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OJ{J.-/

CNIC-OOI73

DINE-0008

盛

1"1XII 口
CHlNANif

满球塔、穿流筛板塔对含金属粉尘废气的净化研究

申圈穰情报申心

China Nuclear Ir甘



CNIC-00173

BINE-0008

漏球塔、穿流筛板塔对含金属精尘

废气的净化研究

邱贤芬 范慧菊 傅书勤 张炽光

果泽洪 蔡奉光 王计存

{北京核工程诠计院}

中国核情报中心

北. .1988.2



摘要

动力罐罐斜元件在首端切断操作过程中，产生吉布撞射性金属I)尘的庭气.谊项再研旨

在研究净化这些废气的设备结构和工艺条件. Ai:文详细介绍了用候I)作模缸粉尘，用水作辩

捷藏时葛球培.穿斑霹板靠的除尘主艺试验，以及黯尘浓度.喷涌$啻度.液气比等国童对障

尘效率的影响.从而确定了两种靠的设备结构及英较佳的除尘工艺条件.试验结果表明.在

选定的工艺条件下，读两种培均具有99.9~左右的除尘效率.

篝..揭球培穿流筛板培金属秘尘



THE STUDY FOR REMOVAL OF METAL

DUST FROM GASES USING COLUMN

WITH -BREATH BALLS· AND

THROUGHFLOW SIEVE-PLATE

Qiu Xianfen Fan Huiju Fu Shuqin Zhang Zhiguang

Guo Zhehong Cai Fengguang Wang lieun

(Beijing Insti tute of Nuclear Engineering)

ABSTRACT

The &ases given off during shearin& oC fuel elements of the power reactor

in the head eod section are treated to remove the meta'l dust from gases. This

article gives the details about one work. In the studies for column with -breath

balls· and throughflow sieve-plate the fin!' iron dust was used ~s the metal

impurity in gases via water rinsing. Tnis article also pres~nts in d唱 tail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Cactors ,such a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dust , the density of water rinsin~ and the liquid-gas ratio , on the d田st

removal efficiency. The construction DC the two kinds of co.uoms and the optl

mal dust removal process condi tions "as determined. The dust removal efficiency

oC 99.9* wal obtained in the two kinds of column.



前 自

含金属.尘庭气的净化这项科研任务，真对象是动力量在元件首墙切断操作过程中产生的

摩气，其目的是寻求净化这些含政射性金属俗尘匾气的方法.设备相工艺条件.

切断碎屑约占总喔饵量的4-5.左右.根据气体萄逞晕浮速度的理论计算.对于比重为

IO.3I1c.*的UOI.尘.在o .8J1l/嚣的气矗亏，如果植于均为璋形颗脏，剧小于"萨血的缸子都

会被悬浮.如果考虑到控于是不规周的，周比回萨，还要大一些的植于也能被悬浮起来.本试

验按小于IOIlJll的UOI勘尘均被悬浮这个情况来选择试验精尘及工艺条件.

试验表明，撞球嬉.穿流箭板蘑对以上所确定的体系..具有在高的除尘放事，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结果.

根据试验大纲的要求，首先做了指球磨除尘试验，在揭露磨除尘试挂满足净化要求的基

础上，又对穿流捕板蘑除尘试验作了研究.以下分朋阐述这两种革的除坐试撞情况.

1 嚣"蟠酶盒键瞌

1. 1 藕球珞除尘试验装置

试验装置主要由捕球培.罗葳凤机.空

压罐及其相应的选粉尘系统.水环式真空

亵.真空罐及其相应的取样革统等组成.装

置回见1. 2节.在此重点说明揣球珞结构和

捕球规格.

为了便于观察，瑞球踏踏体以及揣球塔

的进出口啻道均用有机被瘸制成，培板则是

由3mm厚的不锈钢板制成的.揣球第结构

尺寸如图 1所示 s

培内佳 110mm,

级数 3 级，

培板孔侄 7mm,
开{l.率 49侈，

板间距 550mmo

在距蜡顶200mm处有一块拦液板，具规格与

其他培板相同.在紧挨此ni板的上面挺有一

块脆梳板.对于有较高空培迪度的揣球绪，

脆流概是减少雾沫夹带的有烛装置，旋流极

结构如回20

棉球培使用的揣球，真具体规格见表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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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涮球培试验流程

漏球培试验槐程如图3所动.

，夜风机从系统抽吸气体造成系统负臣，空气则依靠罗夜风机的抽1J经过流量计.进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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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菌..悔，在JI内气体鞠琳洗水逆流接触之后进入出口啻矗再经过过噩噩.罗羡风机，a后

捧到大气中.

'震钮'击尘候'串在I}最尘题内.侄缩空气通过喷财嚣量成份尘题负II.外嚣空气嗣从杨尘.

盹霎缸造气管遇入'昏尘匾，使粉尘雾缸，喷非t嚣嗣不断从.申抽每被揭尘所霉缸的气体连目

工作空气一同遇入矗璋罐的进 [1啻矗.选尘疆的多少是靠宵节工作空气的流量来撞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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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3 羹球t需除尘试验流程

3-Q皿调fill!唱; 4-一精于赢量计Z

8.9-"于篝量it; 10-一搞!J辖;

14-ill日取样点; 15-1t..;
19-一转-"f槐踵计; 20-- 真空罐 5

24-一底锢，

且--皿空帽; 2--t量..;

6-1睛.; 7-粉尘艇 Z

12- 曲口取样点; 13--越撼.;

17-一测E帽; 18-画皮 t~

22-*环JC真空亵 ;23- 空压饥 E

1. 3 试验粉尘铁含量和位度分布

本试验的试验粉尘采用了尽 Jlf能细的铁粉和相1 叮数量的烟道~l? (即粉末泊金厂在铁粉产

晶分装时对空中飞扬着的许多快粉，通过通风系统收集而在D 。提铁市:过分咧 J'1 :候 ..

96.7惕， I 号炯道尘82.8'*' ， 2 号侧道'P.88.91J岛 • T日巳廊仪拇分析其粒哇，结果见我20

显微镜 F观察;五IJ的 2号册道尘就度分{Ii如l 民14所 /J~ 。

1. 4 分析方 j};

在棉球缩进出口管道上均装有取样点。

模拟粉尘选屯的是位怪小于200 目的铁粉，战进 III 门f(: MI 部拟分析铁的合髓，

进口样采用三氯化钱还原-f民饰般饵容:过陆分忻跌。

出口样果用了确革水杨酸比包j};分析微挝的铁。

• 4 •

5-啧射.;

II-U型压力词.;

16-干姆.;

21-一!'~风幌



.…-鑫...‘
• •缸 娟 a %号 娼 遭 尘

• Ii (...) . ..a". (4) I一段 岳阳I IiUEim4)| 幢趴阳〉!"画... (4)

τ.-旬 t.e; SJ.4& -~.IO I 3.a.c I 4Oa J: I t.S

10-. I 4.r. 36.10-主1.士z I 4. 1": I 4O-JO I.S

.-31 I 13.30 %3.!!- It..τ ‘.en' I 30-29 : 4.τ

31-2D I %4.45 14.ro-II.31 I 4.15 I %0-10 I 3%.τ

%1-瞄 11.35 11.11- t.5O I 3.1' I 10-5 I ".0

E‘ -10 I %3..1 9.50- ..♀l I 5.~' I 5-% 瞄.5

10- 5 I 1%.00 ;.5%- 5.97 I 1..5 I niT I 0.5

5- 4.5 I 0.. 5.97 晴. 4..4 鲁.7% I (1'但撞径1.5IIa)

4.τ4- 3.1& I 4. %0

3.86- %.11 I ..:n

回4 ~.微铺下z号娼温'I:但度分布

1. 5 工艺条件试验

1.5.1 工艺条作的变化也因

根据要求，端球踏试验巾，气璋的变化范Bil娃64-I08m3/h，即空第逛，嗖也罔是1.9/

3.2m/l. 为测量低气量时的除尘效率，试验了2im 3/b ， It]空踏速度。.8m/.时的除尘效率.

据费料推荐，喷淋密度今·艇为3;J_40m3 /(m 1h)e 试验巾的喷琳密度范因为25

55m3/(m 1h).

对于缺粉做了Ig/m3 ， 6g/m 3, 12g/m 3 /dj" :.种盼/I~浓度的试瞌.对于烟遵尘，粉尘浓

度的在0.4_1.6g/m3范围.

对于棉球，做了φ 15. +20现什球，申15[iil种球， φ20同种球三种试验.

圆5比较直观地表示r工艺条仲的变化也隅，

1. 5.2 棍合lit端球蟠对含铁粉.含炯道尘气体的净化

糊Z事蠕为..~级晴，每银装机5. .20的两神揣球， 辑填t臼 rr IIOmm. 使用表2中的铁粉和

• 5 •



"且 2号'遭尘悻.圭.因为'遭尘比候...所剧精...对'矗室的'量尘试量'乍为*武

量的重点. J电试幢幢a晃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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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球籍试，是工艺条件变化范围图S

藩"稽.......1: ....
..气量 重蟠噩E 啧...

蠢p..(&I.I) l*p..(I(.') '自 .(.)

瘦" (.,,11) 川S 的J !•• I •• I•• I•• I-"~~ ··1·· ~...(.'I)

14.4 I.. 2

• it.5 2.32 35

04.0 2.75 45
iI2.9317 :ω2; O.翩。翩阳21........ .，

" 一__0 __.._

101.4 3.20 55

-
71.1 2.31 25

细

".111 ..SCI35 0.0031 。.1跚跚 24X2 ..14• N.4 2.78
4S

尘
101.7 3.18 55

••

根据试验观察和对试验.据的分析可知，进 n盼尘浓度对除 'I~效率有影响.精细进口.

尘藕度，会提高蟠的除尘放事. {Jl /fl口粉 f'1~浓度的绝对.w血布所鹏加.司能 4是以快串'为例，在

啧摒密度为 35m·/(m ' ·h) .空踏遍度为 2. :J m/stfoj 相同条件. r:.不同的气体切'自唱'尘浓度对
防尘撞事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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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了篝处理气量时，对'矗尘的障盒放率 .O，"/s的空靡气矗，并不撞筐'矗

动.画只幢幢之蠕穗，因此障尘边率也缸一些..且在 5.

..雹遭.~.. ..旷喇-鑫..
自

I皿rt aT • • 唰.)•••• 岖'降 %'t匍.宝a-t.. .-t..
恤-/-吨》

肇事<.)
(.....句。》 <II-') <ci·l )

'

ISS 1.1111 o.…s 8.11
s

ISS 9._ o.toG ".55

ISS 1.1S58 0.012% D.J4

• I. 1.511但 n.tcrrs B.SS
8.511

145 I.ml 0.0幡E B.τ2..
145 1.5'i"J 0..蝠' B.g

I~ I.S1fO 0.... 8.15
55

:s晶 1.1m 0.01* ..54

雷要面t明的一个理象是在进气水平啻矗上的杨尘，司里.在(J ..../s的空蠕矗度时，对于囊

2申的2号'矗尘，在菌"培聋气1I 0e.艇的水平啻矗巾，能有3% -3".(搬进鸭粉尘踵访〉的

'尘飘..丽在 ..../s 空蟠矗厦时，在造气水

平'量上回很少 A到'世宅，电禀.这个对霞，属

于'再元霄，切割时 o.._/:辜的气温在水f-方向

上所能吹缸的粉也量畏供了 4点参考.

1.5.3罔神.，揭.，蔚对含帽矗气体的净化

为了与嚣台球进行比蟹，做了闰种球试

'量.~是三级蠕，各级最 φ15.乘机'慧，黄属

高度仍费是 110.... 使用囊2中2号唰矗尘，

回种臻的藕动远不如混合球好.无论是同种

φ151章，还是同 i仲 φ20 砾，试黯中常常出现

小.蝠'蠕鞭有规则维It而造成中常状态.

小慧在籍中心被揭岖，然后前扉幌规则辩，再 j

下秽，气体则从申'是矗矗 Itl 通过，见阳

I. 这种理.艇多地出现在空蜻温度 1.8

2.:U _/1. 啧狲蕾厦 7:1 25-35m'/(m'. 川的

'件下.这种现象严重影响梅球 }ri的性能. 圃'

• 7 •



因此同肿IJ嚣的总乎均除1:妓率不til翼合球高.理表I.

• 四二二"与-盒，位曾-

事 U~)

•• '.亭..

a咂.窑II::
量口'遭主.. I .D"~.II! •

tdJm--JF!?Llvh!EE i-i
1--，-一一一叮 I •• I

.高 i.‘ I.高·‘ 4. I -... I

. I··矗庭 宣幡矗霞• 'c.句川 c.川

•

13..1 I.. 2s I I I: I ~
11.5 :.](1 3s 1.- 队S!fZ I....，山 inq:川 miMtIS
11.4 . :.:3 "
...s :1.1τ S晶.

I.. %s !守
'T·31.·.1 %.. 35.. 1."51 . '.J1IS '.._ '._'1 24 11: 2 ..7' ..a ..8
D.C %.7:1 4s

".S :1.1; 55 ?,j i

1.5.4 空磨遭囔.喃it蕾虔对~宅放辜的~响

在寰的试擎的条件范围内，可以哥哥出安扉矗霞.唱攥费幢1{瞌尘2k斗E布'医响，但并不

十分显著.在目--啧藕密度条件下. '! J-!. i-I嚣的空蔚遭II ~¥.现出'在高的除尘慧~.在回

一空霸遭皮条件F. 35_45_s/(_s，，，)的喷涌$蕾哽~瑰'摩西的幢~效率，里表τ.

•

2蠕..

(.'1)

111 ..遭.......鑫_..
• .禽 II (.aH.a. 11)1.(.~ I

%$ :IS " 55

tgt

0.' ..5$ !I!).SJ It.a B ..iS

%.3 1JI.19 ..1% ..ft ..IS
%.' ..11 .... It.. •••
3.2 It.. It.. ..50 ..15

矗咸这种情况的因章是比篝篝巍的.萄 IJ筋的.形霸庭和水孚方向进气的方式实际掏虞

{ --个醒鞭((风分离蔷.提高空蝠矗厦和啧词'啻踵，对旋风骨离码'剧，对揭球回黑揭动有剥，

这是提高蠕放;筝的回章，但同时又使露抹臭带精多，这又是降低麟嫂'*的同意.捆反..‘

空蟠矗魔伽喃狲啬厦，上追岳阳章又郁金2理，，~相反 ~J销况. l崎此，植1J蠕试'量的'自放擎~

旗是多种田霸锦台的结果.

1. 8 由..麟试验小蜡

(I)址'曾气量21I1 S/h. 即空蠕遭哩。. rems/I. 只能使震台球蠕捕，而不能搞动z 址"

气睡H.. S/hV1J:. ， I"空解遭鹰为 I.ss../s a;! l:..前踉.幢很 tf捕功.

(2)啧词u跨度 1:1 25-何m'/(m ' ·h) ， 址J"-气喔为27-loa. S!h即常珩矗鹰为0.&、

:1 .2_/_时，南踉ll'il-t二F粉生浓度为0.41/.·以上的事241 盼尘的除尘~年均均H.'.以上.

• • •



(3) 矗立童工艺条件T. 空蘑矗度.啧矗噩噩It障尘董事布.响.但不重蕾.唱.董度

为路~幅.a/(at..的.空J5矗度为2.3-.%."/S. 是il量肆擎的殴佳工艺条件.在此条件

下，具葡萄画的障11坦率.

(4) 气体的橱'在勘~披靡露响瞌尘it率.阙始.~~i:t踵撞画. I;在尘放字兽~.~.但也口气

体的绝....尘浓度也有所咽'目.

(5) 由于细矗尘R噎比侯"小，在障盒放率上'矗.or-蜻篝于候..

(I)φIS. +208合肆有比φIS袭φ!o同事..肇好的毒稽，显示出副高的瞌尘煌享.

2 .....障塞雷.

9i1萄Ii蟠除尘试程是在量琢磨It空试，量的军撞上遇町的.真目曲是3枝一仲旺具有远

.蝠'挥高的最尘世幸，又具有结掏自擎.

.作方便'特点的事式遣备.

%.1 9.篝饭.悻尘试毒囊 E

'革毒撞事障尘试量萤置，障 F罪 ~f-t

不再使用量It.霸饭闰II!.-(变动之外，真

余胃..磨障尘试量囊.. !I ii配莓民事结构

细圃'所示. J电具体'霞 .'F:

蠕肉if. \I….
'幢幢 S烧. 3J~.

蝠'匪a佳 τaa.

/fA.. 4...
恒间II! I%oaa.

在匾霸.320..蛙费有It.恒. ~:l便尽吁

幢幢少'旅英帝.在骂量中曾试量幢小嗖魏

京人口.~恒间~.从300_a碰到110.-.

也'试幢幢少蠕顶萄民庵，从320--.费

"….这些幢小引坦f雾捧夹带的变化，

遮盖量也在气体III川的水孚臂矗中{雹摸底

跚}事萨市明显跑最抬出来.观察到的厦t:殉

在囊·略I. 用7 !I海锯极需

%.ηa/I

S-:;Cal .lo)

重唱气'

.. ..*λ口alil_，只啡.tUI__…

嚼'事?← __1__ _&I';~.I.~~_._ J_~~些主
zπ.' ， I 2.77a'l

跚.艇.. s篇幅·

..λa......割阳· "静.«- ~«-
露集-..a..... I I

, ...«If."蟠内 I .梯-«-..Aa..... I…. I l
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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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并没有列出具体雾沫夹带数据，因此咱这些现象来说明夹带是不够严格的.此表仅

能提供参考.本试验所得数据均是在顶端320mm喷淋入口段300mm条件下取得的.

2.2 试验流程和试验粉尘物理参数

试验流程仍然使用上追捕球培试验流程，只是将揣l~珞换成穿流筛板塔.其他如进气方

式.取样方住.样品分析方语均和揣球塔试验相同.

试验用的是比2号烟道尘还细一些的3号嗣道尘.本烟道尘的铁含量为80.6惕，事·度为

5.44g/cm罩，粒度分布如表9所示，回s是显微镜下的观察结果.

寝. .罐篝辍蟠使用仇AI遵尘撞鹰份布

这样，针对影响除尘放率的几个因素，穿流筛极培条件试验可归结为如下内容z

啧淋密度: 15"'45m 3/(m'· t. i
粉尘浓度， 0.2......4.0g/m 3

处理气量 : 28"'95m 3/h
空培速度: 0.8......2.8m/5

路板块数: 5块. 3块.空培

圈，是两种偌试验条件也闺比较。

2.3 工艺条件试验

2.3.1 工艺条件的变他范剧

与揣球珞条件，试验相比，穿流筛板珞试

验条件作了如下调整g

(1) 减小粉尘浓度。棉球珞净化粉尘浓

度大部分在0.6 .....O.Bg/m3范围内:穿出筛

板培净化粉尘浓度控制在O.3g/m3 左右。

(2) 减小喷淋密度.棉球培喷淋密度在

25-55111'/(m凡的市围内E 穿流筛板塔啧淋

密鹰在15_45m3/(m I. h) 也围内.

(3) 适当减小址理气量，油球珩处理气

量簸高 iiI边 IIOm3/h l 穿流筛板塔簸多只能

位径 (1£皿} 区问百分戴(*>

.co以上 0.18

40-30 0.52

30-20 3.3

20-10 23.1

10- 5 43.9

5- 2 21.0

2tl下 2.0

{中也缸 j圭6.9μ皿}

. I" .

图8 显微像下观察到的3号烟遭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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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到85m a/h. 气量再高，雾沫夹带严重，试验无法进行.

2.3.2 五块第板的除尘试验

五块培板的穿流筛板培对于处理气量45.9ma/h (即空珞速度为1.34m/s) 以上各种条

件试验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其概况如表10所示.

同端球第一样，也研究了低气呈叶的除尘效率.表II就是空培童声。.84m/s时各喷淋量

下的除尘放率.这样的空培速度，虽然开始拦液，但是对于较低的喷淋密度，由于未能形成

足够高的持液层，因此效率并不高.这一点与瑞球培(见表。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别.

寝10 至极培植.....蟠隙盒篝.

荤·飞rt Jl 出气橡皮

处理气量 空榕建康 囔癖窑皮 (e/ ma) • 事(，，)

(e/ ma)
{圃I/h) {皿I·)

问 /··1 I·~u~徽1··1 ··1 总平均'自商 量. .商 罐.

45.9 。.84 15

4.2 盼 0.1791
66.1 1.93 25

O.ω38 。.00ω 48x2 100.ω 99.52 99.电8

79.9 2.34 35

94.7 2.77 45

.11 2培遭aO.84m/1时，越镰板稽除尘'且事

啧辩密应
辖板持愤层高度

造气橡皮 .气椒匮
效率 (111)

(1III /m llh) 顶层 (mm) 底层 (mm) (e/ma) (e/ma)

15 5 4 0.4C27 0.0ω06 98.50

25 15 10 0.4054 0.00487 98.80

35 23 15 0.3714 0.0021 99.43

45 28 18 0.2704 0.00082 99.70

2.3.3 三块培板的除尘试验

三块萨板的穿流筛板培除尘试验，在与五块结板相同的工艺条件下显板出稍低一点的除

尘娃率.五块培板总平均效率99.86%. 三块珞板且平均效率。9.69惕。二三块培板的1生尘试验

概况列于表120

寝12 三梅稽.1fJ.撞'很精隙尘篝混

造气隙虞 幽气晴舰虞 1 ,
规率飞*)

~.气量 2蠕慧II 啧讲密II (e/ma) I (e/ma)
a1 '/h) I (mI.) I fma 四 • 且徨 咽J

最高 I •• I 缉高 I l醺低 l取佯总戴i 缅离 I •• I 居于巧

45.9 I 1.34嘈a

68.0 I 1.93 I I
80.% , 2.34 I I 0.6016 I 0.2689 I 0.0049% I 0.0∞3% I 16x2 I 99.92 I 98.85 I 99.69

25 I I I
94.9 I 2.77

.·z'1.



2.3.4 进气扬尘浓度.空培速度.喷淋密度对除尘效率的影响

进气粉尘浓度对除尘效率有影响，这与端球塔类阻，即进气秘尘浓度增大，除尘效率增

高，出口粉尘浓度也有所增加.表13是五块塔板在同一喷淋峦度下不同道气扬尘浓度时的除

尘效率统计情况。

.13 啧擒..25m'/m
1
b亨不同越气..浪鹰It...姐"镰讲

处理-'t量 空喀蕴皮 造气~尘平均密度 出气串串尘平均橡胶 a芋ttt事
取阵个最

{皿'/b) (皿/s) <,1m') <r/m') (,‘>

46 1.3 8X2 0.3231 。.0004II 99.83

" 1.9
8X2 1.1114 G.创lO1 99.93

" 2.3

95 2.8 8X2 3.0421捕 。.创窟' 99.904

在五块培板的穿流筛板塔试验里，可以吾得出空培速度对除尘效率有影响，但并不十分

显著.在 15 ， 25 , 35m'/(m 1 ·b) 的喷淋密度丁，增加空塔速度，除尘效率都略有提高的趋

势，在45m'/(mτ·h) 的喷淋密度下， \tIl呈现出不够规则的情况，这可能是由雾抹夹带所引

起的.至于喷淋密度对除尘效率的影响，在空第速度达到 1.3m/s 以上时，增加喷淋啻度更

看不出有显著影响，见表14.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较低的空培速度。.8m/，条件下，无论是增加空增速度，还是

增加啧淋密度，都对除尘效率有显著影响，见表14.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影响?其主要因素是

培板上持液层高度。根据实验观察和数据分析，要保证塔正常工作，第报上持液层高度至少

维持在 l ，/mm以上，

表1. R蟠邃...瓣....露.1......

.. .密 a <"'f (....b) ]

• 事(4')
15 25 35

。.8 91.18 98.B2 99."
1.3 99.87 饨.11 99.11

r.!II..
1.9 99.85 00.80 ..85

{皿Ii)
2.3 99.93 99.95 99.98

2.8 99.89 00.88 ..'2

·囊..事矗两个平衔...，平绚值

".70

..59

..8。

..79

111.110

应读说，费 14中效率达到 99*以上的空踏遍度和喷淋密度都是满且生产要求的工艺条

件.

," .4 穿槐筛板珞试验小结

(I) 空第遮度边贸aO.8m/.时，穿流筛板踏即开始拦浓.但是，只有啧梆密度在

35m'/m'b以 .t时，每居然阪才具有15mm以上的持液居高度，穿流筛板婿才具有US'*'以上的

除尘效率.

.,z.



(:!)空蟠矗鹰在1.3m/s以上，啧淋啻度在15ml/m2b以上时，穿流筛极培对于粉坐浓度

大于0.2坦/1圃'的气体具有991&以上的除尘效率.

(3) 空培速度在 1.3m/s以下，变化啧淋密度、空培速度对除尘效率显著影响 g 空培速度

在1. 3m/s以上，变化啧淋茜度.空第速度对除尘效率无显著影响.

(4) 增加进气的秘尘浓度，出口气体的秘尘浓度也有所增加，但除尘总效率也有所精加.

(5) 三块培板的穿流筛极培的除尘效率略低于五块培板的除尘效率，空培的除尘效率较

低.

(的培E力降小，在试验中，五块培板最大困力降为131mm HaD (培底负哇为 371mm

H 20) •

2.5 问题和讨论

就培本身的研究来说，穿流筛板培除尘试验，还有很多的内容可研究.本试验只是以提供

满足生产需要的数据为目的，在工艺条件上作了部分研究.在藩的结构上只作了改变实际级

致的试验，而对培板的开孔率、板间距都未作详细研究.下面就试验中几个较为突变的问跑，

作一点扼要的讨论.

(I) 培板开孔率

本试验采用了大孔侄大开孔率第板，这无疑增大了处理量.对于穿流筛板塔，增大处理

量常常需要以赢小操作弹性为代价.本试验中，喷淋密度在15和25ml/(m丸"的条件下，

0.8m/s的空塔速度得不;'J99"的除尘效率，因为培板上的积液层太低，远不到15.......细细细.

只有增加啧淋密度或增加空珞矗度，增加识液层高度，才能达到ω锐的除尘效率.如果赢小

开孔率，藏少泄漏，增加积液层高度，也许能在较低空培矗度.较低喷淋密度下达到所要求

的除尘效率，但在较高空培速度下雾沫夹带也许又会带来问题.因此，对于这个培的研究，

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但是目前的试验数据巳能满足生产要求。

(2) 培底进气方式

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说过试验中踏鹿进气方式实际构成了一个温壁旋风分离器.对于

这个分离器究竟能起多大的除尘作用，因试验条件听限，未作研究.但是从表14中，可得出

一点启示.当空第速度为0.8m/s时，增加喷淋密度可提高除尘效率.增加喷淋密度，对旋风

擅壁影响不大，而对积液层高度影响较大，因此，可认为空培速度低时，增加啧淋密度，除

尘就率提高主要是积液层高度增加所造成俐，温壁旋风分离器的除尘作用并不显著z 此时，

如果不是增加晴淋密度，而是增加空培速度，也能提高积液层高度，提高培娃惑，·m是，随

着壁培遭度的增加，旋风理壁的除尘作用也就越来伊发呢出来.

(3) 负庄操作

本试瞌为模拟实际生产条件，采用了负压操作条件.有资料认为，负压操作对于提高空

培遭度.增大处用气量.减小雾沫央带是有利的o )仨试验对此米能作具体研究.

结论

1.粉尘

参照元件切割过程珩产生粉尘的植鹰参数，本试验选定了对烟遭尘的除尘试验作为试验

重点.我们认为，果用此类粉尘作为元件切割时的模拟粉尘是可行的，因此，烟遭尘净化试

. '1 .



验的数据，对于无件切割粉尘净化是适用的.

此外，在实际生产中UOl粉尘蜜度为 IO.3gfcm'. 比本试验中的铁粉重得多，其次还呆

用能溶解UOl秘尘的硝酸溶液作淋洗水，这无疑会使除尘效率进一步得到提高.

2. 塔型比较

漏球培空培速度为O.S......3.2m/s. 啧淋密度为25m'/(m z • h) 以上时.均具有99"以上的

除尘效率.尽管空培庐度低时，揣球端动不好.但仍具有较高的除尘效率.对于试验的描球

培，挂好的工艺条件如下z

蟠内径 llOmm. 揣球直径 15. 20mm.

级数 3缀，材料低压聚乙烯，

培板孔径 7mm 装填高度 IIOmm.

开孔率 49*. 喷淋啻度 35......45m'/(m z·h) •

板间距 550mm. 空培速度 。. S......3. 2m/.; (典中2.3-2.Sm/s为最好) •

与撬球培相比，穿流筛板培没有那样宽的操作范困.但试验中的穿流筛板塔操作范围是

能满电生产需要的.此外，在结构上与揣球第相比，穿流筛板培具有结构简单.不更换球的

最大优点.因此.对于动力雄元件切断粉尘的净化，穿流筛板培仍然是值得推荐的培型.推

荐的穿施筛板第结构参数如下z

培内径 IIOmm.

级敷 5缀，

培植~，在~ 7m徊，

开孔率 499岛，

板间距 120mm.

工艺条件如下z

A组 z 咿淋窜度 25m'/(m 1 .h) •

空珞速度 1.3......2.8m/s.

B组 g 喷淋密度 35m'/(m 1 .b) •

空踏速度 。 .8-2.8m/s.

两组空第速度均以1.9-2.3m/.为最好.

本试'金揣球踏使用的揣球是由重庆塑料三厂提供的.铁栅是由北京市第二轧钢厂粉末冶

金车间提供的. I 号. 2号. 3号烟遁尘均由北京市第一粉末冶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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