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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烟气脱硫装置专用设备除雾器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煤锅炉湿法脱硫装置除雾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湿法烟气脱硫装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
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的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厅1040.3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3部分：薄膜和薄片的试验条件（GB汀1040.3-2006,
ISO 527-3: 1995, IDT)
    GB汀1634.1塑料负荷变形温度的测定第1部分：通用试验方法（GB汀1634.1-2004, ISO
75-1: 2003, IDT)
    GB/T 1843塑料悬臂梁冲击强度的测定（GB/T 1843-2008, ISO 180: 2000, IDT)
    GB汀2547塑料取样方法
    GB/T 8237纤维增强塑料用液体不饱和聚酯树脂
    GB/T 18369玻璃纤维无捻粗纱
   GB厅18742.2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2部分：管材（GB汀18742.2-2002, neq ISOO10
15874-2: 1999)

   GB厅18742.3冷热水用聚丙烯管道系统第3部分：管件（GB厅18742.3-2002, neq ISOOIS
15874: 1999)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除雾器mist eliminators
    应用撞击式原理，采用各种形式薄板片组成的用于分离烟气中的液态雾滴的装置。
3.2

    除雾器叶片mist e胜minator blades
    组成除雾器的薄板片，是组成除雾器模块的最基本单位。
3.3

    除雾效率removal efficiency for liquid droplets
    除雾器在单位时间内捕集到的液态雾滴质量与进入除雾器液态雾滴质量的百分比值。
3.4

    压力降pressure drop
    烟气通过除雾器通道时所产生的压力损失。
3.5

    临界分离粒径dcr  critical dro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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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雾器在一定气流流速下能被完全分离去除的最小液态雾滴的粒径。
3.6

    重新夹带临界速度critical velocity for re-entrainment
    当通过除雾器的烟气流速超过一个流速后，除雾器分离去除的液态雾滴重新被烟气夹带，造成除
雾能力迅速下降，这一临界烟气流速称为重新夹带临界速度。
3.7

    冲洗系统washspraying system
    由管道和喷嘴系统组成的用于对除雾器模块进行冲洗的装置。
3.8

    冲洗扭盖率overlap percent
    冲洗覆盖率是指冲洗水对除雾器断面的覆盖程度，用百分比表示。
                          Q二人'tan g (a12) /AX 100 .......................................... (1)

    式中：
   Q冲洗覆盖率，（％）：

    n―喷嘴数量，单位为个：
    h冲洗喷嘴距除雾器表面的垂直距离，单位为m;
    a―射流扩散角，单位为（。）；
    A―除雾器有效通流面积，单位为m2 0
3.9

    除雾器冲洗程序wa比叩份yl恤g proc川ure
    按某种顺序依次冲洗除雾器截面各个分区的程序。

4技术要求

4.1基本要求
4.1.1除雾器按结构形式分类参见附录A，按制造材料的分类参见附录B，除雾器应具有较高的可利
用性和良好的除雾性能。
4.1.2除雾器应保证其能运行在一个较宽的烟气速度范围内且能适应吸收塔内烟气平均空塔速度在
士25％的不均匀分布情况，保证其使用性能和结构强度。
4.1.3除雾器应能承受长期运行温度为80 C，并能在10 min的时间内，承受85℃的运行温度。
4.1.4前级除雾器前后方和最后一级除雾器前方均应设置水冲洗系统，用作除雾器的日常运行冲洗。
最后一级除雾器后方如果设置冲洗喷淋层，应仅用于脱硫装置停运时冲洗除雾器。‘
4.1.5除雾器冲洗装置应能对除雾器进行全面冲洗，不能有未冲洗到的表面。应按除雾器截面分不同
区域的按一定程序设置冲洗，除雾器冲洗程序应使平均冲洗水量、最大冲洗水量、冲洗时间最优，降耗
节能。
4.1.6冲洗不宜过于频繁，以防烟气带水增加，但也不能间隔太长，防止产生结垢，除雾器的冲洗周
期时间主要根据烟气特征及吸收剂确定，一般以不超过2h为宜。
4.1.7除雾器冲洗用水应保证质量，建议其水质主要指标为：pH=7-8，总悬浮固形物＜1 000 mg/L,
Cat+<200 mg/L, SO42-<400 mg/L, SO32-<10mgi飞。
4.1.8除雾器冲洗用水宜由单独设置的除雾器冲洗水泵提供，除雾器冲洗水泵宜每台吸收塔设两台，
一运一备，或两台吸收塔设三台，两运一备。如吸收塔前未设降温喷水系统则除雾器冲洗用水泵设计上
应考虑事故状态下由保安电源供电。
4.1.9除雾器冲洗水的压力应进行监视和控制，冲洗水母管应设置恒压阀，保持冲洗水压稳定，冲洗
水压力宜不小于0.2MPa。冲洗水母管的布置应能使每个喷嘴基本运行在平均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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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吸收塔外除雾器冲洗供水管每根应设置自动开关阀，以保证每根水管可以单独运行。
4.1.11相邻冲洗喷嘴喷淋范围应有重叠，喷嘴布置使其冲洗覆盖率至少为150%（平均值）。
4.1.12通过除雾器的最大表观烟气流速不能超过其重新夹带临界速度。
4.1.13除雾器叶片间距宜适当控制：初级除雾器30 mm-50 mm，第二级除雾器20 mm-30 mm.
4.1.14除雾器应保证在支撑边缘与吸收塔壁或除雾器的任何部分之间都没有烟气“逸漏”现象。
4.1.15除雾器采用单元结构组合而成。单元的尺寸设计原则为：假如该单元被石膏浆堵塞后，不超过
两个维修人员可用手搬运走，且组件能通过附近的吸收塔人孔门进出。设备和附件的更换和维护应不需
用特殊工具即可接近。支撑梁／人行道有足够强度以便维护。
4.1.16所有除雾器组件、冲洗母管和冲洗喷嘴应易于靠近进行检修和维护。设计的除雾器支撑梁可作
为维修通道，除雾器的设计除考虑静负荷外还应考虑最小300 kgf/m2的动负荷。
4.1.17、除雾器内部通道的布置应适于维修时内部组件的安装和拆卸。
4.1.18每级除雾器的压降应进行测量。考虑到吸收塔直径较大，为保证除雾器压降监测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每一横断面的压力监测应在吸收塔壁圆周方向均匀设置三个测量点。测量除雾器压降的装置应采
取防止堵塞的措施。
4.2性能要求
4.2.1在规定的所有运行条件下，在除雾器第二级后测得的烟气中雾滴携带量应小于75 mg/m3（干态，
标准工况），对应的最大液滴尺寸为20¦Ìm。除雾器出口烟气中雾滴携带量的测定方法参见附录Co
4.2.2除雾器部件的质量保证期为45 000 ho
4.2.3除雾器的整体使用寿命应不小于15年。
4.2.4在清洗有效的情况下，除雾器的压力降不宜超过150 Pa，且在整个保证期期间，除雾器总的压
力降增加不超过加％。按照4.1.8中用在线仪表来测量该压力降。在整个运行保证期间，不用手工清洗
除雾器，唯一使用的清洗方式就是设计用来进行在线清洗的永久冲洗系统；该系统的冲洗强度、频率、
持续时间都应在设计条件下运行。
4.2.5除雾器的重新夹带临界速度应不小于4.5 m/s.
4.2.6除雾器的临界分离粒径4应不小于30 ¦Ìm.
4.3材料要求
4.3.1产品材质要求见表to
                                表，除雾器各部件常用材质
序号 除雾器部件名称 材 质 备 注

1 除雾片 改性增强聚丙烯塑料（PP）或玻璃钥(FRP)
2 除雾器模块装配部件 改性增强聚丙烯塑料（PP）或玻璐翎(FRP)
3 冲洗水管道系统 PP-R (S5级）或玻瑞钼(FRP） 冷水管

4 喷嘴 共聚型聚丙烯

5 塑料螺栓螺母 改性增强聚丙烯塑料（PP)

4.3.2
4. 3. 3

改性增强聚丙烯塑料（PP）性能要求参见附录B.
玻璃钢除雾器应由高等级的乙烯基树脂（例如双Fft A环氧乙烯基酯树脂）增强玻璃纤维制作，

并有耐磨层。耐磨层的增强材料为表面毡、玻璃纤维短切毡或玻璃纤维针织毡，结构层增强材料为玻璃
纤维方格布及针织毡或短切毡。玻璃钢性能要求参见附录B.
4.3.4玻璃钢除雾器用乙烯基醋树脂，应符合GB汀8237的要求。
4.3.5玻璃纤维为无碱玻璃纤维，应符合GB汀18369的要求。
4.4安装要求
4.4.1除雾器模块
    除雾器模块按几何形状分为标准模块和异型模块两种，按模块内除雾片间距分为粗级除雾器模块和



J B/ T 1 0 9 8 9 - 2 0 1 0

细级除雾器模块两种。模块的除雾片凹凸方向须一致。
    除雾器模块零部件结构尺寸和极限偏差参见表B.2.
4.4.2冲洗系统
    每根管道组装完后，其总长度极限偏差士30 mm；同一直线上喷嘴座与喷嘴座之间的距离极限偏差
士5 mm；同一根管道上，喷嘴角度极限偏差士10 .
4.4.3平板式除雾器直径及圆弧度
    平板式除雾器组装后直径及圆弧度极限偏差士20 mm
4.4.4屋脊式除雾器平整度
    屋脊式除雾器模块平整度不大于3mm.
4.4.5烟道式除雾器排水系统
    烟道除雾器模块是安装在排水槽下，排水系统由排水槽及排水管组成，主要是把除雾器冲洗水分层
集中排出。水槽的承载能力为250 kgf/m2

5检验和试验

5.，检验
5.1.，总则
    应对除雾器组件进行尺寸检查与目检，所有部件尺寸应与最终施工安装图样相符。
5.1.2表面检查
    表面质量检查采用肉眼逐个进行检查。
5.1.3尺寸检查
    对受检的逐个零部件进行测量并满足图样检测标准。
5.1.4圆弧度检验
    圆弧度检验仅针对平板式除雾器。将整个除雾器的模块按安装图样的形式在水平地面上拼组成型，
测量其直径及圆弧。
5．，．5平整度检验
    平整度检验仅针对屋脊式除雾器。将2个～3个标准模块或异型模块按要求拼组成型，检测相同面
上除雾片外边的平整度。
5.1.6其他检查
    改性增强聚丙烯塑料原材料，每批一个，按照GB汀2547方法进行测定。
5. 2试验
5.2.，除雾器叶片应进行成品的材料力学性能，如拉伸强度、悬臂梁缺口冲击韧度、热变形温度等试
验。试验方法按GB汀1040.3. GB厅1843. GB/T 1634.1执行。
5.2.2冲洗水管道水压试验和喷嘴试验。试验方法按GB厅18742.2. GB厅187423执行。
5.3检验规则
5.3.1检查和验收
    检查和验收由质量检验人员进行，需方监造人员也可以参加检验和进行验证。
    产品质量检验包括原材料检验、生产过程检验和产品终检三个过程。
5.3.2组批
    除雾器模块及其零部件抽检比例为2%-5%，冲洗水管道系统100％进行检验。
5.3.3复验和判定规则
    检验的结果应符合5.1. 5.2的要求，可根据情况增加抽检数量或进行复检。当一检验项目不合格且
与工况与标准工况出现差异时，允许进行一次复检；如仍不合格，即被判定为不合格。当一检验项目不
合格且与标准相差较大时，判定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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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标志
    除雾器应在明显位置打印永久标记（编号），以便日后对应更换。打印标记不应损伤除雾器，也不
能影响除雾器的耐压强度和性能。
6. 2包装
6.2.1随机文件
    随产品提供的文件包括：
    a)发货清单：
    发货清单包括如下内容：货物名称、用户名、项目信息、发货人、发货日期、发货方式、承运单位、
    承运人、收货情况、收货单位、收货人、收货日期。
    b）装箱清单：
    每个包装箱均须有一份装箱清单，且用塑料样品袋封装。装箱清单包括如下内容：用户名、产品名
    称、所装内容、装箱人及装箱日期。
    c）检验报告。
    d)产品合格证：包括喷嘴产品合格证。
    e)安装使用手册：
    安装使用手册包括如下内容：用户名、项目名称、产品名称、合同编号、安装图样、安装说明（安
    装步骤及安装注意事项）等。
    f)用户要求的其他文件。
6.2.2产品包装
6.2.2.1产品均采用木质包装箱包装，并按除雾器模块、冲洗水管道和安装附件分别进行包装。除雾
器模块和冲洗水管道采用半裸式木包装箱，内衬聚乙烯薄膜；安装附件采用封闭式木包装箱。包装箱应
满足产品上下车及运输过程中不受到损坏。
6.2.2.2每个包装箱外部应注明下列标志：
    a）产品型号、名称及出厂编号；
    b）产品重量；
    c）产品数量；
    d）收货单位名称和地址：
    e)制造厂名及地址；
    f)包装外形尺寸；
   g）包装日期；
    h）运输注意事项（如防雨、向上、小心轻放等）。
6. 3运输
6.3.1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有剧烈震动、撞击，必须小心轻放。
6.3.2应采用耐候型包装、加固及封闭等措施。
6.3.3任何特殊的搬运指南必须用容易辨认的粗体字在发运的货物上提示清楚。
6. 4贮存
    产品不应随意堆放，应单独存放，并有防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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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除雾器的分类与描述

A.，分类

脱硫除雾器可根据结构形式分为平板式、屋脊式、烟道式三类。

A. 2描述

AZ.1平板式除雾器
    除雾器模块采用水平结构形式的除雾器装置。平板式除雾器可安装于吸收塔内，烟气为垂直流向，
称为水平式板式除雾器或简称平板式除雾器；平板式除雾器也可垂直安装于吸收塔出口水平烟道上，称
为垂直式板式除雾器或烟道式除雾器。
AZ.2屋脊式除雾器
    除雾器模块采用屋脊结构形式的除雾器装置。按外形分有“人”字型、菱形和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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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除雾器产品材料和尺寸要求

B．，除雾器的材料种类：
    a)聚丙烯除雾器；
    b）玻璃钢除雾器。
B.2除雾器的材料性能要求见表B.I.
                                表B．，除异器的材料性能

除雾器模块零部件尺寸极限偏差见表B.2.

性 能 单位 聚丙烯除雾器 玻璃钢除雾器

除雾片拉伸强度（在20℃下侧试） MP a 3 5 150

除雾片悬臂梁缺口冲击韧度 kJ/m2 3.75 21

除雾片热变形温度（0.45 MPa) ℃ 120 149

表B.2除界器模块零部件尺寸极限偏差
除雾器

类型
模块类型 模块型号 模块构成

长度方向

极限偏差
    mm

高度方向

极限偏差
      mm

宽度方向

极限偏差

    r0-ff

平板式

水平式

标准模块

粗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 士2 士2 0-0.2
连接筋板 』 ¡À2 士0.5

限位挡板 ¡À1 ¡À1 士0.5

细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 ¡À2 士2 』：
连接筋板 』 ¡À2 士0.5

限位挡板 ¡À1 士1 士0.5

烟道式

标准模块

粗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 ¡À2 ¡À2 0-0.2
连接条 ¡À2 ¡À1 ¡À1

封边板 ¡À1 ¡À1 士1

抱梁板 士1 士1 士1

细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 士2 士2 0-0.2
连接条 士2 士1 士1

封边板 ¡À1 士I 士I

抱梁板 士1 ¡À1 士l

屋脊式 标准模块 粗级除雾模块

支撑梁 士2 土1 士1

挂板固定件 ¡À1 土1 士1

支撑件 士1 士1 ¡À1

侧板 士2 士2 士0.3

密封支撑板 土2 ¡À 1 士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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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除雾器模块零部件尺寸极限偏差（续）

除雾器

类型
模块类型 模块型号 模块构成

长度方向

极限偏差
    r nr n

高度方向

极限偏差
    mm

宽度方向

极限偏差
    mm

屋脊式

标准模块 细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带钩） 士2 ¡À2 0-0.2
支撑梁 士2 ¡À1 士1

挂板固定件 士1 士1 士1

支撑件 士1 士1 士1

侧板 士2 士2 士0.3

密封支撑板 士2 士1 士0.3

异型模块

粗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 士2 士2 0-0.2
支撑梁 ¡À2 士I ¡ÀI

挂板固定件 士I 士1 士1

支撑件 土1 士1 士1

侧板 士2 士2 士0.3

密封支撑板 ¡À2 士1 士0.3

细级除雾模块

除雾片（带钩） 士2 士2 0-0.2
支撑梁 士2 士I 士1

挂板固定件 士1 士l 士1

支撑件 士I 士I 士I

侧板 ¡À2 士2 士0.3

密封支撑板 士2 士I 土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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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除雾器出口烟气中残留雾滴的测定方法

按VDI 20“流动烟气中物质粒子浓度的测定方法（见表C.1)进行。
                                  表C.1测定方法

项 目 换刂量方法

液滴含量 镁离子示踪法

镁离子 EDTA滴定法
烟尘 重量法

a）在除雾器出口烟道上采集烟道中烟气，记录采样时间，同步测量烟气流速、标准干烟气量、烟
    温、烟气含湿量、烟气含氧量等。
b）在除雾器出口，用带加热采样管和尘分离器的标准除尘设备进行等速采样。采样管和整个采样

    装置在采样前必须仔细地用超纯水清洗。采样体积5 m3，微纤维过滤器直径110 mm。采样后
    用超纯水对采样管和采样设备进行反复冲洗，洗液倒入250 mL容量瓶中定容。洗液混匀后用
   EDTA法测定Mg 2+含量。

c)用稀释的高氯酸和超纯水对采样后的微纤维过滤器进行反复冲洗，洗液用慢速厚型定性层析滤
    纸过滤到250 mL容量瓶中，定容，混匀后用EDTA法测定Mg2＋含量。另取一个新的微纤维过
    滤器作空白样，测定Mg2＋含量。

d）在气体采样过程中测定吸收塔浆液浓度，再取500 mL吸收塔浆液样品，用厚滤纸过滤，测定
   Mg2＋含量。

e）测定吸收塔进口烟尘浓度。
f)计算除雾器出口液滴含量，按式（C.1)计算：

     C=1000 [ (C,XV1+C2XV2-C3X V3) Xp/ (COX VO) -MOX 1 000Xp/CO] ............ (C.1)
式中：
C一清洁烟气液滴含量（sd, dry)，单位为mg/m3;
C,―微纤维过滤器洗液中Mg2十含量，单位为mg/L;
V,―微纤维过滤器洗液体积，单位为mL;
C2―采样管洗液中Mgt十含量，单位为mg/L;
V2―采样管洗液体积，单位为mL;
C3―空白微纤维过滤器洗液中Mg2＋含量，单位为mg/L;
V3―空白微纤维过滤器洗液体积，单位为mL;
p―吸收塔浆液浓度，单位为kg/m3;
CO―吸收塔浆液滤液中Mgt十含量，单位为mg/L;
Yo―采气标准体积（sd)，单位为m3M;
人1o―吸收塔进口烟尘含量（sd)，单位为mg／m3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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