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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

包括：本体，所述本体为V型板状结构，所述本体

设在烟道或反应器内对流经的烟气脱硝除尘；灰

斗，所述灰斗设在所述烟道或反应器外且位于所

述本体的下方以收集所述本体脱除的粉尘。根据

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通过

将V型的板状本体设在烟道或者反应器内以脱除

烟道或反应器内的粉尘，并协同脱除氮氧化物，

在本体的下方设有收集粉尘的灰斗，该高温脱硝

除尘一体化设备压损小，对烟气流动影响小，能

够在高温下有效脱除飞灰和烟气中的氮氧化物,

从而可以有效降低SCR系统中飞灰对催化剂的磨

损和后续设备的堵塞，提高SCR脱硝系统的总体

脱硝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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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包括：

本体，所述本体为V型的板状结构，所述本体设在烟道或反应器内以对流经的烟气脱硝

除尘；

灰斗，所述灰斗设在所述烟道或反应器外且位于所述本体的下方以收集所述本体脱除

的粉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由多个本体

单元并排组成，所述本体单元包括：

折弯件，所述折弯件包括两个相连的密封矩形板，所述折弯件的横截面大致形成V字

形；

复合件，所述复合件大致形成为矩形板，所述复合件设在所述折弯件两端的延长方向

上，所述复合件用于对所述烟气进行脱硝除尘。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折弯件为玻璃钢

材料件、碳钢材料件或不锈钢材料件。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件为多孔结

构，且所述折弯件的压损系数大于所述复合件的压损系数。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件包括：

第一层片，所述第一层片为多孔通道结构的用于进行脱硝反应的催化剂；

第二层片，所述第二层片为多孔结构的陶瓷材料件，所述第二层片贴设在所述第一层

片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层片由

Vi2O5-TiO2/WO3催化剂材料形成。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层片由刚

玉、莫来石、堇青石、硅酸铝纤维、碳化硅中的一种或多种混合制作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还包括：

反吹扫系统，所述反吹扫系统设在所述烟道或反应器内的朝向所述第一层片一侧。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折弯件的两

个矩形板之间的夹角为15°以上且小于180°。

10.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在所述烟

道的烟气流动方向上形成为一层或多层。

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每层所述本体的数

目根据烟道或反应器大小而设定，一般包括四个或以上相互连接且并列分布的所述本体单

元。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其特征在于，所述灰斗形成为锥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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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烟气净化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家针对燃煤超低排放政策的提出，现有技术的脱硫和除尘技术已很难满足

超低排放要求下的严格排放指标。

[0003] 现有技术的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烟气脱硝系统中，主要基于惯性和重力沉积

进行高温除尘，但此类高温除尘装置，没有同时脱硝作用，增大烟道阻力，影响烟气流动的

稳定性，增加脱硝系统运行的成本，实际使用过程中由于过高的烟气流速，除尘效果有限。

因此，目前急需开发一种结构简单、压损小、除尘效率高，能够同时脱硝的高温除尘脱硝一

体化装备。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包括：

[0007] 本体，所述本体为V型的板状结构，所述本体设在烟道或反应器内以对流经的烟气

脱硝除尘；

[0008] 灰斗，所述灰斗设在所述烟道或反应器外且位于所述本体的下方以收集所述本体

脱除的粉尘。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本体由多个本体单元并排组成，所述本体单元包括：

[0010] 折弯件，所述折弯件包括两个相连的密封矩形板，所述折弯件的横截面大致形成V

字形；

[0011] 复合件，所述复合件大致形成为多孔结构的矩形板，所述复合件设在所述折弯件

两端的延长方向上，所述复合件用于对所述烟气进行脱硝除尘。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折弯件为玻璃钢材料件、碳钢材料件或不锈钢材料件。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复合件为多孔结构，且所述折弯件的压损系数大于所述复合件的

压损系数。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复合件包括：

[0015] 第一层片，所述第一层片为多孔通道结构的用于进行脱硝反应的催化剂；

[0016] 第二层片，所述第二层片为多孔结构的陶瓷材料件，所述第二层片贴设在所述第

一层片上。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层片由Vi2O5-TiO2/WO3催化剂材料形成。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层片由刚玉、莫来石、堇青石、硅酸铝纤维、碳化硅中的一种或

多种混合制作而成。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还包括：反吹扫系统，所述反吹扫系统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9954323 A

3



设在所述烟道或反应器内的朝向所述第一层片一侧。

[0020] 进一步地，每个所述折弯件的两个矩形板之间的夹角为15°以上且小于180°。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本体在所述烟道的烟气流动方向上形成为一层或多层。

[0022] 进一步地，每层所述本体的数目根据烟道或反应器大小而设定，一般包括四个或

以上相互连接且并列分布的所述本体单元。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灰斗形成为锥形。

[002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5] 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通过将V型板状本体设在烟道或

者反应器内以脱除烟道或反应器内的粉尘，并在本体的下方设有收集粉尘的灰斗，通过对

现有装置的优化和改进，降低运行成本，该高温脱销除尘一体化设备压损小，对烟气流动影

响小，能够在高温下有效脱除飞灰和烟气中的氮氧化物,从而可以降低SCR系统中飞灰对催

化剂和后续设备的磨损和堵塞，提高SCR脱硝系统的总体脱硝除尘效率。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中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中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的本体结构示意图。

[0028] 附图标记：

[0029] 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

[0030] 本体10；本体单元11；折弯件12；复合件13；第一层片14；第二层片15；

[0031] 灰斗20。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

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

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所描述的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具体描述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

[0034] 如图1所示，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包括本体10和灰斗

20。

[0035] 具体而言，本体10为V型的板状结构，本体10设在烟道或反应器内以对流经的烟气

脱硝除尘，灰斗20设在烟道或反应器外且位于本体10的下方以收集本体10脱除的粉尘。

[0036] 换言之，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主要由本体10和灰斗20组成，其中，本体10

为V型的板状，本体10设在烟气流经的通道中，也就是说本体10可以布置在烟道或者反应器

内，通道内烟气断面流速<15m/s，本体10下方且位于烟道或反应器的外侧设有灰斗20，灰斗

20用于收集本体10脱除下来的粉尘。

[0037] 由此，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通过将V型的板状本体

10设在烟道或者反应器内以脱除烟道或反应器内的粉尘，并在本体10的下方设有收集粉尘

的灰斗20，通过对现有装置的优化和改进，降低运行成本，该高温脱销除尘一体化设备100

压损小，对烟气流动影响小，能够在高温下有效脱除飞灰，提高SCR系统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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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如图2所示，本体10由多个本体单元11并排组成，本体

单元11包括折弯件12和复合件13，折弯件12包括两个相连的密封矩形板，折弯件12的横截

面大致形成V字形，结构简单，复合件13大致形成为多孔矩形板，复合件13设在折弯件12两

端的延长方向上，复合件13用于对烟气进行脱硝除尘，所设本体单元11的个数与烟道或反

应器的宽度有关。

[0039]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折弯件12为玻璃钢材料件、碳钢材料件或不锈钢材

料件，折弯件可以为这些材料制成的平板层。

[0040] 优选地，复合件13为多孔结构，且折弯件12的压损系数大于复合件13的压损系数。

[0041] 根据本发明的一些具体实施例，如图2所示，复合件13包括第一层片14和第二层片

15，第一层片14为多孔通道结构的用于进行脱硝反应的催化剂，第二层片15为多孔结构的

陶瓷材料件，第二层片15贴设在第一层片14上。

[0042] 可选地，第二层片15由刚玉、莫来石、堇青石、硅酸铝纤维、碳化硅中的一种或多种

混合制作而成。

[004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第一层片14由Vi2O5-TiO2/WO3材料形成，对烟气中氮氧

化物进行脱硝反应实现脱硝功能，第二层片15的多孔陶瓷结构用于脱除烟气中飞灰，从而

实现了对高温烟气同时脱硝除尘的目的，降低对SCR系统中催化剂和后续设备的堵塞和磨

损，同时提高SCR系统整体的脱硝效率。

[0044] 进一步地，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还包括反吹扫系统，反吹扫系统设在烟道

或反应器内且朝向第一层片14一侧，反吹扫系统可以为蒸汽或声波吹扫系统，反吹扫系统

根据烟道或者反应器内的灰分含量及其结构进行确定。

[0045]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每个折弯件12的两个矩形板之间的夹角大于15°且小

于180°。

[0046] 可选地，根据工艺需求，可在烟道的烟气流动方向上布置一层或多层本体10。

[004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每层本体10中一般包括四个相互连接且并列分布的本

体单元11，具体数目根据烟道或反应器宽度确定。

[0048] 根据本发明的又一个实施例，灰斗20形成为锥形。

[0049] 总而言之，根据本发明实施例的高温脱硝除尘一体化装备100，通过将V型的板状

本体10设在烟道或者反应器内以脱除烟道或反应器内的粉尘，并在本体10的下方设有收集

粉尘的灰斗20，通过对现有装置的优化和改进，降低运行成本，该高温脱销除尘一体化设备

100压损小，对烟气流动影响小，能够在高温下有效脱除飞灰和烟气中的氮氧化物,从而可

以降低SCR系统中飞灰对催化剂和后续设备的磨损和堵塞,提高SCR脱硝系统的总体脱硝效

率。

[0050] 以上所述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所述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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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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