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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持技术的燃煤烟气脱硫效率实验探究

杨香涛 *，朱冬萍
(扬中高级中学，江苏扬中   212200)

摘要：利用 SO2 含量测定传感器，对空气中、燃煤直接燃烧后及在燃煤中添加碳酸钙或碱石灰再燃烧后所排放的烟气中

SO2 的含量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实验下SO2 的含量与时间的关系曲线图，同时根据曲线图分析得出了相同条件下碱石灰较碳

酸钙的脱硫效率更高这一结论，并阐述了手持技术对中学化学实验教学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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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我们使用的燃煤中含有一定量的硫元素，如果

直接燃烧就会向空气中排放出 SO2。SO2 不仅污染

大气，而且被雨水吸收还会形成酸雨，从而严重影

响我们生存的环境，所以工业上一般都会对燃煤

烟气进行脱硫处理。工业上脱硫的方法很多，如石

灰石- 石膏法是用石灰石作为 SO2 吸收剂，同时用

空气将反应生成的 CaSO3 氧化为 CaSO4；氨水法

是用氨水将 SO2 转化为NH4HSO3 或 (NH4)2SO3，再

用空气将 NH4HSO3 或 (NH4)2SO3 氧化成 NH4HSO4

或 (NH4)2SO4；亚硫酸钠溶液吸收法是用 Na2SO3

溶液吸收 SO2，再对生成的 NaHSO3 溶液进行电解

得到 H2SO4 溶液；生物质热解气吸收法是用生物

质热解气（主要成分是 CO、CH4、H2 等）将 SO2 在

高温下还原成单质硫等。

学生在学习与脱硫相关的知识时，通过现行

的中学化学教材只能定性地了解脱硫的一些具体

方法及反应原理，如石灰石- 石膏法脱硫、氨水

法脱硫等，而不清楚燃煤产生的 SO2 对空气污染

的程度以及何种脱硫方法的效率较高。鉴于此，我

们利用数字化手持技术下SO2 含量测定传感器，

对空气中、燃煤直接燃烧后及在燃煤中添加碳酸

钙或碱石灰再燃烧后所排放的烟气中 SO2 的含量

进行测定，通过测定的具体数据来定量说明在不

同吸收剂存在下燃煤烟气的脱硫效率不同，其中

利用碱石灰作为吸收剂脱硫效率较高。

2	 实验原理

采用碳酸钙或碱石灰作为吸收剂进行脱硫实

验。

2.1   碳酸钙脱硫原理

利用碳酸钙作为吸收剂进行脱硫的原理是将

适量的碳酸钙与燃煤混合均匀，在点燃燃煤后，

CaCO3 便与燃煤燃烧释放出的 SO2 反应转化为

CaSO3，同时利用空气中的 O2 将反应生成的 CaSO3

氧化为 CaSO4，其中涉及到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SO2+CaCO3=CaSO3+CO2，2CaSO3+O2=2CaSO4。

2.2   碱石灰（NaOH 和 CaO 的混合物）脱硫

原理

利用碱石灰作为吸收剂进行脱硫的原理是将

适量的碱石灰与燃煤混合均匀，在点燃燃煤后，碱

石灰中NaOH、CaO 分别与燃煤燃烧释放出的 SO2

反应转化为 Na2SO3 和 CaSO3，同时利用空气中的

O2 将反应生成的 Na2SO3 和 CaSO3 氧化为 Na2SO4

和 CaSO4，其中涉及到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SO2+2NaOH=Na2SO3+H2O、SO2+CaO=CaSO3、

2Na2SO3+O2=2Na2SO4、2CaSO3+O2=2CaSO4。

3	 实验探究

3.1   实验仪器

数据采集器、SO2 含量测定传感器、酒精灯、

三脚架、泥三角、坩埚、坩埚钳、普通漏斗、硬质玻

璃管、导管、铁架台等

3.2   实验药品

燃煤、碳酸钙（小颗粒状）、碱石灰

3.3   实验步骤

（1）准确称取 0.500g 燃煤 3 份、0.100g 碳酸

钙1份、0.100g 碱石灰1份。

（2）组装如图所示的实验装置，注意连接好

SO2 含量测定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器（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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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SO2 含量测定传感器测定硬质玻璃管内

空气中SO2 含量实验装置图

（3）将数据采集器与电脑连接，并进行调试

（数据采集器设置为1s 测定 10 个数据，测定时

间为 300s）。

（4）在硬质玻璃管内放入 SO2 含量测定传感

器装置，测定此时空气中 SO2 含量，采集数据，得

到 SO2 含量- 时间曲线图（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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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气中SO2 含量（ppm）- 时间（t）曲线图

（5）取称好的 0.500g 燃煤 1份于坩埚中，并

将坩埚置于泥三角上，点燃酒精灯加热至燃煤燃

烧，采集数据，得到 SO2 含量- 时间曲线图（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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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0.500g 燃煤燃烧后所排放的烟气中

SO2 含量（ppm）- 时间（t）曲线图

（6）取称 好的 0.500g 燃煤 1 份及称 好的

0.100g 碳酸钙于坩埚中混合均匀，并将坩埚置于

泥三角上，点燃酒精灯加热至燃煤燃烧，采集数

据，得到 SO2 含量- 时间曲线图（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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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0.100g 碳酸钙中加 0.500g 燃煤燃烧后所排放的

烟气中SO2 含量（ppm）- 时间（t）曲线图

（7）取称 好的 0.500g 燃煤 1 份及称 好的

0.100g 碱石灰于坩埚中混合均匀，并将坩埚置于

泥三角上，点燃酒精灯加热至燃煤燃烧，采集数

据，得到 SO2 含量- 时间曲线图（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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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0.100g 碱石灰和 0.500g 燃煤燃烧后所排放的烟气中

SO2 含量（ppm）- 时间（t）曲线图

（8）整理相关数据，并进行分析处理。

4	 实验数据分析

从图 2 可以看出实验时空气中 SO2 的含量

为 0ppm，即实验时空气并未受到 SO2 的污染，这

样就排除了空气中含有的 SO2 气体对后续实验的

干扰。我们将上述图 3、图 4、图 5 进行处理得到

了一个综合性的曲线图（如图 6 所示）。从图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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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燃煤直接燃烧与燃煤分别加入碳酸钙、碱石灰燃烧后

所排放的烟气中SO2 含量（ppm）- 时间（t）对比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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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曲线变化和数据可以看出燃煤在加入碳酸钙

（质量比为 5:1）后燃烧，SO2 的峰值由 6.3ppm 变

为 4.1ppm，下降了2.2ppm，而燃煤在加入碱石灰

（质量比为 5:1）后点燃，SO2 的峰值由 6.3ppm 变

为1.4ppm，下降了4.9ppm。由此可见，在相同条件

下碱石灰较碳酸钙的脱硫效率更高。

5	 实验启示

我们通过本实验得到了不同实验条件下空气

中 SO2 含量与时间关系的曲线图，学生可以通过曲

线图直观地认识到不同实验条件下空气中 SO2 含

量的差别，感受到不同吸收剂对 SO2 吸收效率的

差异，在实际教学中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我们

认为手持技术对中学化学实验教学具有一定的启

示作用。

5.1   手持技术有助于学生化学信息素养的培

养

“2015 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选

修科目）说明- 化学科”明确要求——能够通过对

自然界、生产、生活和科学实验中化学现象，以及

相关模型、数据和图形等的观察，获取有关的感性

知识，并运用分析、比较、概括、归纳、推理等方法

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初步加工和应用 [1]。从上述

江苏高考考查要求可以看出，培养学生的化学信

息素养，尤其是培养学生在科学实验中获取信息

的能力是高考考查的重要方面。本实验就是在手

持技术的帮助下，让学生结合实验所得曲线图中的

数据这一信息，主动运用分析、比较、概括、归纳

等方法进行加工和理解，并运用所获取的信息分

析解决相关化学问题，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化学

信息素养，切合了江苏高考的要求，为学生化学信

息素养的培养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另外，通过本

实验可以看出，手持技术在中学化学传统实验中

的应用，能有效地把中学传统的实验与现代信息

技术整合起来，这样做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化学学

习兴趣，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化学信息素养，同时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充分拓展了科学实验探

究的手段和方法，这对中学化学的实验教学研究

很有益处 [2]。

5.2   手持技术有助于学生对相关化学实验原

理和本质的理解

作为研究化学的重要手段——实验，学生不

仅要理解相关实验的原理，更要理解相关实验的

本质。我们在中学化学教学过程中发现不少实验

由于实验现象不明显或实验效果不好，学生不能

很好地观察、理解和掌握，如教材中乙酸乙酯的水

解、酸碱中和滴定、中和热的测定、化学反应速率

的测定、强弱电解质的判断等实验。如果借助于手

持技术对这些实验进行科学的改进，不仅有利于

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实验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而且还可以对学生进行化学思想的渗透，训练

学生的化学思维方法，帮助学生形成逻辑严谨的

思维，对发展学生实验探究能力和提高化学科学

素养起到积极的作用，更能帮助学生增强对这些

实验原理和本质的理解 [3]。

5.3   手持技术将是我们广大化学教师必备的

实验技能

作为一种新型的实验手段，手持技术在中学

才刚刚兴起，在不少中小学校都已建立了专门的实

验室并配备了相应的仪器设备平台供教师和学生

使用。笔者通过实践发现，手持技术下实验操作可

简易化，实验效果可放大化，实验数据可精确化。

也就是说，此类实验不仅节约了药品，降低了成

本，还可以通过电脑显示使实验效果放大，同时

精确化的数据图像更具说服力，可使传统的定性

化的实验以定量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教学上可带来

震撼效果。同时手持技术具有操作简单方便的特

点，只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即可开展实验。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动手实验，这既符

合新课标自主探究的理念，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而且手持技术还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工作量，

用清晰直观的图像辅助教师的语言解释将会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4]。所以手持技术在不久的将来

必然会给中学化学实验教学带来一次革命。手持

技术将应是广大中学化学教师必备的一项实验

技能，在中学化学实验教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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