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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电两相流中荷电尘粒聚并机理及其应用
任国平，沙毅，王军锋，罗惕乾
（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提出用静电技术对动力机械及工厂排放的烟尘和尾气进行预处理，使尾气中含有的粉
尘荷以极性相反的电荷，再使之混合极性相反的荷电粉尘聚变成较７ｋＫｒ－７－，以提高现有除尘器的效
率和技术经济指标，并对这一技术可行性和机理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
关键词：除尘；荷电微粒；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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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含尘气体的能力、除尘效率和压力损失来

引言

衡量。而除尘器的经济指标用设备投资及运行费

动力机械及工厂排放的烟尘和尾气的净化技

用、占地面积、可靠性和工作寿命衡量。

术，是流体工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大气污

机械式除尘器包括重力沉降室、惯性除尘

染物大致分为两大类：气溶胶污染物和气态污

器和旋风除尘器等。它们都是利用粉尘的质量力

染物。气溶胶污染物指悬浮在气体介质中的固态

（重力、惯性力和离心力）的作用使粉尘与气流分

或液态颗粒组成的分散系统。根据国际标准化组

离。理论上重力沉降的速度、离心分离的速度、

织（Ｉｓ０１的定义，粒径小于７５“ｍ的固体粒子称为

惯性沉降的速度都与粒子直径的平方成正比。因

粉尘，大于７５斗ｍ的固体粒子称为粗尘，小于１

此，粉尘粒径越小，则除尘效率越低，除尘器的

¨ｍ的固体粒子称为亚微粉尘。研究表明粒径１０

尺寸越大，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越差。

¨ｍ（ＰＭｌＯ）以下的粉尘是影响大气透明度的主要

过滤式除尘器是使含尘尾气通过织物或多孔

因素，同时对人体伤害也最大汜Ｉ。ＰＭｌ０以下粒子

填料层进行过滤分离，如袋式除尘器、颗粒层过

可在呼吸道中沉积，ＰＭ５以下粒子可以深入人体

滤器等。这类过滤装置的间隙必须小于粒子直

肺泡，甚至进入血液系统中。燃烧１ ｔ煤排放的固

径。因此，粉尘粒径越小，过滤层越要密实，过滤

体粉尘多达ｌＯ蝇，达到欧Ｉ排放标准的轻型柴油

层的流体阻力系数急剧增大，尾气通过除尘器的

车每公里排出的碳粒为０．１４９，从一次能源储备

压力损失急剧增大，过滤器的尺寸也增大，除尘

量结构看，世界石油可使用７０年，而煤储量还可

器的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随之下降。

用２００年。气溶胶污染问题将是相当长时间困扰
人类发展的问题。

电力除尘器是利用静电力使粒子与气流分离
的除尘装置。理论和实践表明，粒子向极板的沉

近年来制定和实施了一大批排放的国家标

积速度（驱进速度）也是随着粒径的增大而增大，

准，对总悬浮颗粒物（ＴＳＰ）和可吸人颗粒物（ＰＭ １０）

特别是粒径大于１¨ｍ以后，驱进速度随粒径增

或粉尘排放作了相应规定。除尘的成本是很高

大而急剧增大，表明这种除尘器的技术指标和经

的。高效低成本除尘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和工

济指标也是随着粉尘粒径的增加而改善的。同时

程技术人员的挑战。

电除尘器对进入除尘器的尾气粉尘含量有限制，

１

粉尘粒径对除尘器效率的影响

尾气含尘浓度在３０

ｇ／ｍ

３以上必须进行预处理，

降低浓度后再进入电除尘器…。

从含尘尾气中分离和捕集粉尘主要是采用除

综上所述，含尘气体的粉尘粒径直接影响除

尘器。干式除尘器主要有三类：机械式除尘器、

尘器的技术和经济指标。粉尘粒子越大，除尘器

过滤式除尘器和电除尘器。除尘器的技术指标由

的技术和经济指标越高。

作者简介：任国平（１

万方数据

９６

２一），男，江苏扬中人，江苏大学博士生，主要从事两相流研究。

排灌机械第２４卷第１期

２

任国平等：荷电两相流中荷电尘粒聚并机理及其应用

复杂，目前主要是实验研究。

静电技术在除尘中的应用
利用静电技术对排放的烟尘和尾气进行预处

３

粉尘粒子荷电和聚并的实验研究

理。将含尘尾气分成两股，用静电技术分别使其

１）建立正、负粒子充电试验台。见图ｌ，着

中的粉尘粒子荷以极性相反的电荷，形成荷正电

重研究正、负荷电的差别，研究电极结构及相关

和荷负电的气固两相流动，再使这两股极性相反

的电参数和流动参数。

的气固两相流混合，其中带极性相反电荷的粉尘

粒子荷负电机理研究较为充分，充电电压、

粒子相互吸引和碰撞，聚并成大粒子，再用现有

电极结构、粒子物性等对粒子荷质比的影响等均

除尘技术予以脱除。

有探讨。实验表明，粒子充以正电荷效果不佳，其

资料表明，如果粒径经过聚并预处理，把

机理也更为复杂，这也是荷正电的两相流应用很

５～ｌＯ¨ｍ的微粒聚并成１０～２０斗ｍ的微粒，这

少的原因，仅在一些空气净化器中有少量使用。

一尺寸的粒子的分级效率可大幅提高。带挡板的

所以必须对粉尘粒子荷正电的机理进行探讨。

沉降室除尘器的分级效率由２２％提高到４３％，普

对比分析表明，在同一电压条件下，负电

通的旋风除尘器的分级效率由３３％提高到５７％，

晕放电对不同颗粒的荷电量均大于正电晕放电对

长混体旋风除尘器的分级效率由７９％提高到

颗粒的荷电量。这是由于正电晕放电极间区域只

９２％，电除尘器的分级效率也可由９４．５％提高到

有正离子向极板漂移，而负电晕放电极间不仅存

９７％…。避免随着尾气排放标准越来越严，除尘

在负离子，而且存在未被附着的自由电子，因而

器越做越大，技术和经济指标越来越低的恶性

形成负离子与自由电子同时向极板漂移。自由电

循环。粒子荷电与充电电压、电极结构、粒子

子对颗粒的荷电率比离子荷电率高得多，从而使

物性有关，荷电粒子的聚并与粒子荷质比，混

负电晕放电对颗粒的荷电量明显高于正电晕放电

合后段流场特性有关，其聚并机理和过程极为

的荷电量ＨＩ。

精密微安表
图１双极荷电装置示意图

２）建立聚并？昆合段试验台，研究荷电粒子聚
并机理，混合段流场特性、荷质比、流速等对

经济指标该聚并方式是可行的。聚并效果与风
速，正负电荷质比、颗粒的物性等等有关。

粒子聚并的影响。用ＰＤＰＡ仪分别在聚并混合段

这一技术可大大提高烟尘和尾气中粉尘的脱

进口和出口处测量粒子的直径，并在聚并段出

除效率，特别是微小粒子的脱除效率，对已建成

口测定粒子聚并后残余的荷质比。

和运转中的除尘系统，只需在系统前加装静电粒

研究表明¨０ｌ，混合段流速的增加，会导致

子聚并装置，不必做很大改造和更新，易于实施。

聚并的效率降低，但聚并效果更多地依赖于正荷

经专门设计后，可用于运输车辆的尾气净化系统

质比的配合。

中，除此之外还可用于材料制造等领域，具有广

４

结论

阔应用前景，对我国的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正负荷电，让分别荷上正电负电的颗

荷电粒子的聚并机理，荷电两相流聚并混

粒聚并成大颗粒，以提高除尘器的效率和技术

合流动的研究，及影响聚并过程因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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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名流集团企业简介
山东名流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坐落于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威海市羊亭工业区，是威海市工业
明星企业，山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并连续多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集团公司注册资本６８００万元，总资产１．５亿元，职工６００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８０余人），
占地面积９万平方米。公司具有精良的加工设备和国际先进的生产流水线装备，是技术力量雄厚、
检测手段先进的现代化企业。
集团公司具有３０年生产水泵的历史，以泵业为龙头下辖：威海名流金井泵业有限公司（中韩
合资）、威海名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威海名流铸造有限公司、威海名流机械刀片有限公司、威海
名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五个子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各种潜水泵、污水泵、工业泵、电机、数控
机床、铸件、机械刀片等系列产品。
集团公司还与江苏大学合作成立流体研究所威海分所，引进清华大学水利设计软件及电机设计软
件，具有自行开发各类较高技术含量水泵的能力。此外，公司还引人ＥＲＰ管理系统，使整个生产
实行动态软件化管理，从而建立了一流的质量管理体系，并于２００ １年通过ＩＳ０９００ １—２０００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
公司生产的各类产品性能稳定、质量可靠，各系列产品均获得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和进出口产品许可证，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欧洲、非洲、韩国和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并
以周到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一流的品质，赢得了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公司热情欢迎各界人
士光临指导，并期待各种形式的业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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