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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

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包括除尘塔，除尘塔

内设置有除尘室，除尘室呈竖立的蜂窝管状，除

尘室上方设置有阴极架，阴极架上连接有阴极

线，阴极线竖直伸入所述除尘室的蜂窝管内，阴

极线下端连接有重锤，阴极架上方设置有冲洗装

置，冲洗装置底部设置有冲洗口，冲洗装置上设

置有冲洗液入口，除尘塔顶部设置有进烟口，除

尘塔下端设置有出烟口和出污口。收尘效率高、

处理烟气量大、使用寿命长、维修费用低，蜂窝管

状除尘室阳极强度高，重量轻，结构紧凑，占地面

积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管壁内外都能有效利

用，安装简单，不易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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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包括除尘塔(1)，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塔(1)内设置

有除尘室(2)，所述除尘室(2)呈竖立的蜂窝管状，所述除尘室(2)上方设置有阴极架(3)，所

述阴极架(3)上连接有阴极线(31)，阴极线(31)竖直伸入所述除尘室(2)的蜂窝管内，所述

阴极线(31)下端连接有重锤(32)，所述阴极架(3)上方设置有冲洗装置(4)，所述冲洗装置

底部设置有冲洗口(41)，所述冲洗装置(4)上设置有冲洗液入口(42)，所述除尘塔(1)顶部

设置有进烟口(5)，所述除尘塔(1)下端设置有出烟口(6)和出污口(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塔(1)

塔体外壁设置有保温箱(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塔(1)

外壁设置有绝缘箱(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绝缘箱(8)

内设置有高压整流变压器，所述变压器阴极与所述阴极线(31)连接，所述变压器阳极与所

述除尘室(2)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

尘室(2)与所述阴极架(3)之间设置有绝缘支架。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阴极线(31)

边缘呈锯齿状。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阴极线(31)

为钛合金或铅锑合金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除尘室(2)

蜂窝管为不锈钢制成，所述重锤(32)为陶瓷制成。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重锤(32)内

部为铅制，外壁为聚四氟乙烯。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烟口

(5)与工业烟气脱硫塔或工业烟气脱硝塔的出烟口通过烟气管道连通，所述出烟口(6)通向

烟囱，所述出污口(7)连通至循环水池，所述冲洗液入口(42)通过管道连通清洗水源，所述

洗液入口(42)管道上装有增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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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

背景技术

[0002] 烟气脱硫是国内外目前广泛采用的控制电厂燃煤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的有效方

法，其中湿法烟气脱硫工艺因其技术成熟、高脱硫率等优点又是世界上应用最多、最有效的

烟气脱硫工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湿法脱硫的市场占有率达85％以上，我国则高达95％，湿

法脱硫工艺二氧化硫的脱除率平均能达到95％以上。

[0003] 传统湿法脱硫系统一般采用两级机械式除雾器先除去烟气中带出的水汽，再经

GGH对吸收塔洗涤的饱和烟气进行加热，然后经烟囱排放，这一方式的出发点是通过GGH加

热，期望烟气温度提高到约80℃后能降低烟气对烟囱的腐蚀。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烟囱腐

蚀问题，原因在于湿法脱硫过程中烟气的三氧化硫的除去率只有40％～50％，有相当多的

三氧化硫以气溶胶的形式随烟气排出，此时加热后的烟气温度仍低于酸露点温度，三氧化

硫在烟囱壁冷凝造成腐蚀。机械除雾器作用是尽量减少烟气中水雾的含量，但仅对40微米

以上的大液滴有比较好的去除效果，细微污滴在烟囱壁出现冷凝液，更加剧了腐蚀。烟气中

的微细粉尘和气溶胶无法去除，在大气中直接进入人体的呼吸道，对人体健康最为有害。急

需一种能够解决湿法脱硫中进一步除去粉尘和溶胶的新型除尘装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

包括除尘塔，所述除尘塔内设置有除尘室，所述除尘室呈竖立的蜂窝管状，所述除尘室上方

设置有阴极架，所述阴极架上连接有阴极线，阴极线竖直伸入所述除尘室的蜂窝管内，所述

阴极线下端连接有重锤，所述阴极架上方设置有冲洗装置，所述冲洗装置底部设置有冲洗

口，所述冲洗装置上设置有冲洗液入口，所述除尘塔顶部设置有进烟口，所述除尘塔下端设

置有出烟口和出污口。重锤用于拉紧阴极线，减小阴极线摆动，防止阴极线触及阳极板，除

尘器收尘效率高、处理烟气量大、使用寿命长、维修费用低，蜂窝管状除尘室阳极强度高，重

量轻，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最大限度利用空间，管壁内外都能有效利用，安装简单，不易

变形。

[0006] 进一步，所述除尘塔塔体外壁设置有保温箱，便于保温。

[0007] 进一步，所述除尘塔外壁设置有绝缘箱，增加电源安全性。

[0008] 进一步，所述绝缘箱内设置有高压整流变压器，所述变压器阴极与所述阴极线连

接，所述变压器阳极与所述除尘室连接，提高除尘效果。

[0009] 进一步，所述除尘室与所述阴极架之间设置有绝缘支架，增加安全性。

[0010] 进一步，所述阴极线边缘呈锯齿状，降低起晕电压。

[0011] 进一步，所述阴极线为钛合金或铅锑合金制成，耐腐蚀，起晕电压低，仅需20KV,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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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电除雾器处于较低电压，较大电流的工况下运行；电流密度大，比电流可达1.45MA/M，有

效抗击升华硫粘附和赃物裹付能力。

[0012] 进一步，所述除尘室蜂窝管为不锈钢制成，所述重锤为陶瓷制成，提高尘雾捕集能

力。

[0013] 进一步，所述重锤内部为铅制，外壁为聚四氟乙烯，提高重锤效果和使用寿命。

[0014] 进一步，所述进烟口与工业烟气脱硫塔或工业烟气脱硝塔的出烟口通过烟气管道

连通，所述出烟口通向烟囱，所述出污口连通至循环水池，所述冲洗液入口通过管道连通清

洗水源，所述洗液入口管道上装有增压泵，便于工业烟气脱尘，实现超低排放，彻底解决烟

囱排放问题。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收尘效率高、处理烟气量大、使用寿

命长、维修费用低；蜂窝管状除尘室阳极强度高，重量轻，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最大限度

利用空间，管壁内外都能有效利用，安装简单，不易变形；耐腐蚀，起晕电压低，电流密度大，

尘雾捕集能力高。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除尘室截面视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阴极线视图。

[0019] 图中：1-除尘塔，2-除尘室，3-阴极架，4-冲洗装置，5-进烟口，6-出烟口，7-出污

口，8-绝缘箱，9-保温箱，31-阴极线，32-重锤，41-冲洗口，42-冲洗液入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的部分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实施例结合图1-3，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包括不锈钢除尘塔1，除尘塔

1内设置有除尘室2，除尘室2呈竖立的蜂窝管状，除尘室2蜂窝管为不锈钢制成，除尘室2上

方设置有阴极架3，所述阴极架3上连接有阴极线31，除尘室2与阴极架3之间设置有绝缘支

架，阴极线31边缘呈锯齿状，阴极线31为铅锑合金制成，阴极线31竖直伸入除尘室2的蜂窝

管内，阴极线31下端连接有重锤32，重锤32为陶瓷制成，阴极架3上方设置有冲洗装置4，所

述冲洗装置底部设置有冲洗口41，冲洗装置4上设置有冲洗液入口42，除尘塔1顶部设置有

进烟口5，除尘塔1下端设置有出烟口6和出污口7，除尘塔1外壁设置有绝缘箱8，绝缘箱8内

设置有高压整流变压器，变压器阴极与所述阴极线31连接，变压器阳极与所述除尘室2连

接，除尘塔1塔体外壁设置有保温箱9。湿法静电除尘器除尘原理是含尘烟气由进烟口5进入

除尘塔1，通过除尘室2高压静电场时，与电极间的正、负离子和电子发生碰撞或在离子扩散

运动中荷电，带上电子和离子的尘粒在电场力作用下向异性电极运动并吸附在异性电极

上，处理后的烟气由出烟口6排至烟囱，冲洗装置4通过喷淋等方式使电极上的灰尘油脂落

入除尘器底部废液中。本实施例收尘效率高、处理烟气量大、使用寿命长、维修费用低，尘雾

捕集能力高，蜂窝管状除尘室阳极强度高，重量轻，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最大限度利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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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管壁内外都能有效利用，安装简单，不易变形，安全性好，耐腐蚀，起晕电压低，仅需

20KV ,可使电除雾器处于较低电压，较大电流的工况下运行，电流密度大，比电流可达

1.45MA/M，有效抗击升华硫粘附和赃物裹付能力。

[0023] 实施例2

[0024] 本实施例结合实施例1，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进烟口5与工业烟气脱硫塔或工业烟

气脱硝塔的出烟口通过烟气管道连通，出烟口6通向烟囱，出污口7连通至循环水池，冲洗液

入口42通过管道连通清洗水源，洗液入口42管道上装有增压泵，出烟口6上设置有玻璃钢聚

丙烯pp除雾器折流板式挡水板除雾器。便于工业烟气脱尘，实现超低排放，彻底解决烟囱排

放问题。

[0025] 实施例3

[0026] 本实施例结合图1-3，一种蜂窝管式湿法静电除尘器，包括不导电玻璃钢除尘塔1，

除尘塔1内设置有除尘室2，除尘室2呈竖立的蜂窝管状，除尘室2蜂窝管为导电玻璃钢制成，

导电玻璃钢为层状结构，从内层到外层依次为：1层碳纤维垫、2层短切纤维条状垫、3层

0.4mm厚的玻纤布以及l层玻璃表面垫，树脂采用乙烯基树脂其中含有石墨(>98％)和阻燃

剂，除尘室2上方设置有钢制阴极架3，所述阴极架3上连接有阴极线31，除尘室2与阴极架3

之间设置有绝缘支架，阴极线31边缘呈锯齿状，阴极线31为铅锑合金制成，阴极线31竖直伸

入除尘室2的蜂窝管内，阴极线31下端连接有重锤32，重锤32为陶瓷制成，阴极架3上方设置

有冲洗装置4，所述冲洗装置底部设置有冲洗口41，冲洗装置4上设置有冲洗液入口42，除尘

塔1顶部设置有进烟口5，除尘塔1下端设置有出烟口6和出污口7，除尘塔1外壁设置有绝缘

箱8，所述绝缘箱8内设置有高压整流变压器，变压器阴极与所述阴极线31连接，变压器阳极

与所述除尘室2连接，除尘塔1塔体外壁设置有保温箱9，进烟口5与工业烟气脱硫塔或工业

烟气脱硝塔的出烟口通过烟气管道连通，出烟口6通向烟囱，出污口7连通至循环水池，冲洗

液入口42通过管道连通清洗水源，洗液入口42管道上装有增压泵。湿法静电除尘器除尘原

理是含尘烟气由进烟口5进入除尘塔1，通过除尘室2高压静电场时，与电极间的正、负离子

和电子发生碰撞或在离子扩散运动中荷电，带上电子和离子的尘粒在电场力作用下向异性

电极运动并吸附在异性电极上，处理后的烟气由出烟口6排至烟囱，冲洗装置4通过喷淋等

方式使电极上的灰尘油脂落入除尘器底部废液中。导电玻璃钢耐腐蚀性强，能耐各种稀酸、

碱、盐介质的腐蚀，阻燃性好，氧指数达到28％以下，重量轻，强度高，外形尺寸确定。

[0027] 湿法静电除尘器除尘原理是含尘烟气由进烟口5进入除尘塔1，通过除尘室2高压

静电场时，与电极间的正、负离子和电子发生碰撞或在离子扩散运动中荷电，带上电子和离

子的尘粒在电场力作用下向异性电极运动并吸附在异性电极上，处理后的烟气由出烟口6

排至烟囱，冲洗装置4通过喷淋等方式使电极上的灰尘油脂落入除尘器底部废液中，过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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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本实施例导电玻璃钢收尘极板收尘比较均匀，收尘效率更高，阴极锯齿状星形线

容易起晕，可以在较低的电压下就使空气电离，使尘粒荷电；运行稳定，可靠性高，能长期保

持沉积效率，能承受瞬态及稳态短路。当沉积电场产生火花放电时，由于电源输出电流是

“恒流”的，电场中的电流不会增加，而电网输入电流却为额定值的10％，确保了恒流电源设

备的安全，同时，由于输入电流是“恒流”，使得放电通道自行消失，保护了电晕线和阳极板；

能适应工况变化，克服由振打而引起的二次扬尘，并有抑制电晕闭塞和阴极肥大的能力。当

电场中的粉尘、煤焦油或酸雾浓度增加、流速加快时，电场比电阻增加，由于输出电流“恒

流”不变，电场中的电压会自动上升，电场获得更多的电能，净化效果好；运行电压高，并能

抑制放电，对机械缺陷不敏感；电源结构简单，多组L-C采用并联的设计，检修方便，电源故

障率低，功率因数高cos≥0.90，节电效果明显。阳极系统由阳极悬挂装置﹑阳极板等零部件

组成，阳极筒为收尘极，它是由δ2的不锈钢板在专用机器上成型，由85个收尘极筒组成的阳

极筒，排成平面应具有较好的刚性，保证其同心度在规定范围内，以保证阴、阳极间距的极

限偏差，阴极系统由阴极吊挂、竖梁、上、下部框架、阴极线等零部件组成。阴极线为放电极，

它是由专用设备制成的，我公司主要使用星形线系列，是湿法静电除尘器的关键零部件之

一。阴极吊挂是把整个阴极系统吊挂在顶部大梁上并引入高压负极。由竖梁、上横梁等组成

的平面结构的功用是固定上、下部框架和阴极喷淋轴系。上、下部框架是阴极线的支持体，

喷淋系统由底部喷淋和顶部喷淋组成。烟气进入除尘器时先与底部喷淋的水混合，进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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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荷电之后主要被吸附在阳极板上，上部喷淋喷的水冲刷阳极板，落到底部被排水口带

走，壳体是支撑整个除尘器的部件，主体是直径为2.5m的不锈钢筒，顶部是一个锥形出口，

锥形上还开了一个检修孔，筒体上也开有检修孔和进气孔，设置有走梯平台，为了方便湿法

静电除尘器的就地操作、日常维修保养之用，所有主要维修点皆可通过走梯平台到达，湿法

静电除尘器在高电压下运行，且采用负电晕制，即阳极与壳体等电位，为保护高压设备和人

身安全，必须对设备进行可靠接地，接地网应考虑全年均能达到2欧姆以下，接地网的设置

力求使周围对地电压均匀。

[0030] 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具体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还可据此做出多种变

化，但任何与本实用新型等同或者类似的变化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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