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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

的脱硫脱硝塔及其控制方法，属于脱硫脱硝技术

领域，包括下塔、中塔、上塔、进烟口、排烟口、引

流口、排流口和排尘口，所述中塔的下端侧壁上

开设有进烟口，所述中塔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

塔和下塔相互连接，所述上塔的顶端开设有排烟

口，且上塔的上端侧壁上开设有引流口，下端侧

壁上开设有排流口，排流口上安装有压力阀，感

受到一定水压后自动开启，用于排水，水压低时

自动关闭，所述下塔的侧壁上开设有排尘口。采

用湿法脱硫脱硝，避免再次除尘，且能够有效节

约脱硫脱硝剂的使用量，且能够提高除尘效果，

高度除尘后有利于高效的除硫和除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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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塔(1)、中塔(2)、上

塔(3)、进烟口(4)、排烟口(5)、引流口(6)、排流口(7)和排尘口(8)，所述中塔(2)的下端侧

壁上开设有进烟口(4)，所述中塔(2)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塔(3)和下塔(1)相互连接，所

述上塔(3)的顶端开设有排烟口(5)，且上塔(3)的上端侧壁上开设有引流口(6)，下端侧壁

上开设有排流口(7)，排流口(7)上安装有压力阀，感受到一定水压后自动开启，用于排水，

水压低时自动关闭，所述下塔(1)的侧壁上开设有排尘口(8)。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塔(2)包括粉尘浓度检测仪(21)、回流管(22)、第一电磁阀(23)和静电除尘装置(24)，中塔

(2)的中部安装有静电除尘装置(24)，静电除尘装置(24)的上方安装有粉尘浓度检测仪

(21)，且中塔(2)的两端通过回流管(22)相互连通，回流管(22)上安装有第一电磁阀(23)。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其特征在于，所述引

流口(6)通过管道串联连接有第二电磁阀(61)和水泵(62)。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其特征在于，所述上

塔(3)包括喷洒装置(31)、均化器(32)、第一排流板(33)、第二排流板(34)和阻流装置(35)，

引流口(6)与喷洒装置(31)相互连通，且喷洒装置(31)安装于上塔(3)的上端，上塔(3)的下

端从上至下一次安装有均化器(32)、第一排流板(33)、第二排流板(34)和阻流装置(35)，其

中，均化器(32)为多层孔板，第一排流板(33)的两侧向下倾斜，第二排流板(34)的中部开设

有倾斜的流道(341)，流道(341)和第一排流板(33)的两侧均与排流口(7)相互连接，且第一

排流板(33)中部和第二排流板(34)的两侧均开设有通孔。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其特征在于，所述阻

流装置(35)包括上层扇叶板(351)、下层扇叶板(352)、旋转电机(353)和电机控制器(354)，

旋转电机(353)的电机轴固定连接有上层扇叶板(351)，且旋转连接有下层扇叶板(352)，下

层扇叶板(352)固定于上塔(3)的内壁上，旋转电机(353)上安装有电机控制器(354)。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控制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01：烟气从进烟口(4)进入脱硫脱硝塔，并向上流动，经过静电除尘装置(24)除尘，灰

尘从排尘口(8)排出；

S102：粉尘浓度检测仪(21)检测除尘后的烟气中粉尘浓度，并通过信号发射器同时向

电机控制器(354)和第一电磁阀(23)发送信号；

S103：电机控制器(354)未接受到启动信号时，电机控制器(354)上的信号发射器以2-

10s的间隔向水泵(62)发送信号，水泵(62)上的信号接收器接收信号后启动，向喷洒装置

(31)输送脱硫脱硝剂；

S104：脱硫脱硝剂从喷洒装置(31)喷出，对上塔(3)内部空腔中的烟气脱硫脱硝，净化

后的烟气从排烟口(5)排出。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S102中粉尘浓度检测仪(21)上安装有信号接收器，信号接收器通过无线信号连接有

PLC控制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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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其脱硫脱硝技术领域，特别涉及其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

脱硝塔及其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脱硫脱硝之前先进行除尘，排出烟气中的粉尘，便于脱硝脱硝高效快速的

进行，其中除尘一般采用布袋除尘器或静电除尘器进行除尘，布袋除尘器容易发生堵塞且

需要定期清理，静电除尘器不会发生堵塞，但除尘精度难以控制，若直接使用静电除尘器会

发生除尘效果差，流向脱硫脱硝反应釜中的烟气中存在粉尘颗粒，严重影响脱硫脱硝的进

程，且会造成SCR催化剂堵塞；其次，除尘后的烟气通过干法脱硝脱硝，干法脱硫脱硝均采用

粉末状的脱硫剂和脱硝剂，会形成新的粉尘，该粉尘夹杂在烟气中，需要对烟气再次除尘，

浪费资源。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及其控制方法，

采用湿法脱硫脱硝，避免再次除尘，且能够有效节约脱硫脱硝剂的使用量，且能够提高除尘

效果，高度除尘后有利于高效的除硫和除硝，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

脱硝塔，包括下塔、中塔、上塔、进烟口、排烟口、引流口、排流口和排尘口，所述中塔的下端

侧壁上开设有进烟口，所述中塔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塔和下塔相互连接，所述上塔的顶

端开设有排烟口，且上塔的上端侧壁上开设有引流口，下端侧壁上开设有排流口，排流口上

安装有压力阀，感受到一定水压后自动开启，用于排水，水压低时自动关闭，所述下塔的侧

壁上开设有排尘口。

[0005] 进一步地，所述中塔包括粉尘浓度检测仪、回流管、第一电磁阀和静电除尘装置，

中塔的中部安装有静电除尘装置，静电除尘装置的上方安装有粉尘浓度检测仪，且中塔的

两端通过回流管相互连通，回流管上安装有第一电磁阀。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引流口通过管道串联连接有第二电磁阀和水泵。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上塔包括喷洒装置、均化器、第一排流板、第二排流板和阻流装置，

引流口与喷洒装置相互连通，且喷洒装置安装于上塔的上端，上塔的下端从上至下一次安

装有均化器、第一排流板、第二排流板和阻流装置，其中，均化器为多层孔板，第一排流板的

两侧向下倾斜，第二排流板的中部开设有倾斜的流道，流道和第一排流板的两侧均与排流

口相互连接，且第一排流板中部和第二排流板的两侧均开设有通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阻流装置包括上层扇叶板、下层扇叶板、旋转电机和电机控制器，

旋转电机的电机轴固定连接有上层扇叶板，且旋转连接有下层扇叶板，下层扇叶板固定于

上塔的内壁上，旋转电机上安装有电机控制器。

[0009]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提供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的控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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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S101：烟气从进烟口进入脱硫脱硝塔，并向上流动，经过静电除尘装置除尘，灰尘

从排尘口排出；

[0011] S102：粉尘浓度检测仪检测除尘后的烟气中粉尘浓度，并通过信号发射器同时向

电机控制器和第一电磁阀发送信号；

[0012] S103：电机控制器未接受到启动信号时，电机控制器上的信号发射器以2-10s的间

隔向水泵发送信号，水泵上的信号接收器接收信号后启动，向喷洒装置输送脱硫脱硝剂；

[0013] S104：脱硫脱硝剂从喷洒装置喷出，对上塔内部空腔中的烟气脱硫脱硝，净化后的

烟气从排烟口排出。

[0014] 进一步地，S102中粉尘浓度检测仪上安装有信号接收器，信号接收器通过无线信

号连接有PLC控制器。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出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

制的脱硫脱硝塔及其控制方法，PLC控制器上安装有信号发射器和信号接收器，PLC控制器

的信号接收器接收来自服务器的启动指令后将该指令通过信号发射器发出至粉尘浓度检

测仪，粉尘浓度检测仪接收信息后启动，进行检测工作，并将检测的信息通过处理器处理后

发送给电机控制器和第一电磁阀，电机控制器接收到启动指令信息后启动，并通过信号发

射器向水泵发送停止工作的指令信息，采用湿法脱硫脱硝，避免再次除尘，且能够有效节约

脱硫脱硝剂的使用量，且能够提高除尘效果，高度除尘后有利于高效的除硫和除硝。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整体结构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中塔结构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上塔结构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上层扇叶板和下层扇

叶板结构图；

[0020] 图5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阻流装置结构图；

[0021] 图6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PLC控制器连接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的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0023] 图中：1、下塔；2、中塔；21、粉尘浓度检测仪；22、回流管；23、第一电磁阀；24、静电

除尘装置；3、上塔；31、喷洒装置；32、均化器；33、第一排流板；34、第二排流板；341、流道；

35、阻流装置；351、上层扇叶板；352、下层扇叶板；353、旋转电机；354、电机控制器；4、进烟

口；5、排烟口；6、引流口；61、第二电磁阀；62、水泵；7、排流口；8、排尘口；9、PLC控制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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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参阅图1-2，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包括下塔1、中塔2、上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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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烟口4、排烟口5、引流口6、排流口7和排尘口8，中塔2的下端侧壁上开设有进烟口4，中塔2

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上塔3和下塔1相互连接，上塔3的顶端开设有排烟口5，且上塔3的上端

侧壁上开设有引流口6，引流口6通过管道串联连接有第二电磁阀61和水泵62，下端侧壁上

开设有排流口7，排流口7上安装有压力阀，感受到一定水压后自动开启，用于排水，水压低

时自动关闭，下塔1的侧壁上开设有排尘口8；液态的脱硫脱硝剂从引流口6进入上塔3，从排

流口7排出上塔3，烟气从进烟口4进入脱硫脱硝塔，经过中塔2后从排烟口5排出；中塔2包括

粉尘浓度检测仪21、回流管22、第一电磁阀23和静电除尘装置24，中塔2的中部安装有静电

除尘装置24，静电除尘装置24的上方安装有粉尘浓度检测仪21，且中塔2的两端通过回流管

22相互连通，回流管22上安装有第一电磁阀23。

[0026] 参阅图3-5，上塔3包括喷洒装置31、均化器32、第一排流板33、第二排流板34和阻

流装置35，引流口6与喷洒装置31相互连通，且喷洒装置31安装于上塔3的上端，上塔3的下

端从上至下一次安装有均化器32、第一排流板33、第二排流板34和阻流装置35，其中，均化

器32为多层孔板，第一排流板33的两侧向下倾斜，第二排流板34的中部开设有倾斜的流道

341，流道341和第一排流板33的两侧均与排流口7相互连接，且第一排流板33中部和第二排

流板34的两侧均开设有通孔；阻流装置35包括上层扇叶板351、下层扇叶板352、旋转电机

353和电机控制器354，旋转电机353的电机轴固定连接有上层扇叶板351，且旋转连接有下

层扇叶板352，下层扇叶板352固定于上塔3的内壁上，旋转电机353上安装有电机控制器

354。

[0027] 参阅图6-7，为了更好的展现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控制流

程，本实施例现提出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的控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步骤101：烟气从进烟口4进入脱硫脱硝塔，并向上流动，经过静电除尘装置24除

尘，灰尘从排尘口8排出；

[0029] 步骤102：粉尘浓度检测仪21检测除尘后的烟气中粉尘浓度，并通过信号发射器同

时向电机控制器354和第一电磁阀23发送信号；粉尘浓度检测仪21上安装有信号接收器，信

号接收器通过无线信号连接有PLC控制器9，PLC控制器9上安装有信号发射器和信号接收

器，PLC控制器9的信号接收器接收来自服务器的启动指令后将该指令通过信号发射器发出

至粉尘浓度检测仪21，粉尘浓度检测仪21接收信息后启动，进行检测工作，并将检测的信息

通过处理器处理后发送给电机控制器354和第一电磁阀23，电机控制器354接收到启动指令

信息后启动，并通过信号发射器向水泵62发送停止工作的指令信息，能够有效节约脱硫脱

硝剂的使用量，且能够提高除尘效果，高度除尘后有利于高效的除硫和除硝；

[0030] 步骤103：电机控制器354未接受到启动信号时，电机控制器354上的信号发射器以

2-10s的间隔向水泵62发送信号，水泵62上的信号接收器接收信号后启动，向喷洒装置31输

送脱硫脱硝剂；若粉尘浓度高于0.1mg/m3浓度，电机控制器354接收信号后控制旋转电机

353旋转45度，上层扇叶板351和下层扇叶板352相互咬合构成封闭圆形板，对粉尘浓度高的

烟气阻流，第一电磁阀23开启，烟气从回流管22中回流至静电除尘装置24的下端，再次经过

静电除尘装置24进行除尘工作；若粉尘浓度不高于0.1mg/m3浓度，电机控制器354接收信号

后不旋转，上层扇叶板351和下层扇叶板352相互重叠，烟气从相邻扇叶的间隙之间流动，第

一电磁阀23接收信号后不开启，回流管22处于封闭状态；

[0031] 步骤104：脱硫脱硝剂从喷洒装置31喷出，对上塔3内部空腔中的烟气脱硫脱硝，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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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的烟气从排烟口5排出；喷出的脱硫脱硝剂呈雾状，脱硫脱硝剂净化烟气后通过多层孔

板向第一排流板33流动，落在第一排流板33上的液体沿倾斜的板面流动，落在第一排流板

33中部的液体透过通孔向第二排流板34的流道341流动，最后从排流口7排出。

[0032] 工作原理：烟气从进烟口4进入脱硫脱硝塔，并向上流动，经过静电除尘装置24除

尘后，粉尘浓度检测仪21检测除尘后的烟气中粉尘浓度，若粉尘浓度高于0.1mg/m3浓度，电

机控制器354控制旋转电机353旋转45度，上层扇叶板351和下层扇叶板352对粉尘浓度高的

烟气阻流，第一电磁阀23开启，烟气从回流管22中回流至静电除尘装置24的下端，再次经过

静电除尘装置24进行除尘工作；若粉尘浓度不高于0.1mg/m3浓度，烟气向上流动至上塔3

中，水泵62驱动喷洒装置31想上塔3空腔内喷出脱硫脱硝剂，烟气经过脱硫脱硝剂净化后从

排烟口5排出。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出的集湿电除尘于一体联动控制的脱硫脱硝塔及其控制方

法，PLC控制器9上安装有信号发射器和信号接收器，PLC控制器9的信号接收器接收来自服

务器的启动指令后将该指令通过信号发射器发出至粉尘浓度检测仪21，粉尘浓度检测仪21

接收信息后启动，进行检测工作，并将检测的信息通过处理器处理后发送给电机控制器354

和第一电磁阀23，电机控制器354接收到启动指令信息后启动，并通过信号发射器向水泵62

发送停止工作的指令信息，采用湿法脱硫脱硝，避免再次除尘，且能够有效节约脱硫脱硝剂

的使用量，且能够提高除尘效果，高度除尘后有利于高效的除硫和除硝。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495151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111495151 A

7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6 页

8

CN 111495151 A

8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6 页

9

CN 111495151 A

9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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