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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

器，其特征在于，调节装置与进口挡板、出口挡板

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接，通过旋转分离器外部的

手轮来控制分离器内的进口挡板、出口挡板的角

度，从而改变气流在分离器内部的走向路径，以

此调节不同参数的汽化氨水在分离器内的时间，

最大程度冷却汽化氨水中水蒸汽量，提高氨水的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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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包括分离器本体（1）、盖板（2）、调节装置（3）、进口挡板

（4）、出口挡板（5），其特征在于，  其中盖板（2）与分离器本体（1）之间采用螺栓连接，在分离

器本体（1）上设有DN  250mm的氨气进口（101）、DN  300mm的氨气出口（102）、DN  150mm的冷凝

液出口（103）,在分离器本体（1）内的氨气进口（101）端下沿15㎜处焊接有隔板（104），在隔

板（104）边缘处的分离器本体（1）内壁上焊接有轴套座（105），在轴套座（105）水平距离

300mm且分离器本体（1）内壁顶部55mm的分离器本体（1）内壁上焊接有另一轴套座（105），所

述轴套座（105）的孔眼半径为11mm，內深为18mm，在两个轴套座（105）对面的分离器本体（1）

内壁上分别开有半径为20mm的通孔（105），调节装置（3）通过螺栓或铆钉方式固定在分离器

本体（1）的通孔（105）处，调节装置（3）与进口挡板（4）、出口挡板（5）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器的长为

1000mm，宽为500mm，高为500mm，壁厚为8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板（104）的长

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进口挡板（4）的

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在距离进口挡板（4）下沿处10mm处的一侧面上设有长为

20mm，半径为10mm的短销轴（107），另一侧面上设有长为35mm，半径为10mm的长销轴（108），

其中在设有长销轴（108）一侧的进口挡板（4）下沿处留有高为25mm，宽为20mm的矩形缺口，

短销轴（107）的另一侧插入到轴套座（105）内，长销轴（108）的另一侧焊接连轴（30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出口挡板（5）的

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在距离进口挡板（4）上沿处55mm处的一侧面上设有长为

20mm，半径为10mm的短销轴（107），另一侧面上设有长为35mm，半径为10mm的长销轴（108），

其中在设有长销轴（108）一侧的出口挡板（5）距离上沿55mm处留有高为25mm，宽为20mm的矩

形缺口，短销轴（107）的另一侧插入到轴套座（105）内，长销轴（108）的另一侧焊接连轴

（30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装置（3）包

括手轮（301）、密封盖（302）、连轴（303），其中连轴（303）与手轮（301）采用螺栓连接,  连轴

（303）与进口挡板（4）、出口挡板（5）的销轴采用焊接连接,  连轴（303）设在密封盖（302）的

通孔（105）中,  密封盖（302）密封盖（302）内侧设有由聚四氟乙烯制成的密封件（306）,  密

封盖（302）外侧设有90度弧形排列的限位孔（305）,  手轮（301）的支撑上设有可活动的限位

销（30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分离器本体（1）、

隔板（104）、进口挡板（4）、出口挡板（5）、调节装置（3）均由361L不锈钢材质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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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浓氨水的提取工艺中的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可调式挡板的汽液

分离器。

背景技术

[0002] 在电厂锅炉脱硫和焦炉尾气、管式炉尾气、锅炉尾气的脱硫脱硝工艺中有多种，其

中之一就是氨法脱硫，这种氨法脱硫工艺需要用大量的浓度较高的氨水。在浓氨水的提取

工艺中，其中汽液分离器的作用是将从分缩器顶来的汽化氨水中的水蒸汽尽量多地冷凝下

来，以提高氨水的浓度。

[0003] 现有技术中的汽液分离器大多是采用原设计院的分离器。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这种分离器由于缺少阻挡机构且氨气进口与氨气出口的距离太短，使用后发现冷凝下来的

水蒸汽量偏少，造成工艺中的浓氨水的质量达不到要求。后来不少设备厂家在原有分离器

基础上进行技术改造，通过在分离器内部设置各种形状的隔板阻挡机构来延缓气流在分离

器中的时间，以此达到更好的分离目的。但是，这一类改造后的分离器，隔板阻挡机构是固

定的，在引用投产后，气流在分离器中的时间也是相对固定的，由于进入汽化氨水的含量与

流量不稳定，这也造成分离后的氨水质量波动较大，同时，也需要对分缩器出来汽化氨水具

有较高的要求，无疑增大了对整个工艺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就是为了克服以上不足，提供一种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

[0005]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包括分离器本体、盖板、调节

装置、进口挡板、出口挡板，其特征在于，  其中盖板与分离器本体之间采用螺栓连接，在分

离器本体上设有DN  250mm的氨气进口、DN  300mm的氨气出口、DN  150mm的冷凝液出口,在分

离器本体内的氨气进口端下沿15㎜处焊接有隔板，在隔板边缘处的分离器本体内壁上焊接

有轴套座，在轴套座水平距离300mm且分离器本体内壁顶部55mm的分离器本体内壁上焊接

有另一轴套座，所述轴套座的孔眼半径为11mm，內深为18mm，在两个轴套座对面的分离器本

体内壁上分别开有半径为20mm的通孔，调节装置通过螺栓或铆钉方式固定在分离器本体的

通孔处，调节装置与进口挡板、出口挡板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接。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分离器的长为1000mm，宽为500mm，高为500mm，壁厚为8mm。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隔板的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进口挡板的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在距离进口挡板下

沿处10mm处的一侧面上设有长为20mm，半径为10mm的短销轴，另一侧面上设有长为35mm，半

径为10mm的长销轴，其中在设有长销轴一侧的进口挡板下沿处留有高为25mm，宽为20mm的

矩形缺口，短销轴的另一侧插入到轴套座内，长销轴的另一侧焊接连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出口挡板的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在距离进口挡板上

沿处55mm处的一侧面上设有长为20mm，半径为10mm的短销轴，另一侧面上设有长为35mm，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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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10mm的长销轴，其中在设有长销轴一侧的出口挡板距离上沿55mm处留有高为25mm，宽

为20mm的矩形缺口，短销轴的另一侧插入到轴套座内，长销轴的另一侧焊接连轴。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调节装置包括手轮、密封盖、连轴，其中连轴与手轮采用螺栓连接, 

连轴与进口挡板、出口挡板的销轴采用焊接连接,  连轴设在密封盖的通孔中,  密封盖密封

盖内侧设有由聚四氟乙烯制成的密封件,  密封盖外侧设有90度弧形排列的限位孔,  手轮

的支撑上设有可活动的限位销。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分离器本体、隔板、进口挡板、出口挡板、调节装置均由361L不锈钢

材质制成。

[0012] 本发明专利的有益效果是通过旋转分离器外部的手轮来控制分离器内的进口挡

板、出口挡板的角度，从而改变气流在分离器内部的走向路径，以此调节不同参数的汽化氨

水在分离器内的时间，最大程度冷却汽化氨水中水蒸汽量，提高氨水的浓度。

附图说明

[001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方式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方式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图1为本发明的立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的分离器本体的左视图；

图3 为本发明的分离器本体的俯视图；

图4为本发明的分离器本体的主视图；

图5为图4中A-A剖面的立体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调节装置与进口挡板、出口挡板的连接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进口挡板的主视图；

图8为本发明的出口挡板的主视图；

图9为本发明的调节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10为本发明的调节装置的立体示意图；

图中：1为分离器本体，101为氨气进口，102为氨气出口，103为冷凝液出口，104为隔板，

105为轴套座，106为通孔，107为短销轴，108为长销轴，2为盖板，3为调节装置，301为手轮，

302为密封盖，303为连轴，304为限位销，305为限位孔，306为密封件，4为进口挡板，5为出口

挡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下”、“底面”和

“顶面”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 “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

的方向。

[0015] 如附图1至6所示，可调式挡板的汽液分离器包括分离器本体（1）、盖板（2）、调节装

置（3）、进口挡板（4）、出口挡板（5），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  其中盖板（2）与分离器本体

（1）之间采用螺栓连接，在分离器本体（1）上设有DN  250mm的氨气进口（101）、DN  300mm的氨

气出口（102）、DN  150mm的冷凝液出口（103）,在分离器本体（1）内的氨气进口（101）端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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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处焊接有隔板（104），在隔板（104）边缘处的分离器本体（1）内壁上焊接有轴套座

（105），在轴套座（105）水平距离300mm且分离器本体（1）内壁顶部55mm的分离器本体（1）内

壁上焊接有另一轴套座（105），所述轴套座（105）的孔眼半径为11mm，內深为18mm，在两个轴

套座（105）对面的分离器本体（1）内壁上分别开有半径为20mm的通孔（105），调节装置（3）通

过螺栓或铆钉方式固定在分离器本体（1）的通孔（105）处，调节装置（3）与进口挡板（4）、出

口挡板（5）之间采用焊接方式连接。

[0016] 如附图1至5所示，所述分离器的长为1000mm，宽为500mm，高为500mm，壁厚为8mm。

[0017] 如附图5所示，所述隔板（104）的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

[0018] 如附图7所示，所述进口挡板（4）的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在距离进口

挡板（4）下沿处10mm处的一侧面上设有长为20mm，半径为10mm的短销轴（107），另一侧面上

设有长为35mm，半径为10mm的长销轴（108），其中在设有长销轴（108）一侧的进口挡板（4）下

沿处留有高为25mm，宽为20mm的矩形缺口，短销轴（107）的另一侧插入到轴套座（105）内，长

销轴（108）的另一侧焊接连轴（303）。

[0019] 如附图8所示，所述出口挡板（5）的长为480mm，宽为300mm，厚为10mm，在距离进口

挡板（4）上沿处55mm处的一侧面上设有长为20mm，半径为10mm的短销轴（107），另一侧面上

设有长为35mm，半径为10mm的长销轴（108），其中在设有长销轴（108）一侧的出口挡板（5）距

离上沿55mm处留有高为25mm，宽为20mm的矩形缺口，短销轴（107）的另一侧插入到轴套座

（105）内，长销轴（108）的另一侧焊接连轴（303）。

[0020] 如附图9、10所示，所述调节装置（3）包括手轮（301）、密封盖（302）、连轴（303），其

中连轴（303）与手轮（301）采用螺栓连接,  连轴（303）与进口挡板（4）、出口挡板（5）的销轴

采用焊接连接,  连轴（303）设在密封盖（302）的通孔（105）中,  密封盖（302）密封盖（302）内

侧设有由聚四氟乙烯制成的密封件（306）,  密封盖（302）外侧设有90度弧形排列的限位孔

（305）,  手轮（301）的支撑上设有可活动的限位销（304）。

[0021] 如附图1至10所示，所述分离器本体（1）、隔板（104）、进口挡板（4）、出口挡板（5）、

调节装置（3）均由361L不锈钢材质制成。

[0022] 其工作原理是，我们通过旋转分离器外部的手轮（301）来控制分离器内部的进口

挡板（4）、出口挡板（5）的角度，从而改变气流在分离器内部的走向路径，以此调节不同参数

的汽化氨水在分离器内的时间，最大程度冷却汽化氨水中水蒸汽量，提高氨水的浓度。

[0023] 以上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

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修改，或者其他作出实质等同替换，但只要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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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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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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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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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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