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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
器及其工作方法，
属于高温气体净化及余热回收
领域，
过滤器包括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
过滤颗粒床本体、右部分流支撑板、颗粒床过滤
介质颗粒球、左部分流支撑板、
洁净高温烟气出
口、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含尘高温烟气
入口、
蓄热颗粒球入口、
蓄热颗粒球、
蓄热水箱、
换热支撑板、
冷却水入口、
冷却水出口和蓄热颗
粒球出口；
本发明将熔融盐硝酸钾等相变材料填
装在过滤介质颗粒球中，
在过滤的同时有效与烟
气换热，
实现蓄热，
在蓄热水箱中释放热之后，
经
过洗涤、清灰等处理之后重复上述周期，
减少了
高温烟气中高含量粘附性的金属蒸汽冷凝、
有机
物冷凝而造成颗粒物粘附难以清除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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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
其特征在于：
包括过滤颗粒床本体(2) ，
过滤颗粒床
本体(2)上部开有能够实现密封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 ，
过滤颗粒床本体(2)内
部设置有与水平方向的夹角为α、
β的多个右部分流支撑板(3)、
多个左部分流支撑板(5) ，
右
部分流支撑板(3)和左部分流支撑板(5)有分流含尘高温烟气和支撑设置在右部分流支撑
板(3)和左部分流支撑板(5)间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作用，
通过调节角度改变注
入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数量，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注入相变材料，
在过
滤颗粒床本体(2)内随机堆积形成一定的孔隙；
过滤颗粒床本体(2)的左侧中部设置有含尘
高温烟气入口(8) ，
右侧中部设置有洁净高温烟气出口(6) ，
过滤颗粒床本体(2)底部开有颗
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 ；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与蓄热水箱(11)上部的蓄热
颗粒球入口(9)法兰连接，
蓄热水箱(11)内部间隔设置有多个竖向S形的换热支撑板(12) ，
换热支撑板(12)具有支撑其间穿过的蓄热颗粒球(10)和换热的作用，
通过调节换热支撑板
(12)上下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γ、
θ来提高换热效果并调节进入蓄热水箱(11)中的蓄热颗
粒球(10)的数量，
蓄热水箱(11)左下部设置有冷却水入口(13) ，
右上部设置有冷却水出口
(14)，
蓄热水箱(11)底部设置有蓄热颗粒球出口(15)。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颗粒床过滤
介质颗粒球(4)内注入相变材料根据高温烟气的不同选择不同熔点的熔融盐相变材料。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
其特征在于：
所述颗粒床过滤
介质颗粒球(4)内注入相变材料为硝酸钾。
4 .权利要求1所述的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的工作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蓄热式
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运行之前，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注入相变材料；
在进行过滤
时，
装填有相变材料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通过位于过滤颗粒床本体(2)上部的颗粒
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进入过滤颗粒床本体(2) ，
右部分流支撑板(3)、左部分流支撑板
(5)有分流含尘高温烟气和支撑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作用，
通过调节右部分流支撑
板(3)、左部分流支撑板(5)与水平方向的夹角α、
β，
改变注入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
的数量，
使得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装填满由左往右的高温烟气流道，
随后颗粒床过滤
介质颗粒球入口(1)被完全密封；
高温烟气经含尘高温烟气入口(8)进入过滤颗粒床本体
(2) ，
经过左部分流支撑板(5)、右部分流支撑板(3)进行分流，
并流过由颗粒床过滤介质颗
粒球(4)随机堆积构成的孔隙，
使得飞灰颗粒得以在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上面有效沉
积、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有效换热，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的熔盐相变材料
随之升温熔化而蓄热，
过滤之后的洁净高温烟气由洁净高温烟气出口(6)流出；
随着过滤的
进行，
灰尘在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表面的沉积增多，
气流流过孔隙时的流动阻力显著
升高时 ，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由打开之后的颗粒球出口 (7)流出，
成为蓄热颗粒球
(10) ；
随后蓄热颗粒球(10)进入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法兰连接的蓄热颗粒球
入口(9) ，
通过蓄热颗粒球入口(9)进入蓄热水箱(11)中的换热支撑板(12) ；
通过对换热支
撑板(12)上下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γ、
θ来提高换热效果调节进入蓄热水箱(11)中的蓄热
颗粒球(10)的数量而改变蓄热量，
冷却水经位于蓄热水箱(11)左下部的冷却水入口(13)进
入以便能充满蓄热水箱(11) ，
蓄热颗粒球(10)中的相变材料凝固放热，
使得冷却水与换热
支撑板(12)换热后升温经过位于蓄热水箱(11)右上部的冷却水出口(6)流出；
冷却之后的
蓄热颗粒球(10)经蓄热颗粒球出口(15)取出并经过洗涤、清灰之后再经过滤颗粒床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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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部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进入过滤颗粒床本体(2) ，
进入新一轮高温烟气
净化和蓄热的工作过程，
完成蓄热、
清灰、
放热功能，
实现高温烟气的净化和余热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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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温气体净化及余热回收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
过滤器及其工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颗粒床除尘器作为高温除尘领域常用的烟气处理装置，
相对于其它传统除尘方式
如电除尘、
布袋除尘等具有经济、
清洁高效、
耐高温、
耐腐蚀等明显优势。
由于工业上大型烟
气排放企业如钢铁厂、
燃煤电厂、
水泥砖窑等排除的高温烟气具有成分复杂、
人体可吸入颗
粒成分含量高、
具有腐蚀性、
温度较高等特点，
随着国家对节能减排的日益重视和人类对生
活环境需求的不断提升，
高温烟气净化及余热回收技术的发展必将有效减少工业能耗、
降
低可吸入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改善生活环境，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0003]
钢铁和冶金等企业所排放的高温烟气具有极高的品位的余热能，
常规的方法是利
用烟气与换热器换热来进行余热回收，
但是由于烟气成分极为复杂、灰尘极易在换热器上
沉积，
不仅对换热器的换热性能造成严重损害，
而且危及到换热器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蓄热式的移动颗
粒床除尘过滤器及其工作方法，
将蓄热性能良好的熔融盐注入颗粒床过滤介质过滤颗粒球
中，
通过烟气掠过颗粒球、
飞灰在颗粒上的沉积等使熔融盐硝酸钾等相变材料吸收热量蓄
热，
同时去除高含量的飞灰颗粒；
通过改变蓄热周期来进行清灰；
实现了极大程度降低高温
烟气中灰尘浓度、
回收利用高温烟气余热，
减少输运管道、
换热器等部件的腐蚀、
磨损、
飞灰
沉积，
提高系统的运行安全性和经济性。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
包括过滤颗粒床本体2，
过滤颗粒床本体2上部开
有能够实现密封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
过滤颗粒床本体2内部设置有与水平方向
的夹角为α、
β的多个右部分流支撑板3、多个左部分流支撑板5，
右部分流支撑板3和左部分
流支撑板5有分流含尘高温烟气和支撑设置在右部分流支撑板3和左部分流支撑板5间的颗
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作用，
通过调节角度改变注入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数量，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注入相变材料，
在过滤颗粒床本体2内随机堆积形成一定的孔
隙；
过滤颗粒床本体2的左侧中部设置有含尘高温烟气入口8，
右侧中部设置有洁净高温烟
气出口6，
过滤颗粒床本体2底部开有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
出口7与蓄热水箱11上部的蓄热颗粒球入口9法兰连接，
蓄热水箱11内部间隔设置有多个竖
向S形的换热支撑板12，
换热支撑板12具有支撑其间穿过的蓄热颗粒球10和换热的作用，
通
过调节换热支撑板12上下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γ、
θ来提高换热效果并调节进入蓄热水箱
11中的蓄热颗粒球10的数量，
蓄热水箱11左下部设置有冷却水入口13，
右上部设置有冷却
水出口14，
蓄热水箱11底部设置有蓄热颗粒球出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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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注入相变材料根据高温烟气的不同选择不同熔点
的熔融盐相变材料。
[0008] 所述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注入相变材料为硝酸钾。
[0009] 所述的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的工作方法，
在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
器运行之前，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注入相变材料；
在进行过滤时，
装填有相变材料的颗
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通过位于过滤颗粒床本体2上部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进入
过滤颗粒床本体2，
右部分流支撑板3、左部分流支撑板5有分流含尘高温烟气和支撑颗粒床
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作用，
通过调节右部分流支撑板3、左部分流支撑板5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α、
β，
改变注入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数量，
使得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装填满由左
往右的高温烟气流道，
随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被完全密封；
高温烟气经过滤颗粒
床本体2左部中间的含尘高温烟气入口8进入过滤颗粒床本体2，
经过左部分流支撑板5、右
部分流支撑板3进行分流，
并流过由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随机堆积构成的孔隙，
使得飞
灰颗粒得以在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上面有效沉积、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有效换
热，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的熔盐相变材料随之升温熔化而蓄热，
过滤之后的洁净高温
烟气由过滤颗粒床本体2左部中间的洁净高温烟气出口6流出；
随着过滤的进行，
灰尘在颗
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表面的沉积增多，
气流流过孔隙时的流动阻力显著升高时，
颗粒床过
滤介质颗粒球4由打开之后的颗粒球出口7流出，
成为蓄热颗粒球10；
随后蓄热颗粒球10进
入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法兰连接的蓄热颗粒球入口9，
通过蓄热颗粒球入口9进
入蓄热水箱11中的换热支撑板12；
通过对换热支撑板12上下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γ、
θ来提
高换热效果调节进入蓄热水箱11中的蓄热颗粒球10的数量而改变蓄热量，
冷却水经位于蓄
热水箱11左下部的冷却水入口13进入以便能充满蓄热水箱11，
蓄热颗粒球10中的相变材料
凝固放热，
使得冷却水与换热支撑板12换热后升温经过位于蓄热水箱11右上部的冷却水出
口6流出；
冷却之后的蓄热颗粒球10经蓄热颗粒球出口15取出并经过洗涤、
清灰之后再经上
述过程完成蓄热、
清灰、
放热功能，
实现高温烟气的净化和余热回收。
[0010] 本发明的效果：
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可以同时实现高温含尘烟气中高含
量的烟尘颗粒去除和颗粒球中的相变材料蓄热，
实现了高温烟气余热的净化和回收利用过
程的耦合；
而且被冷却之后的过滤颗粒球能够方便地被清洗、
除灰，
减少了高温烟气中高含
量粘附性的金属蒸汽冷凝、
有机物冷凝而造成颗粒物粘附难以清除的难题。具有耗能低、
成
本低、
维护方便等优点，
提高了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实现了工业上高温烟气的净化及其余热
回收利用。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示意图。
[0012] 其中:1‐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
2‐过滤颗粒床本体、3‐右部分流支撑板、4‐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
5‐左部分流支撑板、
6‐洁净高温烟气出口、
7‐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
球出口、8‐含尘高温烟气入口、9‐蓄热颗粒球入口、
10‐蓄热颗粒球、
11‐蓄热水箱、
12‐换热
支撑板、
13‐冷却水入口、
14‐冷却水出口、
15‐蓄热颗粒球出口，
其中左部分流支撑板3、
右部
分流支撑板5以及换热支撑板11中上下两部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分别为α、
β、
γ、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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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4] 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如图1，
由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过滤颗粒
床本体2、右部分流支撑板3、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左部分流支撑板5、
洁净高温烟气出
口6、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
含尘高温烟气入口8、
蓄热颗粒球入口9、
蓄热颗粒球10、
蓄热水箱11、
换热支撑板12、
冷却水入口13、
冷却水出口14、
蓄热颗粒球出口15等组成。
[0015] 本发明的工作方法为：
在蓄热式移动颗粒床除尘过滤器运行之前，
颗粒床过滤介
质颗粒球4注入熔融盐硝酸钾等相变材料；
在进行过滤时，
装填有熔融盐硝酸钾等相变材料
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通过位于过滤颗粒床本体2上部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
进入过滤颗粒床本体2，
右部分流支撑板3、左部分流支撑板5有分流含尘高温烟气和支撑颗
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作用，
通过调节右部分流支撑板3、左部分流支撑板5与水平方向的
夹角α、
β，
改变注入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的数量，
使得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装填满
由左往右的高温烟气流道，
随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入口1被完全密封。
高温烟气经过滤
颗粒床本体2左部中间的高温烟气入口8进入过滤颗粒床本体2，
经过左部分流支撑板5、右
部分流支撑板3进行分流，
并流过由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随机堆积构成的孔隙，
使得飞
灰颗粒得以在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上面有效沉积、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有效换
热，
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内的熔盐相变材料随之升温熔化而蓄热，
过滤之后的洁净高温
烟气由过滤颗粒床本体2右部中间的洁净高温烟气出口6流出。
随着过滤的进行，
灰尘在颗
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4表面的沉积增多，
气流流过孔隙时的流动阻力显著升高时，
颗粒床过
滤介质颗粒球4由打开之后的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流出，
成为蓄热颗粒球10；
随后
蓄热颗粒球10进入与颗粒床过滤介质颗粒球出口7法兰连接的蓄热颗粒球入口9，
通过蓄热
颗粒球入口9进入蓄热水箱11中的换热支撑板12。通过对换热支撑板12上下部与水平方向
的夹角γ、
θ来提高换热效果调节进入蓄热水箱11中的蓄热颗粒球10的数量而改变蓄热量，
冷却水经位于蓄热水箱11左下部的冷却水入口13进入以便能充满蓄热水箱11，
蓄热颗粒球
10中的相变材料凝固放热，
使得冷却水与换热支撑板12换热后升温经过位于蓄热水箱11右
上部的冷却水出口6流出。冷却之后的蓄热颗粒球10经蓄热颗粒球出口15取出并经过洗涤、
清灰之后再经上述过程完成蓄热、
清灰、
放热功能。
实现高温烟气的净化和余热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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