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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的制备方法
及回收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
收网罩的制备方法及回收装置，
配置硫酸‑过硫
酸铵及吡咯单体‑硫酸溶液，
通过化学氧化方法
聚合在不锈钢网表面，
然后采用三甲氧基硅烷溶
液对不锈钢网表面的聚吡咯层进行疏水性改性，
使不锈钢网具有抗腐蚀、
耐高温、
超疏水等特性，
利用高压静电场对水雾进行回收处理，
减少冷却
水雾的散失，
提高冷却水的使用效率，
降低冷却
水的使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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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包括水雾回收网罩(2) ，
所述水
雾回收网罩(2)为半球形，
水雾回收网罩(2)倒扣布置在冷却塔(1)内并与冷却塔内(1)径相
同；
所述水雾回收网罩(2)底部的冷却塔(1)内壁上连接有悬臂(6) ，
所述悬臂(6)端部固定
有绝缘支撑底座(5) ；
所述冷却塔(1)内还布置有刀梁(4) ，
所述刀梁(4)一端与绝缘支撑底
座(5)连接，
另一端为尖端，
朝向水雾回收网罩(2) ；
所述回收装置还接有电源(3)，
所述电源
(3)正极与水雾回收网罩(2)顶端连接，
电源(3)负极连接在刀梁(4)与绝缘支撑底座(5)连
接的一端；
所述水雾回收网罩(2)的制备方法，
如下：
步骤1，
选取不锈钢网，
孔径的大小为0 .5-1mm；
步骤2，
配置浓度为0 .5-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
将步骤1中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配
置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并在80-85℃条件下进行水浴1 .5-2h；
步骤3，
配置浓度为0 .5-1mol/L的硫酸溶液，
将步骤2中处理过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
配置的硫酸溶液中，
并在80-85℃条件下进行水浴2-3h；
步骤4，
将浓度为0 .4-0 .5mol/L硫酸溶液和0 .2-0 .4mol/L吡咯单体溶液混合，
配置成吡
咯单体-硫酸溶液；
步骤5，
将浓度为0 .5-1mol/L的过硫酸铵溶液和0 .5-1mol/L硫酸溶液混合，
配置成硫
酸-过硫酸铵溶液；
步骤6，
将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步骤4制得的吡咯单体-硫酸溶液中，
浸
泡时间为5-10min；
接着取出不锈钢网放入步骤5制得的硫酸-过硫酸铵溶液中，
浸泡时间为
5-10min，
最后取出不锈钢网并在50℃下恒温烘干1h；
步骤7，
将经过步骤6烘干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浓度为0 .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3040min；
步骤8，
取200ml质量分数99 .5％的无水乙醇，
加入0 .3-0 .6mol三甲氧基硅烷，
调节pH
值为3-4，
并保持40℃条件下，
将经过步骤7浸泡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混合溶液中，
时间
保持60-80min，
取出后将不锈钢网在50℃下恒温烘干4h，
既制得水雾回收网罩(2)。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刀梁 (4) 采用耐腐蚀金属材料长度为0 .5-1 .50m ，刀梁 (4) 尖端宽度为0 .050 .20mm。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刀梁(4)尖端与水雾回收网罩(2)顶端同轴，
刀梁(4)尖端与水雾回收网罩(2)顶
端的距离与水雾回收网罩(2)半径相同。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电源(3)为特高压直流电源，
电压为20KV-100KV，
电流为10-50mAH。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其特征
在于，
所述回收装置在冷却塔(1)内至少布置1个，
多个时沿冷却塔(1)高度方向连续串联布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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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的制备方法及回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冷却水雾回收设备技术领域 ,具体的是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
回收网罩的制备方法，
以及利用该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工业社会运行发展的命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工业
用水的消耗量也在同步增长，
工业生产中的废热，
一般要用冷却水来换热，
因此工业冷却用
水在工业用水中占比较大，
其中液体水易于回收使用，
但气体水雾回收困难，
易于散失，
造
成水资源的浪费以及工业冷却用水成本增的加。如何对冷却水产生的水雾进行回收再利
用，
从而做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降低冷却水成本，
是工业发展中一直关心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静电 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的制备方法及回收装置，
配置硫
酸-过硫酸铵及吡咯单体-硫酸溶液，
通过化学氧化方法聚合在不锈钢网表面，
然后采用三
甲氧基硅烷溶液对不锈钢网表面的聚吡咯层进行疏水性改性，
以达到提高冷却水雾回收效
率的目的。
[0004] 为达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的制备方法，
如下：
[0005] 步骤1，
选取不锈钢网，
孔径的大小为0 .5-1mm；
[0006] 步骤2，
配置浓度为0 .5-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
将步骤1中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
述配置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并在80-85℃条件下进行水浴1 .5-2h；
[0007] 步骤3，
配置浓度为0 .5-1mol/L的硫酸溶液，
将步骤2中处理过的不锈钢网浸泡在
上述配置的硫酸溶液中，
并在80-85℃条件下进行水浴2-3h；
[0008] 步骤4，
将浓度为0 .4-0 .5mol/L硫酸溶液和0 .2-0 .4mol/L吡咯单体溶液混合，
配置
成吡咯单体-硫酸溶液；
[0009] 步骤5，
将浓度为0 .5-1mol/L的过硫酸铵溶液和0 .5-1mol/L硫酸溶液混合，
配置成
硫酸-过硫酸铵溶液；
[0010] 步骤6，
将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步骤4制得的吡咯单体- 硫酸溶液
中，
浸泡时间为5-10min；
接着取出不锈钢网放入步骤5制得的硫酸-过硫酸铵溶液中，
浸泡
时间为5-10min，
最后取出不锈钢网并在50℃下恒温烘干1h；
[0011] 步骤7，
将经过步骤6烘干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浓度为0 .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30-40min；
[0012] 步骤8，
取200ml质量分数99 .5％的无水乙醇，
加入0 .3-0 .6mol三甲氧基硅烷，
调节
PH值为3-4，
并保持40℃条件下，
将经过步骤7浸泡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混合溶液中，
时
间保持60-80min，
取出后将不锈钢网在 50℃下恒温烘干4h，
既制得水雾回收网罩(2)。
[0013] 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包括水雾回收网罩，
所述水
雾回收网罩为半球形，
水雾回收网罩倒扣布置在冷却塔内并与冷却塔内径相同；
所述水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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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网罩底部的冷却塔内壁上连接有悬臂，
所述悬臂端部固定有绝缘支撑底座；
所述冷却
塔内还布置有刀梁，
所述刀梁一端与绝缘支撑底座连接，另一端为尖端，
朝向水雾回收网
罩；
所述回收装置还接有电源，
所述电源正极与水雾回收网罩顶端连接，
电源负极连接在刀
梁与绝缘支撑底座连接的一端。
[0014] 进一步地 ，
所述刀梁采用耐腐蚀金属材料长度为0 .5-1 .50m ，刀梁尖端宽度为
0 .05-0 .20mm。
[0015] 进一步地，
所述刀梁尖端与水雾回收网罩顶端同轴，
刀梁尖端与水雾回收网罩顶
端的距离与水雾回收网罩半径相同。
[0016] 进一步地，
所述电源为特高压直流电源，
电压为20KV-100KV，
电流为 10-50mAH。
[0017] 进一步地，
所述回收装置在冷却塔内至少布置1个，
多个时沿冷却塔高度方向连续
串联布置。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通过化学氧化将吡咯单体聚合在不锈钢网表面形成聚吡
咯有机高分子导电层，
同时用三甲氧基硅烷进行表面疏水改性，
使不锈钢网具有抗腐蚀、
耐
高温、超疏水等特性，
利用高压静电场对水雾进行回收处理，
减少冷却水雾的散失，
提高冷
却水的使用效率，
降低冷却水的使用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回收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水雾回收网罩2000倍的电镜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在冷却塔内布置三个回收装置时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中：
1 .冷却塔，
2 .水雾回收网罩，
3 .电源，
4 .刀梁，
5 .绝缘支撑座，6 .悬臂。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实施例，
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以下实施例用于
解释说明本发明，
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
如图1、
图2所示，
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的制备方法，
如下：
[0025] 步骤1，
选取316L不锈钢网，
孔径的大小为0 .5mm；
[0026] 步骤2，
配置浓度为0 .5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
将步骤1中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
配置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并在80℃条件下进行水浴2h，
对不锈钢网表面进行除油处理；
[0027] 步骤3，
配置浓度为0 .5mol/L的硫酸溶液，
将步骤2中理过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
配置的硫酸溶液中，
并在85℃件下进行水浴3h，
提高不锈钢网表面Cr、
Ni元素的活性；
[0028] 步骤4，
将浓度为0 .5mol/L硫酸溶液和0 .2mol/L吡咯单体溶液混合，
配置成吡咯单
体-硫酸溶液；
[0029] 步骤5，
将浓度为0 .5mol/L的过硫酸铵溶液和1mol/L硫酸溶液混合，
配置成硫酸过硫酸铵混合溶液；
[0030] 步骤6，
将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步骤4制得的吡咯单体- 硫酸溶液
中，
浸泡时间为5min，
使不锈钢网表面附着吡咯单体；
接着取出不锈钢网放入步骤5制得的
硫酸-过硫酸铵混合溶液中，
浸泡时间为10min，
以硫酸-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
使表面附着
的吡咯单体溶液聚合成聚吡咯，
最后取出不锈钢网并在50℃下恒温烘干1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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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7，
将经过步骤6烘干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浓度为0 .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30min，
除去表面残留的吡咯单体和杂质；
[0032] 步骤8，
将经过步骤7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取200ml的质量分数 99 .5％无水乙
醇，
加入0 .3mol三甲氧基硅烷，
调节PH值为3，
并保持40℃条件下，
将经过步骤7浸泡后的不
锈钢网浸泡在上述混合溶液中，
时间保持 60min，
对不锈钢网表面进行疏水化改性，
取出后
将不锈钢网在50℃下恒温烘干4h，
即制得水雾回收网罩(2)。
[0033] 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制作的回收装置，
包括水雾回收网罩 (2) ，
所
述水雾回收网罩(2)为半球形，
有利于产生电晕场，
水雾回收网罩(2)倒扣布置在冷却塔(1)
内并与冷却塔(1)内径相同，
保证水雾回收网罩(2)与冷却塔(1)内壁相切，
方便水回收；
所
述水雾回收网罩(2) 底部的冷却塔(1)内壁上连接有悬臂(6) ，
所述悬臂(6)端部固定有绝
缘支撑底座(5) ；
所述冷却塔(1)内还布置有刀梁(4) ，
所述刀梁(4) 一端与绝缘支撑底座
(5)连接，
另一端为尖端，
朝向水雾回收网罩(2)，
对水雾回收网罩(2)进行放电产生电晕场；
所述回收装置还接有电源(3) ，
所述电源(3)正极与水雾回收网罩(2)顶端连接，
电源(3)负
极连接在刀梁(4)与绝缘支撑底座(5)连接的一端。
[0034] 如图1，
本例中在冷却塔内布置一个回收装置，
同时为了方便理解在刀梁(4)尖端
与水雾回收网罩(2)间画出了水分子的运动方向；
[0035] 所述刀梁(4)采用耐腐蚀金属材料，
本例中刀梁(4)采用不锈钢制成，
长度为0 .5m，
刀梁(4)尖端宽度为0 .05mm，
目的是更好极化产生电晕电场，
使空气电离产生更多的正、负
离子和电荷；
[0036] 所述刀梁(4)尖端与水雾回收网罩(2)顶端同轴，
刀梁(4)尖端与水雾回收网罩(2)
顶端的距离与水雾回收网罩(2)半径相同。
[0037] 本例中电源(3)采用特高压直流电源，
电压为20KV，
电流为10mAH。
[0038] 实施例2，
如图2、
图3所示，
本例与实施例1区别在于：
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
收网罩的制备方法，
如下：
[0039] 步骤1，
选取316L不锈钢网，
孔径的大小1mm；
[0040] 步骤2，
配置浓度为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
将步骤1中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配
置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并在85℃条件下进行水浴1 .5h，
对不锈钢网表面进行除油处理；
[0041] 步骤3，
配置浓度为1mol/L的硫酸溶液，
将步骤2中理过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配
置的硫酸溶液中，
并在80℃件下进行水浴2h，
提高不锈钢网表面Cr、
Ni元素的活性；
[0042] 步骤4，
将浓度为0 .4mol/L硫酸溶液和0 .4mol/L吡咯单体溶液混合，
配置成吡咯单
体-硫酸溶液；
[0043] 步骤5，
将浓度为1mol/L的过硫酸铵溶液和0 .5mol/L硫酸溶液混合，
配置成硫酸过硫酸铵混合溶液；
[0044] 步骤6，
将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步骤4制得的吡咯单体- 硫酸溶液
中，
浸泡时间为10min，
使不锈钢网表面附着吡咯单体；
接着取出不锈钢网放入步骤5制得的
硫酸-过硫酸铵混合溶液中，
浸泡时间为5min，
以硫酸-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
使表面附着的
吡咯单体溶液聚合成聚吡咯，
最后取出不锈钢网并在50℃下恒温烘干1h；
[0045] 步骤7，
将经过步骤6烘干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浓度为0 .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40min，
除去表面残留的吡咯单体和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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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8，
将经过步骤7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取200ml的质量分数99 .5％无水乙
醇，
加入0 .6mol三甲氧基硅烷，
调节PH值为4，
并保持40℃条件下，
将经过步骤7浸泡后的不
锈钢网浸泡在上述混合溶液中，
时间保持 80min，
对不锈钢网表面进行疏水化改性，
取出后
将不锈钢网在50℃下恒温烘干4h，
即制得水雾回收网罩(2)。
[0047] 如图3，
本例中在冷却塔内布置四个回收装置，
沿冷却塔(1)高度方向连续串联布
置间隔2m，
刀梁(4)长度为1 .5m，
刀梁(4)尖端宽度为0 .2mm，
电源采用100KV，
50mAH的特高压
直流电源。
[0048] 实施例3，
本例与实施例1区别在于：
一种利用静电场进行水雾回收网罩的制备方
法，
如下：
[0049] 步骤1，
选取316L不锈钢网，
孔径的大小0 .75mm；
[0050] 步骤2，
配置浓度为0 .75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
将步骤1中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
配置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并在83℃条件下进行水浴1 .75h，
对不锈钢网表面进行除油处理；
[0051] 步骤3，
配置浓度为0 .75mol/L的硫酸溶液，
将步骤2中理过的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
配置的硫酸溶液中，
并在83℃件下进行水浴2 .5h，
提高不锈钢网表面Cr、
Ni元素的活性；
[0052] 步骤4，
将浓度为0 .45mol/L硫酸溶液和0 .3mol/L吡咯单体溶液混合，
配置成吡咯
单体-硫酸溶液；
[0053] 步骤5，
将浓度为0 .75mol/L的过硫酸铵溶液和0 .75mol/L硫酸溶液混合，
配置成硫
酸-过硫酸铵混合溶液；
[0054] 步骤6，
将经过步骤3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步骤4制得的吡咯单体- 硫酸溶液
中，
浸泡时间为7min，
使不锈钢网表面附着吡咯单体；
接着取出不锈钢网放入步骤5制得的
硫酸-过硫酸铵混合溶液中，
浸泡时间为7min，
以硫酸-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
使表面附着的
吡咯单体溶液聚合成聚吡咯，
最后取出不锈钢网并在50℃下恒温烘干1h；
[0055] 步骤7，
将经过步骤6烘干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浓度为0 .1mol/L的氢氧化钠溶液中
35min，
除去表面残留的吡咯单体和杂质；
[0056] 步骤8，
将经过步骤7处理后的不锈钢网浸泡在取200ml的质量分数 99 .5％无水乙
醇，
加入0 .5mol三甲氧基硅烷，
调节PH值为3 .5，
并保持40℃条件下，
将经过步骤7浸泡后的
不锈钢网浸泡在上述混合溶液中，
时间保持 70min，
对不锈钢网表面进行疏水化改性，
取出
后将不锈钢网在50℃下恒温烘干4h，
即制得水雾回收网罩(2)。
[0057] 实施例效果评价：
[0058] 采用对比实验对实施例1-3的水雾回收效果进行评价，
对比例与实施例的区别仅
在于水雾回收网罩为未经过表面疏水改性的不锈钢网，
采用300MW 机组，
截面积为3500㎡
的冷却塔，
实验结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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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根据上表结果可知，
在经过化学氧化将吡咯单体聚合在不锈钢网表面形成聚吡咯
有机高分子导电层，
同时用三甲氧基硅烷对不锈钢网表面的聚吡咯层进行疏水性改性后的
水雾回收网罩(2)其水雾回收量是普通不锈钢网的 2 .4～2 .8倍。
[0061] 聚吡咯作为一种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的有机导电高分子，
通过化学氧化能在不锈
钢网表面形成有机高分子导电层，
易于三甲氧基硅烷进行表面疏水改性，
使不锈钢网具有
超疏水特性。
[0062] 本装置利用高压静电场进行电晕放电 ，
使空气分子被电离成正、
负离子和电子，
这
些正、负离子和电子会沿着电力线快速运动，
正离子飞向负极刀梁(4)被中和，
负离子则被
电场加速而向正极水雾回收网罩(2)飞去，
途中负电荷会与水雾碰撞使水分子带负电荷，
在
电场力的作用下，
带负电荷的水分子会向改性过的超疏水的水雾回收网罩(2)表面附着积
聚，
形成小水滴，
最终下落回收，
减少水雾的散失，
提高冷却水的使用效率和降低冷却水的
使用成本。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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