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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

区的集液器

(57)摘要

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

区的集液器于，每个集液器单元为圆帽或矩形帽

状，包括底板、直侧板、顶板、气流出口、除雾沫

区、进气口、上集液区、下集液区、斜侧板；所述的

底板为开孔的平板，气体从开孔进入，开孔根据

集液器下部的形式为圆形或矩形形式；所述的侧

板的下部为无孔板，与底板共同形成下集液区；

所述的除雾沫区置于集液器侧板下部的内部，所

述的直侧板的上方位置设置斜侧板，斜侧板上设

有若干排气孔；所述的顶板盖住侧板，为无孔板；

圆帽或矩形帽状液器单元对应的顶板是圆形或

矩形形式；本实用新型集液器设置除雾沫结构、

防溶液飞溅串流结构，可以实现低阻力、有效分

区的目的，适用于化工、环保等领域的气液接触

塔配件。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2327886 U

2021.01.12

CN
 2
12
32
78
86
 U



1.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于，每个集液器单

元为圆帽或矩形帽状，包括底板、直侧板、顶板、气流出口、除雾沫区、进气口、上集液区、下

集液区、斜侧板；

所述的底板为开孔的平板，气体从开孔进入，开孔根据集液器下部的形式为圆形或矩

形形式；所述的侧板的下部为无孔板，与底板共同形成下集液区；

所述的除雾沫区置于集液器侧板下部的内部，所述的直侧板的上方位置设置斜侧板，

斜侧板上设有若干排气孔，排气孔开孔为圆孔、椭圆孔、矩形孔、T型孔形式或这些形式的组

合；所述的顶板盖住侧板，为无孔板；顶板为平顶或坡顶；圆帽或矩形帽状液器单元对应的

顶板是圆形或矩形形式；

底板上方集液器侧板外侧形成的通道为下集液区；塔区间的分隔平板上排列布置一定

量的集液器单元。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液器的斜侧板的开孔率为20%~85%；圆孔孔直径为1mm~20mm；长孔宽度为1mm~
20mm；斜侧板与垂直面的斜角0°~60°。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液器的斜侧板的开孔率为30%~60%；圆孔孔直径为2mm~9mm；长孔宽度为2mm~9mm；

斜侧板与垂直面的斜角5°~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集液器的除雾沫区内的除雾沫器采用折流板、管式、丝网、填料、孔板形式除雾沫器

或这些形式除雾沫器的组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坡顶与水平面的角度为0°~60°；平顶的顶侧板和坡顶的顶板边缘超出侧板的尺

寸大于2mm。

6.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坡顶与水平面的角度为5°~30°；平顶的顶侧板和坡顶的顶板边缘超出侧板的尺寸大

5mm~8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集液器为按塔每个截面布置一定量的集液器单元组合成一套集液器，塔的一个

截面所有的集液器所有底板合计的总开孔率为20%~85%。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其特征在

于，所有集液器所有底板合计的总开孔率为30%~60%。

9.根据权利要求1-8之任一所述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

其特征在于，直侧板上方为倾斜的斜侧板；底板为开孔的平板，平板即是塔区间的分隔平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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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化工、环境保护等技术领域，属于烟气吸收、净化装置塔内件结

构，涉及在烟气吸收、净化装置塔内为分区分段需要而设置的收集上部吸收液避免吸收液

之间串流并允许气体从上而上通过的集液器。

背景技术

[0002] 集液器也称集液升气帽、集液塔盘等。主要用于在烟气吸收、净化装置塔内为分

区、分段需要而设置的收集上部吸收液避免吸收液之间串流并允许气体从上而上通过的装

置。如湿法烟气脱硫主要是利用吸收剂为液体浆液进行脱硫的过程，随着脱硫标准提高，脱

硫需要分区多循环工艺，如氨法脱硫分为浓缩区、吸收区、水洗区和除雾除沫区，钙法脱硫

分为高pH区、低pH区等等。塔内各区之间需分别设置集液器，防止塔体喷淋浆液与各层清洗

液体的混合，形成有效的气液分流过程，液体收集回流循环使用，烟气通过集液器在塔体内

正常流通。

[0003] “一种脱硫塔用升气帽、CN201920191020 .X”、“一种氨法脱硫塔用升气帽、 

CN201520166669.8”等中国专利提供了一些脱硫塔使用的集液器升气帽形式与结构。

[0004] 然而，目前现有的这些集液器仍存在烟气阻力大、漏液、带液等问题，造成运行费

用高、塔分区困难、溶液不平衡、工艺不稳定等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体运行效果，迫切需要在

低阻力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提升装置的可靠性和经济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

器，以用经济、高效的方法解决集液器烟气阻力大、漏液、带液等问题，从而提高塔装置的整

体可靠性、稳定性。

[0006]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

器，每个集液器单元为圆帽或矩形帽状，包括底板、直侧板、顶板、气流出口、除雾沫区、进气

口、上集液区、下集液区、侧板排气孔；

[0007] 所述的底板为开孔的平板，气体从开孔进入，开孔根据集液器下部的形式圆形或

矩形形式；所述的侧板的下部为无孔板，与底板共同形成下集液区；可以是圆形、矩形等形

式；

[0008] 所述的除雾沫区置于集液器侧板下部的内部，用于除去集液器下部来气体中的带

液，阻止下部溶液对上部溶液的影响。

[0009] 所述的斜侧板的上设置若干排气孔，排气孔开孔为圆孔、椭圆孔、矩形孔、  T型孔

等形式或这些形式的组合，气体通过排气孔从集液器中排出；集液器外侧飞溅来的溶液被

此上方斜侧板捕集沿外侧流入集液区，阻止了外侧飞溅来的溶液进入集液器内造成对集液

器下部工艺溶液的影响。

[0010] 所述的顶板盖住侧板，为不开孔板，用于防止下落的溶液直接进入集液器内；顶板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2327886 U

3



为平顶或坡顶；圆帽或矩形帽状对应的顶板是圆形或矩形等形式；选用平顶顶板时，顶板、

上方侧板上形成上集液区，从侧板上部流出到下集液区；选用坡顶时，溶液直接顶板落入下

集液区。

[0011] 底板上方集液器侧板外侧形成的通道为下集液区，喷淋液收集于此通过排液口排

出。

[0012] 上方侧板可以为倾斜的斜侧板(非完全垂直于底板，而是向外倾斜)；顶侧板、端头

侧板为不开孔的平板，底板为开孔的平板，底板即是塔区间的分隔板。

[0013] 按塔截面按塔每个截面(塔区间的分割平面)上布置一定量的集液器单元组合成

所述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

[0014] 所述集液器的斜侧板的开孔率为20％～85％，优选30％～60％；圆孔孔直径为 

1mm～20mm，优选2mm～9mm；长孔宽度为1mm～20mm，优选2mm～9mm。斜侧板与垂直面的斜角

0°～60°，优选5°～30°。

[0015] 所述集液器的除雾沫区的除雾沫器采用折流板、管式、丝网、填料、孔板等形式或

这些形式除雾沫器的组合，优选2通道折流板。塔下层设置有除雾沫器等雾沫夹带量少或对

除雾沫要求不高时集液器可不设除雾沫区。

[0016] 所述的坡顶与水平面的角度为0°～60°，优选5°～30°；平顶的顶侧板和坡顶的顶

板边缘超出侧板大于2mm，优选5mm～8mm。

[0017] 所述的按塔每个截面布置一定量的集液器单元组合成一套集液器，整套(所有)集

液器所有底板合计的总开孔率为20％～85％，优选30％～60％。

[0018] 所述集液器，为避免漏液和减少阻力，下侧板的高度高于下集液区液位5mm 以上，

优选15mm。

[0019] 本实用新型的重点是消除下层烟气带液即消除烟气雾沫、防上层吸收液漏液、提

供结构优化的整体结构，保持烟气吸收、净化装置塔内优良的烟气动力学特性。

[0020] 有益效果：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具体

表现在如下：

[0021] 1)集液器设置了除雾沫区，解决了烟气带液的问题。

[0022] 2)集液器设置了防上层溶液飞溅的结构，解决了溶液向下串流的问题。

[0023] 3)集液器结构简单、功能齐全、流道顺畅，可以在低阻力下提供高效的集液、分区

效果。运行阻力不设除雾区一般为250Pa以下，设除雾区一般小于350Pa。

[0024] 4)集液器结构强度大，可靠性更高，结构安全也有较好的保障。

附图说明：

[0025] 图1A和图1B两图分别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

的集液器的单元的正面示意图，分别为平顶(图1A)和坡顶(图1B)两形式。

[0026] 图2A和图2B两图分别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

的集液器的单元的侧面示意图，分别为平顶(图2A)和坡顶(图2B)两形式及斜侧板圆孔和长

孔两形式。

[0027] 图3A和图3B两图分别为本实用新型一种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

的集液器的整体示意图，分别为平顶(图3A)和坡顶(图3B)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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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图中，1-底板、2-下侧板、3-斜侧板、4-顶板、5-顶侧板、6-气流出口、7- 除雾沫区、

8-进气口、9-上集液区、10-下集液区、11-斜侧板排气孔、12-端头侧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为本实用新型实施方法的说明，凡是采用本实用新型的相似处理流程及其相

似变化，均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30] 如图1A、图1B、图2A、图2B、图3A、图3B所示，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

区的集液器主要有1-底板、2-下侧板、3-斜侧板、4-顶板、5-顶侧板、  6-气流出口、7-除雾沫

区、8-进气口、9-上集液区、10-下集液区、11-斜侧板排气孔、12-端头侧板等组成部分。

[0031] 1)本实用新型的减少带液并防飞溅的气液接触塔内分区的集液器，集液器单元主

要包括底板1、下侧板2、斜侧板3、顶板4、顶侧板5、气流出口6、除雾沫区7、进气口8、上集液

区9、下集液区10、斜侧板排气孔11、端头侧板12  等组成部分。按塔截面布置一定量的集液

器单元组合成一套集液器。

[0032] 所述的底板1为开孔板，为集液器支撑，气体从开孔通过，底板上集液器形成的通

道为下集液区10，喷淋液收集于此通过排液口排出。开孔根据集液器下部的形式，可以是圆

形、长方形等形式。所述的下侧板2为无孔板，与底板共同形成下集液区10，可以是圆形、长

方形等形式。

[0033] 所述的斜侧板3(上部侧板)设置排气孔11(上部设置若干排气孔可以是均匀分布

在四周或分布在两侧)，开孔为圆孔、椭圆孔、长条形孔、T型孔等形式或这些形式的组合，气

体通过此开孔中从集液器中排出，集液器外侧飞溅来的溶液被此斜侧板捕集沿外侧流入集

液区，阻止了外侧飞溅来的溶液进入集液器内造成对集液器下部工艺溶液的影响。

[0034] 所述的顶板4、顶侧板5为不开孔板，用于防止下落的溶液直接进入集液器内。可以

为平顶或坡顶，可以是圆形、长方形等形式。选用平顶时，顶板4、顶侧板5上形成上集液区9，

从端头侧板上部流出到下集液区10。选用坡顶时，溶液直接顶板4落入下集液区10。

[0035] 所述的除雾沫区7置于集液器下侧板2内，用于除去集液器下部来气体中的带液，

阻止下部溶液对上部溶液的影响。

[0036] 2)所述集液器的斜侧板3的开孔率为20％～85％，优选30％～60％；圆孔孔直径为

1mm～20mm，优选2mm～9mm；长孔宽度为1mm～20mm，优选2mm～9mm。斜侧板3  与垂直面的斜

角0°～60°，优选5°～30°。

[0037] 3)所述集液器的除雾沫区7的除雾沫采用折流板、管式、丝网、填料、孔板等形式或

这些形式的组合，优选2通道折流板。塔下层设置有除雾沫器等雾沫夹带量少或对除雾沫要

求不高时集液器可不设除雾沫区。

[0038] 4)所述的坡顶4与水平面的角度为0°～60°，优选5°～30°；平顶的顶侧板5和坡顶

的顶板4边缘超出侧板大于2mm，优选5mm～8mm。

[0039] 5)所述的按塔截面布置一定量的集液器单元组合成一套集液器，整套集液器所有

底板1合计的总开孔率为20％～85％，优选30％～60％。

[0040] 6)所述集液器，为避免漏液和减少阻力，下侧板2的高度高于下集液区液位5mm以

上，优选15mm。

[0041]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其中部分设计参数仅供设计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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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定。

[0042] 实施例一：

[0043] 电厂锅炉烟气脱硫系统入口烟气量193900Nm3/h(标态、湿基、实际O2)，原烟气SO2

浓度按3800mg/m3(标态、干基，6％O2)设计，出口SO2排放浓度不大于35mg/m3(标态、干基，

6％O2)，脱硫效率不小于99.08％。

[0044] 本脱硫系统采用石灰石-石膏法pH值分区双循环控制技术，脱硫塔直径为 

5050mm，脱硫塔内喷淋层之间设置集液器，收集上部喷淋吸收液，并使烟气此下而上均匀通

过。

[0045] 该集液器结构形式如图1A、图1B、图2A、图2B、图3A、图3B中斜顶、侧板长条孔方式

所示，雾沫区采用厚H2为300mm的二通道折流板除雾器，板间距  25mm。斜侧板顶宽L1为

380mm，斜侧板高H5为350mm长L6为600mm；底板下开孔宽L2为300mm长L6为500mm，底板宽正

边L3为130mm侧边L5为120mm。顶板宽L4为400mm长L7为650mm高H7为70mm；侧板高H1为

520mm，侧板顶高于斜侧板底H4为20mm；斜侧板的与垂直面角度α为13°。斜侧板的高度H5  为

420mm长L6为500mm。集液器由44个单元组成，通道截面为7.92m2，开孔率为39.7％。

[0046] 性能结果：原、净烟气SO2(标干6％O2)浓度均值分别为2932mg/m3、18.1mg/m3。吸收

塔浆池即下层吸收液pH值控制在4.9～5.5，塔外浆池即上层喷淋吸收溶液  pH值控制在5.3

～6.1，运行阻力为270Pa。

[0047]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本实用新型不限于

上述实施方式，在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宗旨的前提下做出各种变化。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2327886 U

6



图1A

图1B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212327886 U

7



图3A

图3B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212327886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