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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袋式除尘器的原理及使用保养 

王宏伟等 

（河北省衡水市交通局职工学校） 

摘  要：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会产生大量粉尘和燃烧废气，必须加装除尘系统。袋式除尘器以其除尘效

率高、适应性强、处理的风量范围大、便于粉尘回收等优点，常作为旋风除尘器后的二级除尘装置。本

文介绍了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机理、结构以及滤料的选择，并对其使用保养和故障诊

断进行了阐述。 

关键字：袋式除尘器; 滤料  

    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在生产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粉尘和燃烧废气，造成对环境的污

染，所以必须加装除尘系统。由于袋式除尘

器具有除尘效率高、适应性强、处理的风量

范围大、便于粉尘回收等优点，故常作为旋

风除尘器后的二级除尘装置。 
1 袋式除尘器的除尘机理 
    袋式除尘器运用的是过滤机理，即利用
织物制作的袋状过滤元件，从含尘气流中捕

集粉尘。其过滤过程比较复杂，一般来讲，

粉尘粒子被捕集沉降，即分离过滤，并非只

有一种沉降机理在起作用，而是重力、筛滤、

惯性、碰撞、吸附效应、扩散、静电吸引等

多种力的综合效应。当含尘气流经过滤袋时，

比滤袋滤料空隙小的微粒，由于重力作用被

滤袋挡住，与滤袋发生碰撞或被滤袋纤维吸

附而停留在滤袋表面和空隙中，形成粉尘层，

而这层粉尘也参与过滤作用。随着粉尘的聚

集，除尘效率不断增加，同时阻力也增加，

滤袋内外两侧的压力差增大，把附在滤袋上

的一部分微细粉尘挤过去，使除尘效率下降，

此时则需要及时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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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袋式除尘器的结构 
    袋式除尘器一般由箱体、导流极、滤袋、
安装架、清灰系统、排灰系统、压差计控制

系统组成。滤袋用滤料缝制成袋状，垂直地

悬挂在箱体内。沥青搅拌设备用的除尘器多

达几百条，滤袋间有 50～70mm间隙，内部
骨架用来支承滤袋。滤袋的固定方式依靠弹

性元件使滤袋口外侧凹槽嵌入袋孔内，两者

配合密封性好，而且便于拆装，消除了接口

的漏气。 
    清灰系统因清灰原理不同，结构有较大
差异。实际上，清灰方式是区别袋式除尘器

的主要特征,除尘效率、滤袋寿命、过滤风速
的设计都与清灰方式有关。清灰方式主要有

机械振动式、反吹式和脉冲喷吹式三种。机

械振动式在沥青搅拌设备中很少使用；反吹

式清灰是利用反向气流的冲击，使滤袋发生

膨胀变形来清灰；脉冲式清灰是以压缩气流

高速射入滤袋，使滤袋急剧膨胀，依靠冲击

和反向气流来清灰。排灰系统由灰斗收集过

滤下来的粉尘，定时或连续排出。一般由螺

旋输送机及刚性叶轮卸料器组成，对于沥青

混合料搅拌设备可把回收的粉尘储存再利

用。 
3 滤袋用料的选择 
    袋式除尘器对滤料的要求：结构合理，
捕尘率高；剥离性好，易清灰；透气性好，

阻力低，具有足够强度；尺寸稳定好；加工

缝制质量高；价格适宜，使用寿命长。 
选择滤料时主要考虑的因素：①含尘气体的

理化特征，包括温度、湿度、腐蚀性、爆炸

性等；②含尘气体中粉尘的浓度、形状、粉

经分布、磨啄性；③除尘器的清灰方式；④

设计的过滤风速；⑤对排放的要求。 

    H C R L 0 4 2 - 1 9 9 9 按加工方法将
滤料分为三类：织物滤料、非织物滤料和复

合滤料。根据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产生的粉

尘特点，当粉尘含水量较多时且对耐酸碱要

求不高时，可选用 P84（聚酰亚胺）针刺毡
或亚克力纤维针刺毡，对耐酸碱要求高时可

选用 PPS（聚苯硫醚）针刺毡；当含水较少，
且温度＜130℃时，选用涤纶针刺毡，高温
时选用聚四氟乙烯覆膜的玻璃纤维针刺毡或

经浸液处理的玻纤针刺毡；对采用反吹式清

灰的滤料应选用薄型，脉冲式的选用厚型。 
4 袋式除尘器的使用与维护 
    袋式除尘器的使用严格按操作规程运行
沥青混合料搅拌设备。袋式除尘器运行初期，

要注意预热滤袋，防止结露；停机前要把含

潮气体排出箱体，换上干燥空气，即沥青混

合料搅拌设备停止运转后，袋式除尘器应继

续运行一段时间。 
    ●严格控制矿料的含水量，不得大于

3%。 
    ●检查风机的运转速度、轴承的振动和

温度，控制风量变化。 
    ●检查除尘器系统是否漏风，特别是排

灰口。 
    ●作好运行记录包括检测器检测的压

差、进出口气体温度、电机电压电流等参数，

以此来监视判断除尘器的运行状态。 
    ●及时校正温度计、压差计、料位计的

质量。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清灰周期和

清灰时间。 
    ●检查滤袋的安装情况，是否有掉袋、

松口、磨损等，以及滤袋吊具工作长度。 
5 除尘器的故障诊断与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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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气排放超标。说明滤袋没能很好的

起到过滤作用，原因可能是滤袋表面初始层

不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滤袋的过

滤风速过高，滤袋的清灰周期过短，喷吹空

气过高，粉尘的负载性降低等。 
    ●滤袋破损。除尘器的进气分布不均，

可在进风口导管处安装进气分布导板；滤袋

间距过小，骨架弯曲，应调整、安装牢固滤

袋，更换弯曲的骨架；滤袋与骨架的较佳配

合为，滤袋比骨架的周长大 10～20mm，长

度应该一致；应注意除尘器的进气温度不要

过高。 
    ●阻力过高。除尘器的阻力在除尘器的

设计时已经确定，如果阻力增高，可能的原

因是清灰装置调整不良，检查清灰供气管是

否通畅；粉尘过细，粉尘有粘性，滤袋受潮；

滤料选用不当；滤袋清灰不良，包括清灰过

于频繁、时间过长，使滤袋纤维组织松散，

从而增加废气中微细粉尘堵塞滤袋；滤袋安

装时上下扭曲。 

 

除尘设备的应用与技术特点综述 

龚少明 

(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摘  要：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环保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综合性能更切优越的除尘设备将相继涌现, 必将为

现代冶金行业文明生产和环保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冶金行业; 除尘设备; 工作原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对企业
的环境治理越来越关注。一般冶金企业的环

保投资 , 要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12%～
16%( 发达国家达到 20%以上) , 目前绝大
多数冶金企业还未达到这个水平。 
1. 冶金烟尘治理之难点 
    冶金企业的主要排放尘源是: 破碎机、
烘干机、磨机\ 高炉、转炉等。另外, 输送
设备、库顶、库底, 进、出科口等是产生扬
尘的尘源。其中,治理难度最大的当数冶金废
气, 在其烟气"湿、蚀、变"的特殊工况。绝大
多数冶金企业, 由于资金紧张及观念上的原
因等, 投资少, 给废气的治理带来难度。 
2. 生产过程收尘技术及设备工作原理 

2.1 高炉煤气干法脉冲袋式除尘器 
    由荒煤气主管来的荒煤气(260 度)经支
管进入袋式除尘器的下部箱休, 进行机械分
离之后, 煤气向上经布袋过滤, 微细粉尘附
着在滤袋外表面, 净煤气通过滤袋汇集到上
箱体, 经净煤气支管, 主管时入热风炉等使
用。当过滤到一定时间后, 随着滤袋表面的
粉尘增加, 除尘器阻力上升,当阻力上升到一
定数值时, 电气控制系统发出清灰信号, 出
口支管气管从袋口喷入, 滤袋急速扩线, 滤
袋外表面的粉尘被拦落下来, 落入下部锥形
灰斗, 最后一个脉冲阀喷吹结束, 除尘器继
续保持静止状态, 使筒体内较细的粉尘有一
个静止沉降的过程, 此过程结束, 出口支管
气动蝶阀和上球阀开启, 除尘器进入正常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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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状态, 同时下部球阀开启经叶轮给料机, 
完成了一个箱体的清灰过程, 上述过程中各
个阀门的开启与关闭, 单箱体相对粉尘浓度
的测试, 都由 PLC 系统控制, 这样周而复
始的工作,荒煤气得到净化。 
2.2 大型反吹风袋式除尘器 
    反吹风袋式除尘器是高效、内滤式、大
风量的过滤式除尘设备, 广泛应用于冶金、
矿山、化工、机械、建材、水泥、耐火材料、

电力、粮食加工、医药、铸造及工业锅炉等

行业的含尘气体净化。 
    采用模块结构以方便制造、运输和安装。
除尘器主要分为箱体、灰斗、管道与阀门、

反吹清灰装置、排灰装置及平台走梯等部分。

除尘器过滤除尘的核心部件滤袋安装于箱体

内, 采用圆筒式滤袋, 内过滤, 负压运行, 
除尘器进风口在下, 出风口在上。除尘系统
风机装在除尘器出风口后。 
    特点: 内滤式、大容量袋式过滤除尘设
备; 除尘效率高, 适用范围广; 单元组合式
设计, 结构合理; 分室停风逆气流三状态清
灰, 清灰效果好; 不停机运行即可逐室进行
检修换袋; 高气密性的反吹切换阀门、差压
式自动控制反吹清灰; 好的滤料适应性, 可
选用多种仕料; 计算机辅助设计, 可灵活设
计满足特殊需要。 
2.3 抗结露布袋除尘器 
( 1) 工作原理 
    系上进气、内滤式, 过滤后的气体经净
气室由抽风机排出, 清灰时,由主风机出口引
入反吹气流, 圆形电磁铁控制阀门, 实现反
吹缩袋清灰。 
( 2) 技术特点 
    仅用一台风机同时承担抽尘和反吹清灰
功能, 结构简单, 易于维护, 操作简便; 圆
形电磁铁控制阀门, 启动及维持电流小, 节

省电能 , 不用气源 ; 采用内保温措施 , 
&Aacute; 250mm 抗结露滤袋, 避免了滤
袋的结露、堵塞事故的发生; 时间继电器控
制, 价格便宜。 
2.4 立式、旋伞、宽极距静电除尘器 
( 1) 基本结构及工作原理 
    该产品由 6 部分组成: 电场本体、锁风
和灰装置、排放系统、振打清灰系统、高压

硅整流变压器、电气控制系统。其工作原理

为含尘气体在引风机负压左右下, 由进风管
进入除尘器均风箱, 然后通过旋流装置, 形
成沿电场方向运行的旋转气流, 大颗粒粉尘
在碰撞和离心力的作用下与气体分离落入积

灰斗中, 细微粉尘随旋流气体进入电场。荷
电后的粉尘在电场力的作用下, 向极性相反
的电极运动, 被电极运动吸附后, 释放所带
电荷; 成为中性粒子。振打系统用强力将收
尘极板上的粉尘振下, 落入积灰斗中。落入
积灰斗中的粉尘累积到一定数量后, 将被锁
风卸灰装置排出积灰斗, 净化后的气体被风
机通过管路排入大气中, 完成整个收尘过 
程。 
( 2) 技术特点 
    三种除尘方式融为一体。①机械除尘: 
含尘气体通过旋流装置进入电场, 粗大颗粒
粉尘在离心力劫机械碰撞力的摩擦作用下, 
被收集落入积灰斗, 使含尘气体浓度大为降
低; ②高压静电除尘: 两个曲率一半径相差
极大的电级, 在施加高压直流后形成了均匀
电场。在曲率半径小的阴极附近, 由于电子
的定向高速运行, 使周围气体产生电离, 形
成大量的正负离子及电子, 在电场力的作用
下, 向极性相反的电极运动, 与粉尘颗粒碰
撞并附着, 使粉尘菏电, 荷电粉尘在电场力
作用下, 到达收尘电极, 将所带电荷释放成
为中性粉尘, 被粘附在极板上, 在极板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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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粉尘便落入灰斗中; ③旋流辅助收尘: 
荷电粉尘不但受到电场力的作用, 而且受到
旋转的气体离心力作用, 增加了电场驱进速
度, 大大提高了收尘效率。 
3. 建议 
    (1) 安装收尘设备的目的, 决不只是应
付环保部门, 也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要收到
较长期的社会、环境与经济效益。环保投入

所放的比例规定; 就是为了确保质量和效
果。一台可靠、高效的收尘器, 用户可以受
益多年; 否则, 被迫返工、重上, 会造成一系
列被动和更大的投入。 
    (2) 收尘器的选用原则。①适应本厂操
作工况要求, 能实现较长期稳定的达标排放; 
②运行安全可靠, 能与现场同步运转; ③没
有二次污染, 回收的粉尘易于利用; ④系统
简单, 便于操作维护; ⑤投资相对合理;⑥老
设备改造能利用现有场。 
    (3) 收尘器的选用。收尘器引风机的平
均耗电约为所选风机额定功率的 0.8 倍。由
此计算用电功率。 
4. 结语 
    企业要实施生产过程的清洁生产, 末端
治理最终把关是必不可少的。国标

GB49152996, 对生产设备大气污染的烟尘
( 或粉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以 NO2 

计) 及氟化物( 以总氟计) 都有详细规定, 
且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大, 标准只会越来越严
格。随着科技的进步及环保工作者的不懈努

力, 综合性能更切优越的收尘设备将相继涌
现, 必将为现代冶金行业文明生产和环保事
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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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式除尘器的发展及其在燃煤电厂中的应用 

赵 毅    邵 媛 

(华北电力大学环境学院,河北保定 071003) 

摘  要:在比较国内外烟尘排放标准的基础上,综述中国袋式除尘技术的发展过程。通过对袋式除尘器特

点分析,介绍袋式除尘器在燃煤电厂的应用,提出了袋式除尘器在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袋式除尘器; 燃煤电厂 
1  各国燃煤电厂烟尘排放标准比较 
    燃煤电厂对除尘器类型的选择与本国的

烟尘排放标准密切相关。随着烟尘排放标准

的日趋严格,对除尘器类型的选择逐步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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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除尘器、文丘里水膜除尘器到高效的静电

除尘器,再到袋式除尘器。 
表 1列出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火电厂烟尘排
放标准。 

表 1 电厂烟尘排放标准   mg/m3 
 
 
 
 
 
 
 
 
 
 
    中国 GB 13223 - 1991《燃煤电厂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 1991年颁布、1992年
开始实施的。1996 年修订了该标准,代之以
GB 13223 - 1996《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对 1997年 1月 1日以后的新扩改建
电厂,烟尘排放标准值为 200～600mg/m3。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于 2003年 12月 23日发布了《火电厂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 - 2003) ,
并于 2004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 1, 2, 12 ] 。
随着燃煤电厂烟尘排放标准的进一步严格,
将有越来越多的电厂选择高效的袋式除尘

器。 
    袋式除尘器属过滤式除尘器的一种,是
治理大气污染的高效除尘设备。其最大的优

点是除尘效率高,通常在实验室里测试效率
可高达 9919999% ,在实际应用中除尘效率
也能达到 99199%。经袋式除尘器过滤后的
烟气含尘浓度一般都低于 30mg/m3 ,有的甚
至在 10mg/m3 以下,并且袋式除尘器还能
有效捕集对人体危害最大的 5μm 以下的超
细微小颗粒(即呼吸性粉尘) 。由于袋式除尘
器具有除尘效率高、不受粉尘和烟气特性影

响、运行稳定的优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钢
铁、有色冶金、水泥、烟草和垃圾焚烧等行

业[ 3, 4, 7, 8 ] 。 
2  袋式除尘器发展概况 
    中国袋式除尘器的发展经历了 3 个阶
段。第 l阶段。在 20世纪 50年代主要是采
用原苏联型式的产品, 60年代前后中国有少
数几个设计研究单位在仿照美国、日本等国

的脉冲型、机械回转反吹扁袋型除尘器的基

础上开始生产自己的产品。 
    第 2 阶段。1973 年以后,国内开始出现
了一批袋式除尘器的生产企业。到了 80 年
代,一些设计院、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在学
习、引进、消化、移植宝山钢铁厂从日本引

进的大型反吹风布袋除尘器后,结合国内各
行业的需要和生产厂家一道开发、研制、生

产了大型反吹风布袋除尘器,开发了分室反
吹风袋式除尘器和长袋低压脉冲袋式除尘器,
每小时处理风量 100万～291万m3 , 滤袋
长度达 10m。在 80年代,大型反吹风袋式除
尘器是钢铁行业首选的大容量烟气净化设备,
但在随后的使用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主
要是由于其反吹清灰方式为柔性清灰方式,
虽对滤袋损伤较小,但在粉尘粘性较大、浓度
较高时,阻力上升较快,在一定外部条件下容
易糊袋。 
    第 3阶段。进入 90年代以来,随着大型
脉冲喷吹袋式除尘器的研制成功,袋式除尘
器的发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型脉冲清灰

袋式除尘器相对大型反吹清灰除尘器的最大

优点在于清灰效果更好,运行更加可靠, 而且
还可以延长滤袋的使用寿命[ 1, 4, 10 ] 。 
3  布袋除尘器原理及系统组成简介 
3.1 工作原理 
    袋式除尘器主要是利用滤料(织物或毛
毡)对含尘气体进行过滤,以达到除尘的目
的。过滤的过程分 2个阶段,首先是含尘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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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清洁的滤料,此时起过滤作用的主要是
滤料纤维的阻留。其次,当阻留的粉尘不断增
加,一部分粉尘嵌入到滤料内部,一部分覆盖
在滤料表面形成粉尘层,此时主要依靠粉尘
层过滤含尘气体。含尘气体进入除尘器后,
气流速度下降,烟尘中较大颗粒直接沉淀至
灰斗,其余尘粒从外至内穿过滤袋进行过滤,
清洁烟气从滤袋内侧排放,飞灰被阻留在滤
袋外侧。随着积灰的不断积累,滤袋内外侧的
压差逐步增加,当压差达到设定值时,脉冲阀
膜片自动打开,脉冲空气通过喷嘴喷入滤袋,
滤袋膨胀,从而使附着在滤袋上的粉尘脱落,
达到除尘的效果[ 5, 8, 10 ] 。 
3.2 系统组成 
    袋式除尘器主要由四大系统组成,分别
是清灰系统、控制系统、检修系统、安全保

护系统(包括锅炉点火投油、低负荷运行投油
稳燃时投入预涂灰系统,保护滤袋; 烟温超过
设定值时,启动紧急喷水系统,降低烟温,保护
滤袋) [ 5 ] 。其中清灰系统是袋式除尘器的
消化器官,袋式除尘器的运行效果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清灰机构及其控制系统 [ 7, 
11 ] 。 
3.3 袋式除尘用过滤材料 
    滤袋是袋式除尘器的核心部件。滤料的
品种和质量、滤袋的结构和缝制水平是衡量

袋式除尘器技术水准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

国内生产的袋式除尘用滤料品种主要有 208
涤纶绒布、729 聚酯机织布、针刺毡、聚四
氟乙烯覆膜滤料[ 3 ] 。针刺毡类过滤材料主
要用于脉冲清灰型袋式除尘器,机织过滤布
主要应用于反吹风类大型袋式除尘器,近年
来中国脉冲除尘器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反吹

风类除尘器的发展速度[ 6 ] 。由于袋式除尘
器在应用中经常遇到处理高温烟气,故袋式
除尘器使用耐高温滤料在高温条件下的应用

是一个研究热点[ 3 ] 。 

4  袋式除尘器在燃煤电厂中的应用 
随着国家粉尘排放标准的提高,在燃煤

电厂烟气处理中,静电除尘器因其除尘效率
受粉尘性质的影响较大,因而难以保证长期、
稳定高效地运行。而随着袋式除尘技术的发

展,袋式除尘器适应性强、除尘效率高、运行
稳定、可靠且不受锅炉燃烧工况和粉尘特性

影响的优点逐渐显示出来,越来越多的新建、
扩建、改建火电厂开始选用袋式除尘器来处

理锅炉烟气。 
411 袋式除尘器在电厂中应用的技术特点 
(1)烟气温度 
在考虑一定安全系数的条件下,要根据

常规条件下的烟气温度合理地选择滤料,同
时也应考虑事故条件下,因高温而造成的滤
料失效。烟气中是否存在正在燃烧的颗粒物

也是必须注意的问题,若存在,可以通过加长
烟气连接管或在烟气连接管较短且没有足够

空间加长的情况下设置必要的阻火装置等方

式加以解决。 
(2)烟气特性 
电厂的烟气一般都具有酸碱腐蚀性,因

此应根据烟气的腐蚀性强度选择适宜的滤料,
同时也应考虑烟气通道内的防腐措施。此外,
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烟气中含有的油

雾、细微絮状物等粘性物质附着在滤料上造

成滤料堵塞。 
(3)袋式除尘器预除灰 
在机组启动或低负荷稳燃时需要使用燃

油,因此,为了避免不完全燃烧的油烟粘袋造
成滤袋堵塞,故在袋式除尘器投入使用前,应
对新布袋进行预除尘(喷粉煤灰)或设置旁通,
而对老布袋则不用清灰,以保证其具有一定
的灰尘层。 
(4)袋式除尘器停机 
若停机时间短,则不应为滤袋清灰,而需

注意除尘器的保温; 若停机时间长,则应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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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滤袋清灰,并利用引风机将袋式除尘器内
残留的酸性气体清除干净[ 4 ] 。 
412 袋式除尘器应用于国内燃煤电厂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袋式除尘器在中国的燃煤电厂中的应用

起步于上世纪 70 年代,但是在随后的应用中
出现了很多问题,使得袋式除尘器的应用一
直不是很理想。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设备阻力损失较大 
由于设计的原因,在除尘器的实际使用

时所处理的烟气量大大超过了设计烟气量,
使得烟道流速和过滤速度大幅度增加,阻力
上升。另外由于清灰效果不佳,也导致阻力上
升。 
(2)滤袋破损 
由于磨损、机械损伤、烟气超温、烟气

中酸性气体的腐蚀,以及滤袋的质量不好、制
造不佳、安装不规范等都易导致滤袋的破损。 
(3)花板积灰 
由于滤袋的破损、滤袋的连接短管和花

板之间密封不好等原因导致花板不同程度的

积灰 ,从而影响到袋式除尘器的运行 [ 4, 
9 ] 。 
5  结 语 
虽然目前静电除尘器仍占据中国燃煤电

厂烟尘控制主流设备的位置,但随着烟尘排
放标准的提高以及电厂脱硫技术的发展,以
及袋式除尘技术和滤料技术的发展,袋式除
尘器必将以其特有的优势在城市燃煤电厂除

尘设备改造以及部分新建、扩建电厂除尘领

域中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 9, 15 ] 。 
 
参考文献: 
[1]肖宝恒. 袋式除尘器的发展及其在燃煤电

厂的应用前景[ J ]. 电力环境保护, 2001, 17 
(3) : 44～47. 
[2]胡满银,赵毅,刘忠. 除尘技术[M ].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6. 
[3]桑亮,孙体昌,杨景玲,等. 袋式除尘器的发
展及其在高温条件下的应用[ J ]. 安徽化工, 
2006, (2) : 61～63. 
[4]严长勇,沈恒根. 袋式除尘器在中国的发
展及其在燃煤电力中的应用[ J ]. 中国环保
产业, 2005, ( 5) : 34～36. 
[5]周军. 布袋除尘器在火电厂中的应用特点
[ J ]. 热机技术, 2006, (4) : 39～41. 
[6]刘书平. 中国用于袋式除尘器的过滤材料
[ J ]. 产业用纺织品, 2007, (1) : 1～4. 
[7]刘海红,王志昕,梁洪涛,等. 布袋除尘器技
术应用原理简述 [ J ]. 黑龙江科技信息 , 
2007, (6) : 135. 
[8]郑慧莹,熊 睿. 袋式除尘器在燃煤电厂
的应用[ J ].煤矿现代化, 2007, (2) : 38～39. 
[9]严长勇,沈恒根,张有才. 袋式除尘器在燃
煤电厂中的应用[ J ]. 产业用纺织品, 2006, 
(6) : 25～28. 
[10]向晓东. 现代除尘理论与技术[M ]. 北
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2. 
[11]郭爱清,张沛商. 浅谈中国除尘设备的现
状与发展[ J ]. 矿山环保, 2003, (5) : 3～7. 
[12]GB13223 - 2003,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
标准[ S]. 
[13]Koch H, L ichtW. [ J ]. Chemical 
Engineering, 1979184(24) : 80～88. 
[14]KrausM N. [ J ]. Chemical 
Engineering. 1979, 86 (8) : 112～120. 
[15]肖容绪. 袋式除尘器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 J ]. 中国环保产业, 2003, (3) : 16～17. 

中国袋滤技术通讯编辑部   地址：沈阳 东北大学 265信箱（滤料检测中心） 

邮编：110004  电话：（024）83688327,23915302  Email：merryshenyang@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