的烟道气从 CFB 吸收器底部进入，垂直向上流

动，穿过文丘里管部分时，固体吸附剂和水会分别注入烟道气流中。

大都与除尘技术结合使用。 

减排 NOX和 SOX的组合技术 见 8.3 节 

管道吸附剂注入(DSI) 

向烟道气流中注入和散布干粉吸附剂。吸附剂（如碳酸钠、碳酸氢

钠、熟石灰）与酸性气体（如气态硫类和 HCl）发生反应形成固体，

固体通过除尘技术（袋式过滤器或静电除尘器）去除。DSI 大都与袋

式过滤器结合使用。 

烟道气冷凝器 见 8.2 节 

燃料选择 使用硫、氯和/或氟含量低的燃料 

过程气体管理系统 见 8.2 节 

海水烟道气脱硫 
一种特定的非再生式湿法洗涤工艺，利用海水的天然碱性吸收烟道气

中的酸性化合物。通常需要上游除尘。 

喷雾干燥吸收器(SDA) 

向烟道气流中注入和散布碱性试剂悬浊液/溶液。该材料与气态硫发

生反应形成固体，固体通过除尘技术（袋式过滤器或静电除尘器）去

除。SDA 大都与袋式过滤器结合使用。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通过各种工艺去除烟道气中二氧化硫的技术或多种洗涤技术的组合，

该类工艺通常采用吸收气态 SO2并将其转化为固体的碱性吸附剂。在

湿法洗涤过程中，气态化合物在适当液体（水或碱性溶液）中溶解。

可同时去除固体和气体化合物。在湿法洗涤器的下游，烟道气处于水

饱和状态，因此，在排放烟道气前需将液滴进行分离处理。将湿法洗

涤产生的液体输入废水处理装置，通过沉淀或过滤收集不溶物质。 

湿法洗涤 使用液体（通常是水或水溶液）吸收烟道气中的酸性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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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减少排放至空气中粉尘、汞等金属和/或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

并呋喃的技术 
 

 

技术 描述 

袋式过滤器 

袋式或织物过滤器用多孔机织物或毡制织物制成，在气体通过时去除其

中的颗粒。使用袋式过滤器时需选用适合烟道气特性和最高工作温度的

织物。 

锅炉吸附剂注入（炉内或床

内） 
见第 10.8.4 节中的一般描述。具有减少粉尘和金属排放的双重效用。 

在烟道气中注入碳吸附剂（如

活性炭或卤化活性炭） 

使用（卤化）活性炭等碳吸附剂吸附汞和/或多氯二苯二恶英/多氯二苯

并呋喃，无论经不经过化学处理。为该吸附剂注入系统额外添加一个袋

式过滤器可提高效果。 

干式或半干式烟道气脱硫系统  

见 8.4 节中对各技术（即喷雾干燥吸收器（SDA）、管道吸附剂注入

（DSI）、循环流化床（CFB）干式洗涤塔）的一般性描述。具有减少

粉尘和金属排放的双重效用。 

静电除尘器（ESP） 

静电除尘器利用电场作用使颗粒带电并分离。静电除尘器可在多种条件

下运行。除尘效率通常取决于电场数量、停留时间（大小）、催化剂性

能和上游颗粒去除设备。ESP 一般有两到五个电场。最现代的（高性

能）ESP 最多可有七个电场。 

燃料选择 使用灰分或金属（如汞）含量低的燃料。 

多管旋风除尘器 
一套基于离心力的粉尘控制系统，组装在一个或几个壳体中，可将颗粒

从载气中分离出来。 

在燃料或熔炉中使用卤化添加

剂 

在熔炉中加入卤素化合物（如溴化添加剂），将元素汞氧化成可溶或颗

粒形态，从而提高下游减排系统中的汞去除率。 

湿法烟道气脱硫（湿法

FGD） 
见第 8.4 节中的一般描述。具有减少粉尘和金属排放的协双重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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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减少排放至水中污染的技术 
 

 

技术 描述 

活性炭吸附 
将可溶性污染物吸附于高孔隙度固体颗粒（吸附剂）表面。活性炭通常

用于吸附有机化合物和汞。 

好氧生物处理 

借助微生物的代谢对溶解的含氧有机污染物进行生物氧化。在溶解氧

（以空气或纯氧形式注入）的作用下，有机成分矿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或转化为其它代谢物和生物质。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好氧硝化，期

间微生物将氨盐基（NH4
+）氧化成中间体亚硝酸盐（NO2

-），然后进一

步氧化成硝酸盐（NO3
-）。 

缺氧/厌氧生物处理 

借助微生物的代谢对污染物进行生物还原（如将硝酸盐（NO3
-）还原为

元素气态氮，将不同形态的氧化汞还原为元素汞）。 

针对湿式减排系统排放的废水所做的缺氧/厌氧处理，通常在固定膜生物

反应器中进行，使用活性炭作为载体。 

在去除汞时，缺氧/厌氧生物处理技术与其它技术结合使用。 

凝聚和絮凝 

凝聚和絮凝用于从废水中分离固体悬浮物，通常依次逐步进行。凝聚是

通过添加带有与固体悬浮物相斥电荷的凝聚剂加以实现的。絮凝是通过

添加聚合物从而导致微絮状颗粒碰撞后结成更大絮状物加以实现的。 

结晶  
在流化床工艺中，通过使离子污染物在晶种（如沙子或矿物）上结晶，

从而将其从废水中移除。 

过滤 
通过使废水穿过多孔介质将固体物质从废水中移除，包括不同类技术，

如砂滤、微滤和超滤。 

浮选 
通过使固体或液体颗粒附着于细小的（通常是空气的）气泡上将其从废

水中移除。该类漂浮颗粒积聚水面，可用撇渣器收集。 

离子交换 
存留废水中的离子污染物，后用离子交换树脂将其由更合适的离子替

代。暂时存留的污染物后被释放至再生液或反洗液中。 

中和 

通过添加化学品将废水的 pH 值调至中性（7 左右）。通常使用氢氧化钠

（NaOH）或氢氧化钙（Ca(OH)2）来提高 pH 值，而通常使用硫酸

（H2SO4）、盐酸（HCl）或二氧化碳（CO2）来降低 pH 值。在中和过程

中某些污染物可能会出现沉淀。 

油水分离 

使用诸如美国石油协会标准分离器、波纹板隔油池或平行板隔油池等设

备，借助重力分离将废水中的游离油移除。油水分离后通常用凝聚/絮凝

方法进行浮选。在特定情况下，油水分离前可能需先进行破乳。 

氧化作用 

使用化学氧化剂将污染物转化为危害更小和/或更易减排的类似化合物。

湿式减排系统排放的废水，可用空气将其中的亚硫酸盐（SO3
2-）氧化为

硫酸盐（SO4
2-）。 

沉淀 

通过添加化学沉淀剂将溶解的污染物转化为不溶化合物。所形成的固体

沉淀物随后通过沉积、浮选或过滤分离。金属沉淀常用的化学品有石

灰、白云石、氢氧化钠、碳酸钠、硫化钠和有机硫化物。钙盐（石灰除

外）则用于沉淀硫酸盐或氟化物。 

沉积 通过重力沉降分离固体悬浮物。  

汽提 
通过高流量气流接触将废水中可清除污染物（如氨）分离，以转移至气

相态。污染物经下游处理从汽提气中取出，可被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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