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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高效率靜 喧除坐器

技木領域

本炭 明涉及一神用于清除工血中姻生粒于的靜 冉除生裝置，尤

其涉及一神能清除正微米級姻坐微粒的高效率靜 啦除生器。

背景技木
目前公知的靜 冉除生裝置，是在除生箱休中安裝有 咄暈放 唱板

域勻集坐板板配合組成的多荼沉降通道，在 喧暈放 咄板錶上施加直流

魚板性高匝啦，使其釋放狡 屯萬于，用于荷 喧含生乞流中的姻生粒子，

在集坐板板上施加直流正板性高庄 冉，用于收集荷 喧后的血板性姻生

粒予，然后，由振打裝置采用振打方式將集生板板上收集的胭生震落

于除坐裝置下部的灰斗中，伙而迭到清除乞流中姻生粒于的 目的。

但是，迭癸除生裝置肘含坐乞流 中正微米級姻生微粒的清除效

果板差，此外就是在振打清灰肘，思食有一部分炯生，由于振打引起

的二吹弋灰，隨代流排 出，致使除生器的效率不穗定，排出乞休的姻

坐漩度含量居高不下。

圍家林准棚定 ，根据 舀前最先迸的除生技木，將工此粉生排放

派度控制在 5 mg m ，可是，此柄准咐莫正危害人癸健康的微米級粉

生的排放控制卸投有任何限制作用 。 目前，中因每年大釣有 00 多方

呻微米級代容肢粉坐排放于大乞中，由于微米級乞容肢微粒很雅沉

降，累秋后使大乞污染形勢越岌汗重 。 根据我因目前大乞即保珮狀

要想有效清除班有大乞中的有害物廈，基本迂原茁天，各工肝企此排

出乞休中微米叛乞容肢的恢度要控制在 g 以下，而 目前市面上

友明內容
本 :

足，提供一神能夥肘皿微米級 的姻坐微粒予以有效清除的高效率靜咄

除坐器 。



包括箱休，箱休兩端分別投有迸凡箱和排凡箱，在箱休下部沒有灰斗，

荼沉降通道，冉暈放 咄板絨和集生板板上分別投有清灰振打裝置，喧

暈放 屯板錶勻高庄直流 啦庄輸出的負板端 喧連接，集生板板占高庄直

流 祠輸出的正板端 冉連接井接地，其中，每相卻兩沉降通道的兩端交

錯投置有揩凡板，形成交替排列的多荼迸凡沉降通道和排凡沉 降通

道，措凡板投于出風 口端的力迸爪沉降通道，揩凡板投于迸風 口端的

力排凡沉降通道，集坐板板上布有多介通凡孔 。

伏迭的是，所述通凡孔可力均布于集坐板板上的孔洞 。

所迷集坐板上的通凡孔可力弋荼形孔，其孔往竟 2 0 5 m，仗

0 0 8 0 m 通凡孔也可力小楠圓孔，其弋軸往力 2 5 m ，短軸往

力 2 0 3 mm

現有技木中的靜 屯除生裝置，由于皿微米級小姻坐微粒的尺寸

越小吸附力越小，不容易力集生板板所吸附，往往隨看乞流迸入除生

裝置后又原梓流 出，而本岌明靜唱除坐器中通迂在各沉降通道交錯投

置措凡板，形成相回排列的迸凡沉降通道和排凡沉降通道，迫使迸凡

沉降通道 中隨乞流迭功的小炯生微粒穿迂集坐板板上的通凡孔迸入

相卻的排凡沉降通道申，正微米級小炯生微粒近距萬穿迂集坐板板上

的通風孔肘，其返劫方 向岌生了交化，由橫 向這功交成釧向這劫，即

向靠近集生板板 的方向這劫，根据庫全定理可知，微粒勻集坐板板之

同的距萬越近，集生板板肘微粒的吸附力越大，微米級小姻生微粒能

如果將沿釧 向乎行排列的多介沉 降通道林 力一介吸生 屯切的

活，現有技木中的靜 啦除坐裝置力了提高除生效果，往往需要投置多

介吸生 屯切，而本友明中由于除生效率高，只需要投置一介吸生啃坊

就能迭到現有技木中多介吸坐咄切的效果 。

另外 ，瑚有技木中迸風箱中迭入的迸凡量通常力 0 ．7 1 . 2 m s

加大迸凡量后，除生裝置的除生效率不但得不到提高，迸凡量迂大反

而舍影晌除生效率 而本岌明裝置在加大迸風量后 ，由于分配原理，



迸入各介通凡孔中的炯坐微粒的速度井不合提高得特別多，因此能有

效地提高凡速，伙而也提高了除生裝置的工作效率 。

伏逝的是，所迷各排風沉降通道的出凡 口她安裝有可封 閒出凡

口端的胸 口。週匹投置 自功控制系統射凋門的升夫迸行操控，由于喧

暈放啦板錶和集生板板上都投有清灰振打裝置，且各憫鬥的升閉勻各

排凡沉降通道上的清灰振打裝置同步功作，圭各咄暈放 屯板錶和集坐
板板上吸附的灰坐迭到一定數量，可夫嗣閥門，然后在元凡荼件下眉

功咳沉降通道 內的清灰振打裝置，附看的灰坐在振功下落入箱休下部

的灰斗中，由于沉降通道是封 河 的，因此振打引起的二坎弋灰不合隨

乞流排 出，待沉降通道 內的灰坐全部落入灰斗后，再依吹夫岡下一介

排風沉降通道 內的閥口，如此反夏迸行 。

力了迸一步提高除生效率，本岌 明中，箱休 內沿釧向平行排列

的多介沉降通道枸成一介吸生唱切，除坐箱休 內可沿橫 向剖面方向投

置有兩介或兩介 以上的吸生咄坊 。

圭箱休 內投置有丙介或丙介 以上的吸生 屯切肘，在最后一介吸

生唱坊的排凡沉降通道的出凡口她投置有可封岡出爪 口端的陶門。井

有肘閥門的河合劫作占各咳沉降通道 內的清灰振打裝置的振打劫作

同步迸行的控制裝置。

本岌明的有益效果是
、可以高效率收集皿微米級 的炯生微粒，井且可提高肘高比 咄

阻的姻坐粒子的捕集能力
2、杜鉑二吹切生隨乞流排 出，大幅度降低排 出乞流的含生液度，

爪而使靜屯除生器具有稔定的高效率
3、可以提高遴凡的凡速，秋而提高除坐的工作效率
4、比『現有市坊上同規格的靜塢除生器，本岌明休稠可以縮小

3 以上，爪而大幅度降低 了靜 祠除坐器造份 。

本岌 明造用于各神癸型的靜 塢除坐器 以及袋式除生器，仁泛匝

用于冶金、水泥、屯仁 以及伙工等行此 。

附圈說明



圈 是本岌 明靜 塢除坐器的冉路原理囤

團 2 是本岌明高效率靜 塢除生器奕施例 的橫 向剖面團

團 3 是團 2 中 的剖初團

團 4 是本岌 明奕施例 2 的橫向剖面團

團 5 是本炭 明寞施例 3 的橫向剖面團

圈 6 是本友明中集坐板板 2 上通凡孔 3 的拮枸示意 團

團 7 是本友明寞施例 4 的橫 向剖面團

團 8 是本岌 明寞施例 4 中集生板板 2 通凡 ? 3 的鈷枸示意

圈

團 9 是本炭明奕施例 4 中也暈放砲板板 5 的結枸示意 團

團 0 是團 9 中 B 的剖初團

團中 啦暈放 喧板錢 2 集生板板 3 揩凡板 4 迸凡

沉降通道 5 一排凡沉降通道 6 箱休 7 一迸凡箱 8 一排凡箱

9 乞流分布板 0 憫 n 灰斗 2 清灰振打裝置 3 一

通爪 ? 4 放 啦板尖 15一啃暈放 喧板板

具休奕施方式

在圈 1 中，直流高庄 啦源輸出喧庄的魚板端占咄暈放 喧板錶

屯連接 ，輸出冉匝的正板端勻集生板板 2 塢連接井接地。

以下鈷合宴施例及附團，肘本友明做迸一步佯細釵迷 。 以下奕

施例力本岌 明的非限定性安施例 。

宴施例

本奕施例中，如團 2 所示，本岌 明靜嘲除生器包括除生箱休 6，

除生箱休 6 的丙端分別安裝有迸凡箱 7 和排爪箱 8 。在迸凡箱 7 中沒

有乞流分布板 9，用于引早乞流迸入箱休 內部 。在除坐箱休 6 中，乎

行安裝有多荼 由咄暈放咄板域 和集生板板 2 坦合而成的沉降通道 。

在每相卻的兩沉降通道丙端，分別用摺凡板 3 交替將沉降通道狙合成

多茶迸凡沉降通道 4 和排凡沉降通道 5 。每荼排凡沉降通道 4 的出凡

口端都肘座排凡箱 8 中安裝的凋 0，凋 n 0 將在下文申迸行介紹 。

如團 3 所示，咄暈放 屯板我 和集坐板板 2 上分別投有清灰振



打裝置 2，在除生箱休 6 下部逐投有接收灰生的灰斗

在集生板板 2 布有沖多介通凡? 3 。 如團 6 所示，它是在金

厲板上等回距排列看通凡孔 13，本奕施例中通凡? 3 力均布于集生

板板 2 的小楠圓孔，其孔仗軸往力 5 m、短軸往力 3 m。 以下的

突施例 2 和宴施例 3 中都使用本新型集生板板 2 。

如圈 2 所示，每荼排風沉降通道 4 的出風 口端都肘匝達接有一
介可封閉出凡 口端的凋 10 ，凋 0 安裝于排凡箱 8 中。除坐箱休

6 內逐安裝有 自功控制系統用于控制胸 門 0 的升勻芙，自功控制系

統 同吋肘清灰振打裝置 吆 的后 岡迸行控制，使其功作迂程勻閥 0

的升閉同步 。 各沉降通道 內的振打迂程投置力依吹乾流迸行 。

本岌 明的工作迂程如下 將本岌 明高效率靜咀除坐器通凡通 冉

后，含坐乞流鋒迸凡箱 7 分別迸入各荼迸凡沉降通道 4 ，均暈放 喧板

我 釋放出大量唳 冉萬于，使乞流中的姻生粒予荷 冉 ，荷 唱后的姻坐

粒予隨代流通迂集啃板板 2 上的通凡孔 13 吋，被集坐板板 2 所吸附，

沉降在集唱板板 2 上 清除了部分炯生粒于后的乞流隨即迸入排凡沉

降通道 5 中，丘流中剩余的部分姻生粒于再吹力排風沉降通道 5 內的
砲 暈放 啦板錶 1 和集坐板板 2 所吸附，清浩后的乞流最后再鋒打升的

憫 n 0 爪排凡箱 8 中排出。

舀某一荼排凡沉降通道 5 內的集生板板 2 吸附的姻生迭到一
定厚度吋，核荼沉降通道的凋 舍被 自功控制系統所夫閉，此肘

核茶沉降通道中元代流通迂 。同肘，自功控制系統分別起劫咳荼排凡

沉降通道及其相卻的迸凡沉降通道中的咄暈放 屯板哉 和集坐板板 2

上的清灰振打裝置 2 迸行清灰操作 ，舀清灰振打拮束后，自劫控制

系統舍打升核 恫 0 ，使核荼沉降通道恢夏正常除生工作 。 然后 自

劫控制系統斡流依坎夫河下一荼排凡沉降通道胸 門，迸行下一荼沉降

通道振打清灰工作 。如此掩流將每麥沉降通道依吹迸行清灰 ，循杯往

奕施例 2

如團 4 所示，本要施例勻宴施例 不同的是，如果沿執向平行



排列的多介沉降通道林力一介吸生 屯切的活，本寞施例中除坐箱休 6

內沿橫 向投置有丙介迭佯的吸生塢切，即第一咄坊和第二咄切 。每介

吸生屯坊都安裝有 由啦暈放屯板錢 和集生板板 2 以及措凡板 3 共同

組合的多荼迸凡沉降通道 4 和排凡沉降通道 5 。

本宴施例申，閥門 0 攸投置于第二冉切的出凡口端的排凡箱 8

內。第一它坊 中的清灰振打裝置 2 由自劫控制系統迸行操控隨肘迸

行清灰振打，而第二唱切申的清灰振打裝置需 自劫控制系統斡流失岡

每荼排凡沉降通道 5 末端的凋門 0 后，再迸行咳通道 內的清灰振打
工作 。 '

本安施例申其他的拮枸勻突施例 1 相同，不再迸行贅迷 。

粟施例 3

如團 5 所示，本突施例勻奕施例 2 不同的是在第二啦坊 的出凡

口端沒有安裝憫門，清灰振打迂程采用普通方式完成 。咳裝實主要匝

用于除坐要求不高的切合 。本宴施例子可以匝用于現有技木申的靜 喧

除生器改造 。

宴施例 4

如團 7 所示，本奕施例中，是在箱休 6 內排列安裝看喧暈放 咄

板板 5 和集坐板板 2 共同組成的多荼沉降通道 。在沉降通道的西端，

揩凡板 3 分別將各沉降通道交替組合成多荼迸凡沉降通道 4 和排凡沉

降通道 5 ，每荼排凡沉降通道 4 的出凡 口端都射匝排風箱 8 中安裝的

憫口 0

團 8 中所示的是本宴施例在團 6 申的集坐板板基碰上，在金厲

板上排列看等距萬、等半鋒 的通凡孔，孔往力 4 mm。 井且每介通凡

孔的中心都勻團 9 中所示的唱暈放 喧板板 15 安裝的放 塢板尖 4

相肘匝。

在團 9 中所示的是本安施例中的新型 屯暈放 冉板板 5 ，它是在

帶有小孔的金厲板上等距萬的排列安裝有等弋度 的放 咄板尖 4 ，金



厲板相圭于咄暈放 塢板錢 ，形成 冉暈放曲板板 5，冉暈放 咄板板 5

上的小孔勻塢暈放 啦板絨上的放 塢板尖 4 河「投置。

在團 0 申所示的是團 g 的 B B 剖棚團，它是在帶有通凡孔的金

厲板上等距萬的排列安裝有等仗度的放 啦板尖 4



枚利要求丰

， 一神高效率靜啦除生器，包括箱休 6 ，在箱休兩端分別

投有迸凡箱 7 和排凡箱 8 ，在箱休下部投有灰斗 1 ，箱休

中平行交替排列安裝有 冉暈放 串板哉 1 和集生板板 2 組合而成

的多荼沉降通道，唱暈放 冉板錢和集生板板上分別坡有清灰振打裝置

1 2 ，咄暈放 屯板我勻高匝直流 塢匝輸出的血板端 屯達接，集坐板

板勻高庄直流 咄輸出的正板端 屯達接井接地，其特征在于箱休中平

行交替排列的多荼沉降通道 由塢暈放咄板域 1 和布有多介通凡

孔的集坐板板 2 組合而成，每相卻兩沉降通道的兩端交錯投置有

措凡板 3 ，形成交替排列的多荼迸凡沉降通道和排凡沉降通道，

揩凡板投于出凡口端的力迸凡沉降通道 4 ，揩風板投于迸凡口端

的力排凡沉降通道 5

左 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高效率靜咄除生器，其特征在于所迷

通風孔 3 力均布于集坐板板上的孔洞 。

3 ．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述的高效率靜塢除坐器，其特征在于所迷

通凡孔力仗茶形孔，其孔往竟 2 0 5 ，仗 0 0 80 mm 或通風孔力

小棚圓孔，其長軸往力 2 0 m ，短軸徑力 2 0 3 mm

4 ．根据杖利要求 3 之一所迷的高效率靜咄除生器，其特征

在于所迷各排凡沉降通道的出凡口她安裝有可封 閒出凡口端 的憫口
1 0 ，有肘恫門的閉合功作勻核沉降通道 內的清灰振打裝置 2

的振打功作 同步遴行的自功控制裝置。

5 ， 根据杖利要求 3 之一所述的高效率靜 屯除生器，其特征

在于箱休內沿執向平行排列的多介沉降通道枸成一介吸生 塢切，箱休

沿橫 向剖面方向役置有丙介或丙介 以上的吸坐咄切 。



6， 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的高效率靜冉除坐器，其特征在于圭箱

休內投置有丙介或丙介 以上的吸坐啦切吋，最后一介吸生塢坊 的排凡

沉降通道的出凡口她投置有可封 河 出凡口端的閥門 0 ，有咐閥口
的河合劫作勻各咳沉降通道 內的清灰振打裝置 12 的振打劫作 同步

迸行的 自功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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