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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

置，湿烟气首先进入喷淋混合单元，经喷头喷淋

后降温并与喷淋水雾充分混合，混合后的湿烟气

进入高速剥离单元，纯净空气离心力小，被高速

旋转的剥离内仓阻挡，直接由排气通道排出，部

分空气和雾滴穿过剥离内仓被甩向剥离外仓的

内壁形成水流流下，部分细小雾滴和空气形成含

湿量较高的空气流，进入冷凝除湿单元，空气中

的水分析出形成水膜和水流，仍含有部分细小液

滴的湿烟气最后被导入惯性分离单元实施分离，

经过处理的纯净空气经由排气通道排出，完成了

湿烟气除湿和空气净化的全过程。整个净化除湿

过程风阻较低，满足高速流动、大吞吐量处理湿

烟气的要求，且在净化空气的同时对湿烟气进行

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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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相连通的喷淋混合单元和高速

剥离单元，所述喷淋混合单元与进口管道相连通，所述喷淋混合单元内设置有喷头，所述喷

淋混合单元能够对引入的湿烟气进行喷淋降温，所述高速剥离单元连接有排气通道；所述

高速剥离单元包括剥离外仓和剥离内仓，所述剥离外仓套装在所述剥离内仓的外部，所述

剥离外仓与所述剥离内仓之间具有间隙，所述剥离内仓的侧壁上设置过滤介质，所述剥离

内仓能够旋转，所述喷淋混合单元和所述排气通道均与所述剥离内仓的内腔相连通；

所述剥离外仓与所述剥离内仓之间的间隙与冷凝除湿单元相连通，所述冷凝除湿单元

能够令烟气中的水分冷凝，所述冷凝除湿单元连接有惯性分离单元，所述惯性分离单元能

够对湿烟气中的液滴进行分离，所述惯性分离单元的出口与所述排气通道相连通；

还包括二次剥离单元，所述排气通道的出口与所述二次剥离单元相连通，所述二次剥

离单元与所述高速剥离单元的结构相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二次惯性分

离单元，所述排气通道的出口与所述二次惯性分离单元相连通，所述二次惯性分离单元与

所述惯性分离单元的结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进口管道处设

置进口引风机，所述排气通道处设置空气真空泵。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汇流池，所

述高速剥离单元、所述冷凝除湿单元和所述惯性分离单元分别与所述汇流池相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介质为多

孔材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速剥离单元

与所述冷凝除湿单元的顶部相连通，所述冷凝除湿单元的底部与所述惯性分离单元相连

通，所述冷凝除湿单元内设置多根冷凝管，所述冷凝管之间具有间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为雾化喷

头，所述雾化喷头与外部水源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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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气净化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空气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现有空气净化技术种类很多，例如，过滤技术、

洗涤塔、水膜新风技术、以旋风除尘为代表的惯性分离除尘技术等。其中，旋风除尘的惯性

分离技术是利用流体的高速运动机制完成空气净化作业，而其它净化技术都或主动或被动

地以降低流速为条件实现空气净化操作的。过滤技术依靠过滤介质的拦截、惯性、扩散、重

力、静电等效应截留和吸附悬浮颗粒，允许纯净空气通过，但是过滤技术被动地提高了风

阻，以降低空气流速为代价提高空气净化效率和精度。洗涤塔、水膜技术净化技术，多用于

燃烧尾气、化学工业和室内空气净化，在洗涤塔内，高处雾化喷头向下喷雾，洗涤水流在重

力作用下顺填料向下流动和向上流动的空气逆向流动增加彼此接触机会，由水流吸附和带

走空气中的杂质成分，但空气流动速度不能过高，以免洗涤水被气流带走，所以，洗涤塔往

往扩大直径主动地降低空气流速。旋风除尘机理是使含尘气流作旋转运动，借助于离心力

将尘粒从气流中分离并捕集于器壁，再借助重力作用使尘粒落入灰斗，旋风除尘技术需要

气流高速运动加大离心力，扩大悬浮颗粒和空气在离心力方面的差异性分离和净化空气，

旋风除尘器分离空气中的大颗粒效果好，对较小的固体颗粒的分离效率较低。

[0003] 高温烟气也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之一，湿烟气泛指大量排放的含有水蒸气、液

态颗粒的工业废气，例如，燃煤烟气经过湿法脱硫脱硝后含有大量脱硫脱硝溶液的含湿量

较高的烟气，湿烟气具有饱和含湿量大、温度高和成分复杂的特点，湿法脱硫脱硝后形成的

从烟囱排放的废气会在天空形成醒目的“白色羽烟”，这是由烟气中含有大量饱和的脱硫脱

硝溶液造成的，这些溶液在空中扩散，形成长长的扩散羽状白色烟气流动，白色羽烟携带有

可观的脱硫脱硝溶液，水汽消失后会出现肉眼难以发现的大量固体细颗粒物随风飘散。现

有技术中的空气净化装置在净化空气颗粒物的同时，无法兼顾湿烟气的脱白处理。

[0004] 因此，如何改变现有技术中，普通净化装置无法同时兼顾高温湿烟气和大流量多

组分污染空气处理的现状，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

的问题，使净化装置能够对高温湿烟气进行除湿，同时能够对大流量多组分污染空气进行

净化。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

湿装置，包括相连通的喷淋混合单元和高速剥离单元，所述喷淋混合单元与进口管道相连

通，所述喷淋混合单元内设置有喷头，所述喷淋混合单元能够对引入的湿烟气进行喷淋降

温，所述高速剥离单元连接有排气通道；所述高速剥离单元包括剥离外仓和剥离内仓，所述

剥离外仓套装在所述剥离内仓的外部，所述剥离外仓与所述剥离内仓之间具有间隙，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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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离内仓的侧壁上设置过滤介质，所述剥离内仓能够旋转，所述喷淋混合单元和所述排气

通道均与所述剥离内仓的内腔相连通；

[0007] 所述剥离外仓与所述剥离内仓之间的间隙与冷凝除湿单元相连通，所述冷凝除湿

单元能够令烟气中的水分冷凝，所述冷凝除湿单元连接有惯性分离单元，所述惯性分离单

元能够对湿烟气中的液滴进行分离，所述惯性分离单元的出口与所述排气通道相连通。

[0008] 优选地，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还包括二次剥离单元，所述排气通道的出口

与所述二次剥离单元相连通，所述二次剥离单元与所述高速剥离单元的结构相同。

[0009] 优选地，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还包括二次惯性分离单元，所述排气通道的

出口与所述二次惯性分离单元相连通，所述二次惯性分离单元与所述惯性分离单元的结构

相同。

[0010] 优选地，所述进口管道处设置进口引风机，所述排气通道处设置空气真空泵。

[0011] 优选地，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还包括汇流池，所述高速剥离单元、所述冷凝

除湿单元和所述惯性分离单元分别与所述汇流池相连通。

[0012] 优选地，所述过滤介质为多孔材质。

[0013] 优选地，所述高速剥离单元与所述冷凝除湿单元的顶部相连通，所述冷凝除湿单

元的底部与所述惯性分离单元相连通，所述冷凝除湿单元内设置多根冷凝管，所述冷凝管

之间具有间隙。

[0014] 优选地，所述喷头为雾化喷头，所述雾化喷头与外部水源相连通。

[001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

置，包括相连通的喷淋混合单元和高速剥离单元，喷淋混合单元与进口管道相连通，喷淋混

合单元内设置有喷头，喷淋混合单元能够对引入的湿烟气进行喷淋降温，高速剥离单元连

接有排气通道；高速剥离单元包括剥离外仓和剥离内仓，剥离外仓套装在剥离内仓的外部，

剥离外仓与剥离内仓之间具有间隙，剥离内仓的侧壁上设置过滤介质，剥离内仓能够旋转，

喷淋混合单元和排气通道均与剥离内仓的内腔相连通；剥离外仓与剥离内仓之间的间隙与

冷凝除湿单元相连通，冷凝除湿单元能够令烟气中的水分冷凝，冷凝除湿单元连接有惯性

分离单元，惯性分离单元能够对湿烟气中的液滴进行分离，惯性分离单元的出口与排气通

道相连通。湿烟气首先进入喷淋混合单元，经喷头喷淋后降温并与喷淋水雾充分混合，混合

后的湿烟气进入高速剥离单元，纯净空气离心力小，被高速旋转的剥离内仓阻挡，直接由排

气通道排出，部分空气和雾滴穿过剥离内仓被甩向剥离外仓的内壁形成水流流下，部分细

小雾滴和空气形成含湿量较高的空气流，进入冷凝除湿单元，空气中的水分析出形成水膜

和水流，仍含有部分细小液滴的湿烟气最后被导入惯性分离单元实施分离，经过处理的纯

净空气经由排气通道排出，完成了湿烟气除湿和空气净化的全过程。整个净化除湿过程风

阻较低，满足高速流动、大吞吐量处理湿烟气的要求，且在净化空气的同时对湿烟气进行除

湿。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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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他具体实施方式中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提高除尘效率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为喷淋混合单元，2为高速剥离单元，3为冷凝除湿单元，4为惯性分离单元，

5为进口引风机，6为排气通道，7为剥离内仓，8为剥离外仓，9为空气真空泵，10为汇流池，11

为二次剥离单元，12为二次惯性分离单元。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

的问题，使净化装置能够对高温湿烟气进行除湿，同时能够对大流量多组分污染空气进行

净化。

[0024]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5] 请参考图1‑4，其中，图1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

图，图2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其他具体实施方式中的整体结构示意图，图

3为本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的整体结构示意图，图4为本

发明的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提高除尘效率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本发明提供一种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包括相连通的喷淋混合单元1和高

速剥离单元2，喷淋混合单元1与进口管道相连通，喷淋混合单元1内设置有喷头，喷淋混合

单元1能够对引入的湿烟气进行喷淋降温，高速剥离单元2连接有排气通道6；高速剥离单元

2包括剥离内外仓8和剥离内仓7，剥离内外仓8套装在剥离内仓7的外部，剥离内外仓8与剥

离内仓7之间具有间隙，剥离内仓7侧壁上设置过滤介质，剥离内仓7能够旋转，喷淋混合单

元1和排气通道6均与剥离内仓7的内腔相连通；剥离内外仓8与剥离内仓7之间的间隙与冷

凝除湿单元3相连通，冷凝除湿单元3能够令烟气中的水分冷凝，冷凝除湿单元3连接有惯性

分离单元4，惯性分离单元4能够对湿烟气中的液滴进行分离，惯性分离单元4的出口与排气

通道6相连通。

[0027] 湿烟气首先导入喷淋混合单元1，经喷头喷淋后降温并与喷淋水雾充分混合，混合

后的湿烟气进入高速剥离单元2，纯净空气离心力小，被高速旋转的剥离内仓7阻挡，直接由

排气通道6排出，部分空气和雾滴穿过剥离内仓7的过滤介质被甩向剥离内外仓8的内壁形

成水流流下，部分细小雾滴和空气形成含湿量较高的空气流，进入冷凝除湿单元3，空气中

的水分析出形成水膜和水流，仍含有部分细小液滴的湿烟气最后被导入惯性分离单元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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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分离，经过处理的纯净空气经由排气通道6排出，完成了湿烟气除湿和空气净化的全过

程。整个净化除湿过程风阻较低，满足高速流动、大吞吐量处理湿烟气的要求，且在净化空

气的同时对湿烟气进行除湿。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惯性分离单元4所采用的是现有技术中的

惯性分离机器，利用气流急剧改变方向或与挡板等碰撞时，粒子从气流中分离下来的操作，

完成细小液滴的分离，因此，对于惯性分离单元4的具体结构此处不再赘述。

[0028] 在本发明的其他具体实施方式中，为了进一步提高空气净化及湿烟气脱白效率，

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还包括二次剥离单元11，排气通道6的出口与二次剥离单元11

相连通，可对排气通道6导出的空气进行二次甩干处理，将未处理干净的液滴及颗粒污染物

进一步分离，排出洁净的空气，二次剥离单元11与高速剥离单元2的结构相同。

[0029] 在本发明的另一具体实施方式中，同样为了进一步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空气净化

及湿烟气脱白效率，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还包括二次惯性分离单元12，排气通道6的

出口与二次惯性分离单元12相连通，对排气通道6导出的空气进行二次惯性分离，也可采用

旋风分离机器，将未处理干净的液滴和颗粒污染物作进一步的分离处理，提高净化程度，二

次惯性分离单元12与惯性分离单元4的结构相同。

[0030] 需要说明的是，经由高速剥离单元2导出的部分细小雾滴和空气形成含湿量较高

的空气流，也可先导入惯性分离单元4，由于含湿量较高，液滴较原固体颗粒尺寸增加，容易

附着成膜，惯性分离单元4效率大幅提高，有利于抑制固体颗粒二次析出，增强空气净化效

率，具体地请参考图4。

[0031] 具体地，进口管道处设置进口引风机5，排气通道6处设置空气真空泵9，通过引风

机引流，以及利用空气真空泵9产生的负压对空气进行导流，使湿烟气顺利流动。

[0032] 更具体地，空气净化及湿烟气除湿装置还包括汇流池10，高速剥离单元2、冷凝除

湿单元3和惯性分离单元4分别与汇流池10相连通，高速剥离单元2、冷凝除湿单元3和惯性

分离单元4流出的混合水聚集在汇流池10中，汇流池10中收集的混合液一部分经降温处理

后可重新用作喷淋水，其余部分向外排放。

[0033] 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过滤介质为比表面积大的多孔材质，多孔材质为现有技术，

此处不作详细阐述。

[0034] 进一步地，高速剥离单元2与冷凝除湿单元3的顶部相连通，冷凝除湿单元3的底部

与惯性分离单元4相连通，冷凝除湿单元3内设置多根冷凝管，冷凝管之间具有间隙。

[0035] 喷头为雾化喷头，雾化喷头与外部水源相连通。雾化喷头增强喷淋水雾与气体及

颗粒物的接触程度，提高降温效率。

[0036] 高温湿烟气经历了喷淋混合单元1、高速剥离单元2、冷凝除湿单元3和惯性分离单

元4。引入的湿烟气在引风机的作用下首先进入喷淋混合单元1，湿烟气被降温，并和喷淋水

雾充分混合；混合后的湿烟气导入高速剥离单元2，纯净空气离心力小，被高速旋转的过滤

介质阻挡，直接向上方的排气通道6排出，雾滴和部分空气穿越剥离内仓7的过滤介质甩向

剥离内外仓8的内侧壁形成下行水流，部分细小雾滴和空气形成含湿量较高的空气流，被空

气真空泵9负压作用导入冷凝除湿单元3，空气中的水分在冷却管的冷却作用下析出形成水

膜和下行水流；仍含有部分细小液滴的湿烟气最后被导入惯性分离单元4实施分离，经过处

理的纯净空气由排气通道6与高速剥离单元2的纯净空气汇合如此完成了湿烟气剥离脱白

全过程，从几个单元的下部的流出口汇流而出的喷淋水和湿烟气脱白的混合水集中在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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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10。

[0037] 本发明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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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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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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