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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

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通过在团聚管道中设置有

特定结构的凸起和特定位置的喷嘴，改变团聚管

道中气流的运动，耦合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的作

用，使得气流中颗粒物在团聚管道中停留时间延

长，碰撞几率增加，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互相促

进并构成积极的影响，团聚效果得到双重提升，

有效促进超细颗粒物的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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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包括：水平放置的团聚管道，其特

征在于，

在所述团聚管道的入口端和出口端分别设置有第一法兰和第二法兰，所述团聚管道的

入口端通过所述第一法兰与待处理的烟气管道连接，待处理的烟气气流从所述团聚管道的

入口端流入，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通过所述第二法兰与除尘器连接，处理后的烟气气流

从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流出；

在所述团聚管道的顶部内壁上设置有向下的第一凸起，所述第一凸起的顶面与所述团

聚管道的顶部内壁紧密贴合，所述第一凸起自上向下呈渐缩式延伸，所述第一凸起在所述

团聚管道的纵切面上呈现为倒置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和下底的夹角为60°，所述第一凸起左

右对称，所述第一凸起的左侧面正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入口端，所述第一凸起的右侧面正

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

在所述第一凸起的外表面设置有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所述第一喷嘴位于所述第一凸

起的左侧面与所述第一凸起的底面的相交线上，所述第一喷嘴的喷出口正对着烟气气流流

入方向，所述第二喷嘴位于所述第一凸起的右侧面的中部，所述第二喷嘴的喷出口与烟气

气流流出方向相同；

在所述第一凸起的内部还设有第一输送管道，在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底端和中间各设

置有一段连接管，分别与所述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连接，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顶端贯穿所

述团聚管道的顶部延伸至所述团聚管道的外部，并与第一液泵连接，所述第一液泵与所述

第一储液室连接，所述第一储液室用于储存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在所述团聚管道的底部内壁上设置有向上的第二凸起，所述第二凸起的底面与所述团

聚管道的底部内壁紧密贴合，所述第二凸起自下向上呈渐缩式延伸，所述第二凸起在所述

团聚管道的纵切面上呈现为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和下底的夹角为60°，所述第二凸起左右对

称，所述第二凸起的左侧面正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入口端，所述第二凸起的右侧面正对着

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

在所述第二凸起的外表面设置有第三喷嘴和第四喷嘴，所述第三喷嘴位于所述第二凸

起的左侧面与所述第二凸起的顶面的相交线上，所述第三喷嘴的喷出口正对着烟气气流流

入方向，所述第四喷嘴位于所述第二凸起的右侧面的中部，所述第四喷嘴的喷出口与烟气

气流流出方向相同；

在所述第二凸起的内部还设有第二输送管道，在所述第二输送管道的顶端和中间各设

置有一段连接管，分别与所述第三喷嘴和第四喷嘴连接，所述第二输送管道的底端贯穿所

述团聚管道的底部延伸至所述团聚管道的外部，并与第二液泵连接，所述第二液泵与所述

第二储液室连接，所述第二储液室用于储存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的喷出量体积比为3～5：1，所述第三喷嘴和第四喷嘴的喷出量体积比

为3～5：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凸起与第二凸起的间距为所述团聚管道的管径的0.8～1.2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第一凸起在竖直方向的高度为所述团聚管道的管径的0.5倍，所述第二凸起在竖直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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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为所述团聚管道的管径的0.5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团聚促进剂由十二烷基苯璜酸钠、黄原胶、磷酸和水组成，在所述团聚促进剂中，十二烷基

苯璜酸钠的浓度为0.481g/L，黄原胶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0.05～0.15％，磷酸的体积百分

比浓度为0.5％。。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团聚促进剂的总喷出量占烟气流量的体积百分比为0.05～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喷嘴产生的雾滴平均粒径约为5～30μm，所述喷嘴为第一喷嘴、第二喷嘴、第三喷嘴或第四

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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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分离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用于从燃煤烟气中分离超细颗粒物的辅助处

理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作为中国一次能源消耗的主要能源，在给中国能源行业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有力支撑的同时，也给中国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给中国的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压力，其

中，煤炭燃烧产物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煤炭燃烧产生的污染物，不仅会对大气

环境、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还会对人类的健康产生极大的影响和危害，严重

时甚至危及生命。为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环境保护部发文要求到2020年所有具

备改造条件的燃煤电厂力争实现超低排放，即，在基准氧含量6％条件下，烟气中颗粒物、

SO2、NOx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10、35和50mg/m3。对于颗粒物超低排放而言，目前燃煤电站主

要采用的是静电除尘器ESP(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及布袋除尘器BDP(Clothe  Bag 

Deduster  &Bag-filtering  Dust  Precipitator)，这两种除尘器各有优势和劣势，静电除

尘器对超细颗粒物(PM2.5，指粒径Dp≤2.5μm的物质粒子)的脱除效果不明显，通过提效改

造，很难将除尘器出口颗粒物浓度直接控制在10mg/m3以下，难以单独实现超低排放；而布

袋除尘技器则存在布袋破损率高、维修运行成本高的缺点，故需要积极寻找具有更高性能

和更好经济性的除尘技术，以满足国家日益提高的环保标准。

[0003] 国内外对于燃煤超细颗粒物的控制排放及脱除新技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主

要有利用位于烟气中的固定电极和可移动的收尘极板及可旋转刷子组成的移动电极组成，

已经捕集的颗粒形成反电晕层之前就被刷子清除，并避免二次扬尘的可移动电极除尘技

术；利用拦截效应、惯性碰撞效应和扩散效应等基本原理来除去超细颗粒物的涡流除尘技

术；利用等离子体发生器产生的部分电离的等离子体，细颗粒物在等离子体的作用下带电，

更容易被除尘器捕集而除去的等离子体除尘技术(Plasma  Technology  Dedusting)；利用

各种机理使得细颗粒物聚合长大的团聚除尘技术，包括电声波、热力、湍流、磁场和化学作

用等不同机理。

[0004] 其中，化学团聚机理对于控制由煤炭燃烧产生的超细颗粒物，实现燃煤烟气的进

一步净化具有很好的效果，也有着对煤炭燃烧产生的烟气中气体和颗粒污染物协同脱除的

潜力。化学团聚是通过添加具有吸附作用、胶结作用及絮凝作用等的化学物质使细颗粒物

团聚结合成更大颗粒物，达到能够被常规除尘方法除去的颗粒粒径级别的方法。通过化学

方法在对进入ESP前的烟气中超细颗粒物进行预先团聚，对于现有除尘器的运行参数影响

不大，对于整个烟气处理系统的影响也很小。因此，化学团聚技术可以在不影响电厂正常生

产也无需更换现有除尘设备的条件下，有效促进细颗粒物的团聚，实现多种污染物的协同

脱除，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05] 目前，现有技术中颗粒物化学团聚装置大都直接使用喷嘴将团聚促进剂喷入烟

道，未对烟道进行改进，而研究表明：水雾颗粒与尘埃颗粒大小相近时吸附、过滤、凝结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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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大，而一般喷嘴的雾化细度无法直接达到这一要求，因此，团聚液雾化程度较低，团聚

效果一般，而且，由于喷入的团聚剂雾滴与颗粒的碰撞不充分、液滴在烟道中停留时间短，

难以充分保证团聚剂液滴在进入电除尘前完全蒸发，进而将影响电除尘正常运行性能。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

置，通过在团聚管道中设置有特定结构的凸起和特定位置的喷嘴，改变团聚管道中气流的

运动，耦合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的作用，使得气流中颗粒物在团聚管道中停留时间延长，碰

撞几率增加，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互相促进并构成积极的影响，团聚效果得到双重提升，有

效促进超细颗粒物的团聚。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包括：水平放置的团聚管道，其

中，

[0009] 在所述团聚管道的入口端和出口端分别设置有第一法兰和第二法兰，所述团聚管

道的入口端通过所述第一法兰与待处理的烟气管道连接，待处理的烟气气流从所述团聚管

道的入口端流入，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通过所述第二法兰与除尘器连接，处理后的烟气

气流从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流出；

[0010] 在所述团聚管道的顶部内壁上设置有向下的第一凸起，所述第一凸起的顶面与所

述团聚管道的顶部内壁紧密贴合，所述第一凸起自上向下呈渐缩式延伸，所述第一凸起在

所述团聚管道的纵切面上呈现为倒置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和下底的夹角为60°，所述第一凸

起左右对称，所述第一凸起的左侧面正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入口端，所述第一凸起的右侧

面正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

[0011] 在所述第一凸起的外表面设置有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所述第一喷嘴位于所述第

一凸起的左侧面与所述第一凸起的底面的相交线上，所述第一喷嘴的喷出口正对着烟气气

流流入方向，所述第二喷嘴位于所述第一凸起的右侧面的中部，所述第二喷嘴的喷出口与

烟气气流流出方向相同；

[0012] 在所述第一凸起的内部还设有第一输送管道，在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底端和中间

各设置有一段连接管，分别与所述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连接，所述第一输送管道的顶端贯

穿所述团聚管道的顶部延伸至所述团聚管道的外部，并与第一液泵连接，所述第一液泵与

所述第一储液室连接，所述第一储液室用于储存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0013] 在所述团聚管道的底部内壁上设置有向上的第二凸起，所述第二凸起的底面与所

述团聚管道的底部内壁紧密贴合，所述第二凸起自下向上呈渐缩式延伸，所述第二凸起在

所述团聚管道的纵切面上呈现为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和下底的夹角为60°，所述第二凸起左

右对称，所述第二凸起的左侧面正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入口端，所述第二凸起的右侧面正

对着所述团聚管道的出口端；

[0014] 在所述第二凸起的外表面设置有第三喷嘴和第四喷嘴，所述第三喷嘴位于所述第

二凸起的左侧面与所述第二凸起的顶面的相交线上，所述第三喷嘴的喷出口正对着烟气气

流流入方向，所述第四喷嘴位于所述第二凸起的右侧面的中部，所述第四喷嘴的喷出口与

烟气气流流出方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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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所述第二凸起的内部还设有第二输送管道，在所述第二输送管道的顶端和中间

各设置有一段连接管，分别与所述第三喷嘴和第四喷嘴连接，所述第二输送管道的底端贯

穿所述团聚管道的底部延伸至所述团聚管道的外部，并与第二液泵连接，所述第二液泵与

所述第二储液室连接，所述第二储液室用于储存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0016]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的喷出量体积比为3～5：1，所述第

三喷嘴和第四喷嘴的喷出量体积比为3～5：1。

[0017]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凸起与第二凸起的间距为所述团聚管道的管径的

0.8～1.2倍。

[0018]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凸起在竖直方向的高度为所述团聚管道的管径的

0.5倍，所述第二凸起在竖直方向的高度为所述团聚管道的管径的0.5倍。

[0019]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一喷嘴位于所述第一凸起的左侧面、所述第一凸起的

底面以及所述第一凸起的前端面的交点上。

[0020]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第三喷嘴位于所述第二凸起的左侧面、所述第二凸起的

顶面以及所述的第二凸起的后端面的交点上。

[0021]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团聚促进剂由十二烷基苯璜酸钠、黄原胶、磷酸和水组

成，在所述团聚促进剂中，十二烷基苯璜酸钠的浓度为0.481g/L，黄原胶的质量百分比浓度

为0.05～0.15％，磷酸的体积百分比浓度为0.5％。

[0022]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团聚促进剂的总喷出量占烟气流量的体积百分比为0.05

～1％。

[0023] 优选的技术方案中，所述喷嘴产生的雾滴平均粒径约为5～30μm，所述喷嘴为第一

喷嘴、第二喷嘴、第三喷嘴或第四喷嘴。

[0024] 使用上述装置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过程如下：

[0025] 将上述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作为预处理装置，接入到重力

除尘器之后、和二级除尘器(静电除尘器或袋式除尘器)之前的气流管线中，通过第一法兰

和第二法兰将团聚管道固定，在烟气经过重力除尘器初级处理之后，待处理烟气气流从团

聚管道的入口端进入，团聚处理后的烟气气流从团聚管道的出口端流出，并进入到除尘器

(静电除尘器或过滤袋式除尘器)。

[0026] 使用时，开启第一液泵和第二液泵，将第一储液室中储存的雾化团聚促进剂泵入

第一输送管道，并从第一喷嘴和第二喷嘴中喷出，进入团聚管道，将第二储液室中储存的雾

化的团聚促进剂泵入第二输送管道，并从第三喷嘴和第四喷嘴中喷出，进入团聚管道。

[0027] 待处理烟气气流从团聚管道的入口端进入团聚管道后，部分气流经过第一凸起

时，会由第一凸起的与团聚管道的入口端正对着的外表面引导往第一喷嘴方向流动，流动

过程中由于第一凸起的存在而引起的气流速度梯度能够促进不同大小粒径的颗粒的混合，

增加不同大小粒径的颗粒的碰撞概率，而气流中的大粒径颗粒在与第一喷嘴喷出的雾化团

聚促进剂接触时会发生化学聚并而成为更大粒径颗粒；气流中不同大小粒径的颗粒一起进

入在第一凸起和第二凸起之间形成的狭窄弯曲的通道，气流在该通道中形成湍流，气流中

颗粒和由第二喷嘴、第三喷嘴喷出的雾化团聚促进剂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气流中颗粒密

度增加，使得碰撞几率增加，从而有更多的小粒径颗粒粘附在大粒径颗粒上；同时，由于通

道狭窄，气流在此处形成较大的负压，喷入的团聚促进剂中溶解的气体迅速逸出，导致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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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液滴破裂，形成更小的液滴，从而能够凝聚更小粒径的颗粒；而且，由于弯曲通道和湍流

的缘故，延长了颗粒在团聚管道内的停留时间，气流中的小粒径以及更小粒径的颗粒在弯

曲通道中发生更多的聚并，使得气流中大粒径颗粒含量增加，在第二凸起的与团聚管道的

入口端正对着的外表面的引导下，气流往第四喷嘴的方向流动，气流中大粒径颗粒在与第

四喷嘴喷出的雾化团聚促进剂接触时会发生化学聚并而成为更大粒径颗粒。

[0028] 本发明中，通过在团聚管道中设置有特定结构的凸起和特定位置的喷嘴，改变团

聚管道中气流的运动，耦合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的作用，使得气流中颗粒物在团聚管道中

停留时间延长，碰撞几率增加，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互相促进并构成积极的影响，团聚效果

得到双重提升，有效促进超细颗粒物的团聚。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30] 1)不同于单一的化学团聚装置，本发明装置中设置了特定结构的凸起，改变团聚

管道中气流的运动，并使得雾化滴液在通道中破裂形成更细的液滴，从而能够团聚更小粒

径的颗粒，突破了单一的化学团聚中受限于雾化喷嘴的粒径而无法有效团聚更小粒径颗粒

的技术限制。

[0031] 2)不同于单一的湍流团聚装置，本发明装置中设置了特定位置的喷嘴，先通过化

学团聚来增加大粒径颗粒的数量，在湍流区的激烈的频繁碰撞中大粒径颗粒粘附更多的小

粒径颗粒，又再次通过化学团聚来捕获湍流区中形成的大粒径颗粒，强化团聚效果。

[0032] 本发明的这些和其它目的、特点和优势，通过下述的详细说明，附图和权利要求得

以充分体现，并可通过所附权利要求中特地指出的手段、装置和它们的组合得以实现。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2是图1装置的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以更清楚地理解本发明的技

术内容。

[0036] 如图1～2所示，本发明的一具体实施例中，一种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

团聚的装置，包括：水平放置的团聚管道1、第一液泵7、第一储液室8、第二液泵7'和第二储

液室8'。

[0037] 在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和出口端分别设置有第一法兰2和第二法兰2'，团聚管道1

的入口端通过第一法兰2与待处理的水平烟气管道连接，待处理的烟气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

入口端流入，团聚管道1的出口端通过第二法兰2'与除尘器连接，处理后的烟气气流从团聚

管道1的出口端流出。

[0038] 在团聚管道1的顶部(又称上部)内壁上设置有向下的第一凸起3，第一凸起3的顶

面与团聚管道1的顶部内壁紧密贴合，第一凸起3自上向下(自团聚管道1的顶部内壁向团聚

管道1的中心轴线，轴线是水平的)呈渐缩式延伸，第一凸起3前后对称，第一凸起3在团聚管

道1的纵切面(纵切面经过中心轴线)上呈现为倒置等腰梯形(倒置梯形是指：梯形的上底位

于底部，梯形的下底位于顶部)，梯形的腰和下底的夹角为60°(说明：梯形平行的两边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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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的底边，较长的一条底边叫下底，较短的一条底边叫上底，另外两边叫腰)，第一凸起3

左右对称，第一凸起3的左侧面正对着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第一凸起3的右侧面正对着团聚

管道1的出口端。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一凸起3的形状，可以将图中第一凸起3视为双圆锥复合

体被团聚管道1贯穿后留在团聚管道1内的部分，这里的双圆锥复合体左右对称，由左侧圆

锥、中间的圆柱体和右侧圆锥构成，左侧圆锥底面和右侧圆锥底面分别构成中间的圆柱体

的两个底面，左侧圆锥的锥顶位于双圆锥复合体的最左端，右侧圆锥的锥顶位于双圆锥复

合体的最右端，双圆锥复合体被水平的团聚管道1贯穿时，团聚管道1的顶部(又称上部)经

过左侧圆锥的锥顶和右侧圆锥的锥顶(第一凸起3在竖直方向的高度为团聚管道1的管径Ф

的0.5倍)。

[0039] 在第一凸起3的外表面设置有两个喷嘴，第一喷嘴4位于第一凸起3的左侧面(即，

第一凸起3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正对着的外表面)与第一凸起3的底面的相交线上(例如，

图1中第一喷嘴4位于第一凸起3的左侧面、第一凸起3的底面以及第一凸起3的前端面的交

点上)，第一喷嘴4的喷出口正对着烟气气流流入方向(即，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流入

的方向)，第二喷嘴5位于第一凸起3的右侧面(即，第一凸起3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正对着

的外表面)的中部，第二喷嘴5的喷出口与烟气气流流出方向(即，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出口

端流出的方向)相同；在第一凸起3的内部还设有第一输送管道6，在第一输送管道6的底端

和中间各设置有一段连接管，分别与第一喷嘴4和第二喷嘴5连接，第一输送管道6的顶端穿

过设在团聚管道1的顶部的第一通孔延伸至团聚管道1的外部，并与第一液泵7连接，第一液

泵7与第一储液室8连接，第一储液室8用于储存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0040] 在团聚管道1的底部内壁上设置有向上的第二凸起3'，第二凸起3'的底面与团聚

管道1的底部内壁紧密贴合，第二凸起3'自下向上(自团聚管道1的底部内壁向团聚管道1的

中心轴线)呈渐缩式延伸，第二凸起3'前后对称，第二凸起3'在团聚管道1的纵切面(纵切面

经过中心轴线)上呈现为等腰梯形，梯形的腰和下底的夹角为60°，第二凸起3'左右对称，第

二凸起3'的左侧面正对着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第二凸起3'的右侧面正对着团聚管道1的出

口端。为了更好地理解第二凸起3'的形状，可以将图中第二凸起3'视为双圆锥复合体被团

聚管道1贯穿后留在团聚管道1内的部分，这里的双圆锥复合体左右对称，由左侧圆锥、中间

的圆柱体和右侧圆锥构成，左侧圆锥底面和右侧圆锥底面分别构成中间的圆柱体的两个底

面，左侧圆锥的锥顶位于双圆锥复合体的最左端，右侧圆锥的锥顶位于双圆锥复合体的最

右端，双圆锥复合体被水平的团聚管道1贯穿时，团聚管道1的底部(又称下部)经过左侧圆

锥的锥顶和右侧圆锥的锥顶(第二凸起3'在竖直方向的高度为团聚管道1的管径Ф的0.5

倍)。

[0041] 在第二凸起3'的外表面设置有两个喷嘴，第三喷嘴4'位于第二凸起3'的左侧面

(第二凸起3'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正对着的外表面)与第二凸起3'的顶面的相交线上(例

如，图1中第三喷嘴4'位于第二凸起3'的左侧面、第二凸起3'的顶面以及第二凸起3'的后端

面的交点上)，第三喷嘴4'的喷出口正对着烟气气流流入方向(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

流入的方向)，第四喷嘴5'位于第二凸起3'的右侧面(第二凸起3'与团聚管道1的出口端正

对着的外表面)的中部，第四喷嘴5'的喷出口与烟气气流流出方向(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出

口端流出的方向)相同；在第二凸起3'的内部还设有第二输送管道6'，在第二输送管道6'的

顶端和中间各设置有一段连接管，分别与第三喷嘴4'和第四喷嘴5'连接，第二输送管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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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端穿过设在团聚管道1的底部的第二通孔延伸至团聚管道1的外部，并与第二液泵7'连

接，第二液泵7'与第二储液室8'连接，第二储液室8'用于储存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0042] 上述实施例中的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其使用方法和工作

原理如下：

[0043] 将上述用于促进燃煤烟气中超细颗粒物团聚的装置作为预处理装置，接入到重力

除尘器之后、和二级除尘器(静电除尘器或袋式除尘器)之前的气流管线中，通过第一法兰2

和第二法兰2'将团聚管道1固定，在烟气经过重力除尘器初级处理之后，待处理烟气气流从

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进入，团聚处理后的烟气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出口端流出，并进入到除

尘器(静电除尘器或过滤袋式除尘器)。

[0044] 使用时，开启第一液泵7和第二液泵7'，将第一储液室8中储存的雾化团聚促进剂

泵入第一输送管道6，并从第一喷嘴4和第二喷嘴5中喷出，进入团聚管道1，将第二储液室8'

中储存的雾化的团聚促进剂泵入第二输送管道6'，并从第三喷嘴4'和第四喷嘴5'中喷出，

进入团聚管道1。

[0045] 待处理烟气气流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进入团聚管道1后，部分气流经过第一凸起

3时，会由第一凸起3与团聚管道1的入口端正对着的外表面引导往第一喷嘴4方向流动，流

动过程中由于第一凸起3的存在而引起的气流速度梯度能够促进不同大小粒径的颗粒的混

合，增加不同大小粒径的颗粒的碰撞概率，而气流中的大粒径颗粒在与第一喷嘴4喷出的雾

化团聚促进剂接触时会发生化学聚并而成为更大粒径颗粒；气流中不同大小粒径的颗粒一

起进入在第一凸起3和第二凸起3'之间形成的狭窄弯曲的通道，气流在该通道中形成湍流，

气流中颗粒和第二喷嘴5、第三喷嘴4'喷出的雾化团聚促进剂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气流中

颗粒密度增加，使得碰撞几率增加，从而有更多的小粒径颗粒粘附在大粒径颗粒上；同时，

由于通道狭窄，气流在此处形成较大的负压，喷入的团聚促进剂中溶解的气体迅速逸出，导

致喷出的液滴破裂，形成更小的液滴，从而能够凝聚更小粒径的颗粒；而且，由于弯曲通道

和湍流的缘故，延长了颗粒在团聚管道1内的停留时间，气流中的小粒径以及更小粒径的颗

粒在弯曲通道中发生更多的聚并，使得气流中大粒径颗粒含量增加，在第二凸起3'与团聚

管道1的入口端正对着的外表面的引导下，气流往第四喷嘴5'的方向流动，气流中大粒径颗

粒在与第四喷嘴5'喷出的雾化团聚促进剂接触时会发生化学聚并而成为更大粒径颗粒。

[0046] 在上述实施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团聚效果，可以设置第一喷嘴4和第二喷嘴5的

喷出量体积比为3～5：1，第三喷嘴4'和第四喷嘴5'的喷出量体积比为3～5：1。

[0047] 在上述实施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团聚效果，将第一凸起3与第二凸起3'的间距设

置为团聚管道1的管径的0.8～1.2倍。

[0048]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上述实施例中，团聚促进剂可以采用现有技术中常

用的团聚促进剂，也可以采取自行配制的团聚促进剂。以下将列举一种具体的团聚促进剂

的组成，以作说明。

[0049] 团聚促进剂由十二烷基苯璜酸钠、黄原胶、磷酸和水组成，在团聚促进剂中，十二

烷基苯璜酸钠的浓度为0.481g/L，黄原胶的质量百分比浓度为0.05～0.15％，磷酸的体积

百分比浓度为0.5％。团聚促进剂的总喷出量与烟气流量的体积百分比为0.05～1％。

[0050] 上述实施例中，第一喷嘴4、第二喷嘴5、第三喷嘴4'和第四喷嘴5'所产生的雾滴平

均粒径约为5～30μm，可以选择现有技术中能够满足要求的常规喷嘴，比如气流式喷嘴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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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BETE喷嘴。

[0051]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上述实施例中，可以根据需要在系统中按常规设置

团聚促进剂贮槽、进水管道、空气压缩机等等，以获得雾化的团聚促进剂。

[0052]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在上述实施例中，当团聚管道1的长度比较长时，可以

成对增加第一凸起3与第二凸起3'、以及相应的喷嘴、输送管道、液泵和储液室的数量。

[0053] 可见，上述装置通过在团聚管道中设置有特定结构的凸起和特定位置的喷嘴，改

变团聚管道中气流的运动，耦合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的作用，使得气流中颗粒物在团聚管

道中停留时间延长，碰撞几率增加，化学团聚和湍流团聚互相构成积极的影响，团聚效果得

到双重提升，有效促进超细颗粒物的团聚。

[0054] 由此可见，本发明的目的已经完整并有效的予以实现。本发明的功能及结构原理

已在实施例中予以展示和说明，在不背离所述原理的情况下，实施方式可作任意修改。所

以，本发明包括了基于权利要求精神及权利要求范围的所有变形实施方式。

[0055]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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