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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袋式除尘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

各位常委、各位会员：

第四届袋式除尘委员常委会于 2008年 12月在合肥换届成立，

截至目前本届袋委会已工作了满 4年，按照总会的章程，委员会应换

届，利用这次厦门年会机会完成这项工作，选举产生第五届袋式除尘

委员会。作为主任委员和秘书长，非常感谢总会领导对本届袋委会信

任和指导，感谢诸位常委和全体会员对袋委会的支持及帮助。现在汇

报本届袋委会的工作总结，提请大家提出意见并通过。

一、袋式除尘行业产业状况分析

本届袋委会开展了连续 5年的行业产业调查，为了解行业的状

况、动态和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

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危机状态，建设项目明显减少，

房地产低迷，银行放贷控制，钢铁、水泥、电力、有色、玻璃等重点

工业产能过剩，行业全面亏损，环保投入和市场需求显著降低，袋式

除尘企业和行业面临巨大压力和风险，特别是 2012年企业困境尤为

突出。

然而，环保产业是典型的靠政策驱动的行业，近年来国家积极推

崇结构调整、方式转变、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战略，特

别是国家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PM2.5纳入考核等举措，给袋

式除尘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在全体会员单位共同努力下，

袋式除尘产业得到保持，风险得到控制。



根据 5年来的行业统计，每年行业总产值、利润、出口等状况如

下表。

主要指标 2009年

（亿元）

2010年

（亿元）

2011年

（亿元）

2012年

（亿元）

总产值 119.77 148.13 165.91 146.74

利润 12.71 16.85 18.51 13.36

利润率 10.6% 11.38% 11.16% 9.1%

主机生产

工程总包

94.12 106.89 119.72 103.48

主机利润 8.99 12.36 11.56 8.5

主机利润率 9.55% 11.56% 9.66% 8.21%

纤维、滤料

和配件

25.65 32.55 46.19 43.26

滤料利润 3.73 3.78 6.95 4.86

滤料利润率 14.54 11.61% 15.05% 10.52%

出口 2.21亿美元 2.58亿美元 3.47亿美元 3.27亿美元

可见，除 2012年外，总产值和利润增长较快，利润率一般维持

在 10%；主机年产值基本保持在 105亿左右，年平均利润 10亿，利

润率 9.5%；滤料及配件年产值增长强劲，年平均利润 13%.

二、袋式除尘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从统计调查看，行业中大多数企业都面临资金紧张问题，货款回

笼诸多困难，很多企业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是欧债危机以来没有遇

到过的困难。从行业看，国家收紧银根，对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影响很

大，尤其对一些急需技术改造、产品结构转型企业来说，困难更大。

袋式除尘委员会的成员单位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来说，



生存的出路就是不断创新，寻找新的领地。科林环保、安徽盛运和三

维丝成功在 A股上市融资，实现了经营方式和增长方式转变。扩大

投融资渠道，参与资本运作将成为众多袋式除尘企业未来发展的方

向，技术创新成为这些企业需面临的的头等大事。相对而言，几家上

市公司在资金方面情况要好很多，体现了转变增长方式的好处，我们

还是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上市融资，走资本市场道路，也鼓励上市企业

并购重组，提高企业集中度。

统计表明，效益较好、盈利能力强的袋式除尘企业，是具有自主

研发技术能力和工程总成能力的厂家和公司，如：为国内外大型新型

干法水泥窑尾、窑头配套的袋式除尘企业（含主机、滤料）；为垃圾

焚烧行业配套生产的企业（含主机、滤料）；为电站锅炉烟气除尘和

高炉煤气除尘配套的企业；能够生产、取代进口的高端过滤材料生产

企业；以工程设计为龙头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这些企业研发能力强，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有技术和有特色的产品，多是业内知名企业，

或是质量好、管理到位的企业。从近几年情况分析，袋式除尘行业主

要业绩逐渐集中在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主机、滤料和配件均如此。

设备制造机械化水平显著提高。部分企业的加工采用数控激光切

割制造花板，精度高、效率高、周边光滑；半自动下料、自动或半自

动焊接已被普遍应用；滤袋框架生产都已采用半自动焊接机，大大提

高了焊点牢度、表面光滑度和加工精度。此外，滤袋框架的防腐水平

也有了很大进步，电喷涂有机硅工艺被普遍采用，寿命得以延长。在

检查整机的焊接质量和检查滤袋的安装质量上，采用荧光粉检漏方



法，比通过煤油和人工方式的传统方法更加准确、可靠而快速。

我国袋式除尘器设计和制造技术更加成熟，除尘器出口到多个国

家，意味着我国袋式除尘器的设计、制造、安装、防腐、包装等各个

环节，都执行更加严格的标准，达到国际水平。

由于重视了高端纤维等基础工业的扶持，2012年国产芳纶、聚

酰亚胺、PPS、PTFE和改性玻纤的用量增幅较大，基本取代进口纤维，

也使进口纤维的价格明显下降，为行业的发展带来强劲动力和效益。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门槛过低、恶性竞争、假冒伪劣、缺斤

少两、盲目扩产、产能过剩是制约产业发展的根源所在，产能虽然提

高，效益明显下降，“增产不增收”、风险巨大、合同纠纷是袋式除尘

行业当前真实写照。

三、袋式除尘作用举足轻重

经过我国袋式除尘工作者 30余年的研究和努力，中国的袋式除

尘技术、材料和装备水平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很多技术、产品和工程

应用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较好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部分产品出

口。在大型水泥窑头和窑尾袋式除尘、燃煤电厂锅炉袋式除尘、大型

高炉煤气干法袋式除尘，垃圾焚烧尾气净化等等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袋式除尘用纤维、滤料、配件和自动控制的技术水平都得到了长

足发展，耐高温、耐腐蚀特种纤维的研究、开发、生产等方面均实现

了突破，高端纤维的国产化带动了国产高端滤料的快速发展。

3.1袋式除尘是节能减排主力军

由于净化效率高、处理风量范围广、粉尘性质影响小等特点，袋



式除尘器已成为主流除尘设备，工业应用十分广泛。应用比例为：钢

铁 95%、水泥 70%、铝 90%、有色 70%、垃圾焚烧 100%、火电厂

10%等。

袋式除尘可支持国家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最年来，工业行业的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多次修订，已开始执行的 GB13223《火电厂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新建、改建和扩建锅炉机组烟尘排放限值

为 30mg/Nm3；国家三部委要求垃圾焚烧厂必须严格控制二恶英排

放，规定“烟气净化系统必须设置袋式除尘器，去除焚烧烟气中的粉

尘污染物”，用于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袋式除尘器，更实现了排尘浓度

低于 5mg/Nm3的业绩；水泥行业排放标准再次修订，粉尘排放限

值将改为 20~30 mg/Nm3；钢铁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也已颁布，

其中颗粒物排放限值低于 20~30mg/Nm3。排放限值的进一步降低，

将对固体颗粒物减排将起到巨大的作用。现实表明，由于标准提高，

电除尘改为袋式除尘已成为技术升级的有效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袋式除尘器实现更低的颗粒物排放并不意味造价

提高，只要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设计、制造、安装和运行，就能

获得好的效果。

袋式除尘器在各工业领域和能源领域应用范围在进一步扩大，在

我国节能减排中，袋式除尘技术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3.2实现对微细粒子排放控制

微细粒子(PM10、PM2.5)是危害人体健康和污染大气环境的主

要因素，减排 PM2.5已经成为环保目标，关乎到政府声誉、民生和



企业形象，袋式除尘器能有效捕集 PM2.5以下的超细粒子，是当前

控制微细粒子排放的理想选择。

3.3 高效去除有害气体

袋式除尘器能够高效去除有害气体，电解铝含氟烟气的净化是依

靠袋式除尘器实现的；含沥青烟气的最有效净化方法是吸附剂粉末﹢

袋式除尘器分离；煤矿开采、焚化炉特殊行业的烟尘排放也采用袋式

除尘。

试验结果表明，在干法和半干法脱硫系统中，采用袋式除尘器可

比其它除尘器提高脱硫效率约 10%。滤袋表面的粉尘层含有未反应完

全的脱硫剂，相当于一个“反应层”的作用。

在垃圾焚烧尾气中含有多种有害气体，袋式除尘器“反应层”对

烟气中的 HCl、SO2、重金属等净化起着重要作用；垃圾焚烧尾气中

二噁英是用吸附剂吸附﹢袋式除尘器去除，且不会产生重新聚合问

题。

3.4在烟气复杂条件下实现减排

袋式除尘器对各种烟尘和粉尘都有具有很好的捕集效果，不受粉

尘成分及比电阻等特性的影响，对入口含尘浓度不敏感，在含尘浓度

很高或很低的条件下，都能实现很低的粉尘排放。由于近年来袋除尘

技术快速发展，在烟气诸多不利条件下均能成功应用和稳定运行：

（1）烟气高温。在≤280℃下已普遍应用；

（2）烟气高湿。如轧钢烟气除尘、水泥行业原材料烘干机、联

合粉磨系统等尾气净化；

（3）高含尘浓度。在水泥、煤粉收集、气力输送、循环流化床



脱硫等行业直接处理含尘浓度 1600 g/Nm3的含尘气体，收集产品，

并达标排放；

（4）高腐蚀性。例如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烟气净化，烟气中含 HCl、

HF等腐蚀性气体和燃煤锅炉烟气除尘；

（5）易燃、易爆粉尘或气体。如高炉煤气、炭黑生产、煤矿开

采、煤磨除尘等；

（6）高负压或高正压。大型煤磨袋式收尘系统的负压达到

14000～16000Pa；大型高炉煤气袋滤净化系统的正压可达 0.3MPa；

而某些水煤气袋滤净化系统的正压更高达 0.6～4.0MPa。

3.5 是新能源和节能工艺的关键设备

在新能源开发和节能工程中，袋式除尘已成为重要设备。

我国“煤制油”的新能源开发项目，作为该工艺中煤粉收集设备，

袋式除尘器不可缺少；高炉煤气余压发电具有重大的节能价值，采用

袋式除尘器净化高炉煤气比湿式净化可增加发电 30～40%，节水

80～90%，节省投资 30～40%，节省运行能耗 70～80%，煤气的热

值大幅度提高，净煤气的含尘量更低，净化效果更稳定，环境经济效

益十分显著；占我国煤炭资源量 12.69%的褐煤，需经提质后方可使

用，袋式除尘器是该提质工艺中不可替代的设备。

四、袋式除尘行业技术进步

4.1主机

（1）设备大型化。近年来由于工业项目大型化，袋式除尘器也实

现了大型化，用于钢铁、水泥、火电行业，许多单机处理烟气量都超

过 100万m3/h，过滤面积超过 2万m2，特别是火电行业的袋式除



尘器单台最大处理烟气量超过 300万m3/h，过滤面积在 4万～5万

m2以上；与大高炉配套的高压干法袋式除尘器，国内自行开发规格

为 DN5200mm、DN6000mm及 DN6500mm大型除尘箱体，单箱

体过滤面积由原来 DN4000mm的 600㎡左右，增加到现在的 1100

㎡～1650㎡。设备的大型化不仅是规模的简单扩大，同时注入了新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含量，在袋式除尘器的气流分布和气流组

织、结构、设备制造、安装要求和安全等方面都有了显著进步。

（2）高效、低阻直通均流式袋式除尘器新结构的创新，使传统

袋式除尘器流动阻力下降 30%，运行阻力可长期在 800Pa--1000 Pa

以下,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结构更加简化，保温更为方便，特别适合

电除尘改造，近年来应用很广。

（3）产品系列化。我国已经掌握国际上常用的各类袋式除尘技

术，并形成不同型式、不同特点的系列产品；

（4）快装化。为满足设备大型化后运输、吊装、快速安装的要

求，开发了快装模块技术，以满足用户工期限时的要求。

（5）安全化。设备大型化后，其应力和变形加大，安全性变低。

通过 863课题研发，开发和掌握了设备结构应力计算软件，用于结构

计算、结构校核和事故鉴定。

4.2 纤维及滤料实现突破，滤袋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显著提高

四年来最显著进步的是袋式除尘用国产高温纤维的研究开发和

应用。

近年来，我国已经能够规模化生产聚酰亚胺（PI）纤维，其性能



指标基本达到国外产品。研发企业还建立了生产基地，具备了从聚酰

亚胺合成到最终制品的全路线规模化生产能力，产品也已在除尘器上

进行工业化应用。烟台、上海和广东几家企业生产的芳纶纤维，产品

质量与国外产品不相上下，已基本取代了进口产品，占据了国内市场，

并且批量出口。

几家企业规模化生产 PTFE(聚四氟乙烯)纤维生产线相继投产，包

括垃圾焚烧烟气净化的许多领域，已成功应用我国纯 PTFE针刺毡，

滤袋寿命显著延长。产品性能质量与国外公司产品差距接近，出口量

不断增大，国外企业的滤料企业已经采购国产纤维，使得进口纤维的

价格也大幅度下降。

我国自行研制合成的聚苯硫醚（PPS）树脂生产线和纤维生产线，

已经达到规模化生产，已有数家厂商批量生产，显著改善了 PPS纤

维市场供需关系，结束了我国 PPS纤维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满足

了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在燃煤电厂锅炉烟气净化中的应用取得很好

的效果。

超细玻纤的生产技术和性能也有进步，采用玻纤池窑拉丝的生产

工艺、专用的浸润剂、三段分区信号同步控制的漏板温控技术，生产

出的连续纤维直径≤3μm，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广泛用于高温滤袋。

玄武岩纤维的生产也初具规模。

针对微细粒子和 PM2.5控制，东北大学、东华大学和部分企业

相继开发了表面超细纤维梯度滤料，特别是超细纤维“海岛纤维”、

“纳米纤维”和超细玻纤和改性玻纤研制等方面正在实现突破，曙光



初现。海岛纤维、超细面层针刺毡或梯度结构针刺毡的用量增加，该

种滤料具有表面过滤作用，也有利于清灰，与覆膜滤料相比，其面层

更加牢固。表面超细纤维梯度滤料+多种纤维符合滤料是中国滤料产

品特色，这种滤料结构发挥了不同纤维优点，弥补各自不足，从而提

高滤料的性能，减少成本，是今后滤料产品发展方向。

国产 PTFE的成膜和覆膜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很多企业拥有热熔

覆膜的工艺和装备，覆膜滤料的质量更加接近国外先进产品。对覆膜

滤料优点和缺点的认识更加清楚，选用更趋于理性，更多遵循“扬长

避短”的原则进行。控制 PM2.5，覆膜滤料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滤料的加工、后处理技术也发展迅速，三维丝、抚顺恒益、3521

等企业先后引进了欧洲纺织设备。三维丝、博格等企业上马了水刺生

产线，水刺毡几乎没有针孔，可避免对纤维的机械损伤，有利于提高

强力，延长寿命，并可减少纤维用量，有利于降低滤料成本。滤料表

面平整光洁，有利于实现表面过滤，降低排放浓度。水刺使滤料的性

能更加优良，能够适应多种复杂的烟气条件，延长滤袋的使用寿命，

滤袋缝制技术和水平已同国外标准接轨，性能和质量可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滤袋生产普遍采用三针机缝制，多家企业装备了自动缝制生产

线，拥有热熔合设备。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缝袋工艺，

贯穿于从下料到缝制直至检验、包装的整个生产过程，滤袋质量全面

提高。滤袋材质和加工技术的发展，加上袋式除尘器的进步，国内袋

式除尘器的滤袋使用寿命达到 4年以上已经较为普遍，钢铁、水泥行



业有些袋式除尘器滤袋使用寿命已经达到 6年以上。滤袋生产也实现

了规范化、标准化。

4.3脉冲阀

近年来，脉冲阀的进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上海上泰等企业自

主创新了无膜片脉冲阀，对提高喷吹量、延长使用寿命、满足安装精

度有益；二是开发了大口径脉冲阀，以满足设计要求；三是加工装备

和制造工艺提高，普遍采用压铸和数控机床等工装而完成；四是对成

品和半成品加强了质量检验，检验率达到 100%。多年的努力，我国

脉冲阀性能质量完全达到国外产品水平，产品出口到多个国家。以强

力清灰为特征的脉冲技术升级，促使滤袋长度 8米以上。

4.4自动控制技术

我国袋式除尘技术的自动控制技术和产品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

作历时几十年，自(PLC)用于袋式除尘器的自动控制以来，经过多年

地不断改进和完善，已能满足各种复杂环境下袋式除尘器安全可靠运

行。

（1）控制功能不断完善，可适应袋式除尘应用所面临的各种需

求。清灰控制有定时、定压差、流量函数控制和手动控制几种方式，

还可对设备和系统的温度、压力、压差、流量、粉尘排放等参数进行

监控，对除尘器和系统主要部件(例如喷吹装置、停风阀、卸灰阀、

切换阀等)的工况进行监视和故障报警；

（2）研发了“跳跃清灰”、“多发清灰”和群喷等清灰方式；

（3）筛选了适应上述功能的先进、可靠、实用的传感器件；

（3）接口电路和软件程序不断更新完善；



（4）从小型机发展到中型机，适应大型系统的自控需求；

（5）与工控机、DCS系统结合应用。

（6）单机控制仪的功能更加丰富，可靠性完全满足无人值守的

要求。

4.5电袋复合技术

先电后袋的电袋复合除尘器是一种新型除尘设备，近几年推广很

快，主要用于火电厂除尘，适用于电除尘改造，在 300MW锅炉机组

上应用较多，在 600MW也已有多台应用案例。

预荷电﹢袋式除尘和电凝并﹢袋式除尘是今后技术方向，可有效

控制冶金炉窑烟尘 PM2.5排放，坎入式电袋除尘器已在某工业锅炉

除尘上成功应用。

4.6 气流分布

随着设备大型化，袋式除尘器气流分布重要性凸显出来，利用流

体技术和计算机数字模拟技术，开发的气流分布模型更为真实，边界

条件更为准确，其结果指导了除尘器设计和改进，成为常用的技术手

段，满足了大型袋式除尘器气流分布合理，滤袋使用寿命延长的要求。

目前，正着手研发气固两相流数值模拟。

4.7强化脉冲阀性能试验及喷吹装置试验

多家企业建立了这类试验台，可进行新脉冲阀的研制和试验。计

算机直接打印出脉冲阀的压力波形、加速度波型和关键数据。可进行

脉冲阀优选试验；喷吹量试验；超过 8m~12m长滤袋清灰效果试验；

大口径脉冲阀，满足 20条以上滤袋清灰的试验；清灰气流沿喷吹管

和沿滤袋分布规律的试验；脉冲阀与滤袋合理匹配的试验、膜片寿命



试验等等。

4.8滤料过滤性能试验

东北大学、三维丝等单位装备了先进的滤料性能试验设备，为新

滤料的性能测试和失效分析提供了手段。现在国内已具备在 VDI试

验台上进行 PM10和 PM2.5去除效率的测试研究条件。

五、举办年会与学术活动

本届袋委会组织召开了 3届学术年会（2009南京、2011苏州、

2013厦门），利用这个平台，企业和用户充分交流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产品和新经验，也为国内外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已成为

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活动。年会编辑论文集 3本，共收集论文 400

余篇，大会交流共 60余场，参加单位共 750余个，参加人数共 1100

余人。

本届袋委会组织召开了连续 5届“上海国际袋式除尘技术与装备

展览会”，国内外参展商 500余家，涉及国外厂商 50余家，参展场

次 1500个，参观人数万余人次。展会期间开展学术交流 5次，大会

学术报告 80余场，编写技术文献 5本，举行产品推介会 5场。展览

会成为国内外袋式除尘行业相互了解的窗口。

2010年，由袋式除尘委员会负责主编的《袋式除尘技术手册》

大型工具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袋式除尘行业目前最

具权威性的参考书；还通过网站和不定期发行的会刊为会员单位进行

技术交流和服务。

四年来，袋委会专家为国家编写了 10余篇技术规范和产品标准，



内容包括：袋式除尘工程技术规范、电厂专用滤料、水刺滤料、脉冲

阀性能测试、施工安装规范等方面。

六、技术培训与网站建设

本届袋委会在西安组织举办了 2次行业技术培训，由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承办，参加人次 300余人，今年准备第 3次技术培训。组织

编写了 2部培训教材，共授课 20余次，共 50余学时。

袋委会网站设在东北大学，本届袋委会加强了网站建设，内容较

前丰富，注意及时更新，实时报道国家政策和企业动态，是袋委会发

布通知、收集论文的重要渠道，起到了网站作用。

七、为行业和企业服务

维护行业和企业正当权益、努力为行业和企业服务是袋委会的宗

旨。

2010 年 7 月，针对日本东丽株式会社在中国申请的授权号

CN100506347C名称为“过滤材料”的发明专利的内容和申请，可

能遏制我国滤料企业产品生产和销售，袋委会提出质疑，在总会领导

支持下，袋委会组织专家和企业家收集证据，以充分的事实证明，此

项专利涉及的技术在中国早已被众多企业和专业人员所熟知，并已被

众多企业充分掌握和广泛应用，已不具备新颖性、创新性。经与专利

局交涉，并通过与外方谈判，促使外方放弃专利权，维护了我国众多

滤料企业的利益。

2009年 10月与 12月，针对国外 P84纤维价格居高问题，袋式

除尘委员组织部分专家与奥地利英太公司进行了谈判，经过不懈的努



力，取得较好效果。2010年开始，英太公司在中国销售的 P84纤维

没公斤降价 1欧元，为国内滤料生产企业争取了合理的利益。2010

年 12月就 P84滤料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继续和奥地利英太公司高层

会谈。

袋委会积极鼓励企业技术和产品创新，四年来多次组织专家为企

业开展成果和产品鉴定，多次深入企业参观和调研，包括用户现场故

障诊断和处理，实时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好技术培训，帮助企业解决

生产和工程中的技术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宝贵意见，帮助企业

持续改进，少走弯路。

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 2010年厦

门三维丝和科林环保在 A股成功上市，完成企业专制关键的一步，

袋委会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具备条件的公司上市。

八、袋委会建设与运行

本届袋委会成立后，首先着手制度建设，制定了《袋委会财务经

费管理办法》、《袋委会常委工作制度》，并经常委讨论通过，规范了

袋委会工作程序和要求。

年会举办、网站建设已常态化，行业技术培训改为每 2年进行一

次。上海国际袋式除尘会展每年例行进行，企业自愿参加。

坚持每年召开常委会，分别在武汉、山东泰安、苏州和成都召开

袋委会常委会，传达总会精神，布置工作计划，确定年会主题，选举

年会主办地点和承办单位，保障了袋委会工作顺利开展。

袋委会经费严格按照财务制度使用，财务挂靠合肥院财务部，经



费主要用于袋委会日常办公开支，主任委员、秘书长工资和奖金发放

均不在此列。详见财务报告。

九、存在问题与改进

本届袋委会正常运行已满 4年，各项工作已顺利完成。但仍存在

问题和不足，需要今后持续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恶性竞争状况依然严重，行业的利润不高，盈利能力

不足，制约行业健康发展。袋委会虽做了一些协调工作，试图改变现

状，但收效甚微。希望常委、全体企业家们献计献策，尽快转变被动

局面。

（2）与其他重点行业交流太少，供需关系、是非关系、客户需

求等沟通不够，今后应加强与电力、钢铁、水泥、玻璃、有色等行业

协会的合作，召开行业专题交流，将正面声音传递到用户。

（3）袋委会要做的事很多，但常委，特别是副主任委员的作用

没有充分发挥，分工不明确，袋委会潜力和影响没有完全释放，特别

要加强与国家部委、重点行业和企业的关联，希望新一届委员会能够

改进。

（4）市场假冒伪劣现象依然存在，设计、设备制造、滤料和框

架等质量良莠不齐，门槛过低，影响袋式除尘行业整体形象和市场份

额。呼吁国家和部委能够对环保行业进行清理，呼吁国家能够规范招

标活动。

（5）中国袋式除尘器、滤料、脉冲阀、袋笼和控制设备等产品

尚未批量走出国门，国外环保工程总包还寥寥无几，品牌还不够响亮，



国外技术交流和展览会尚未有效组织起来，缺乏懂环保、懂外语、懂

国际贸易和金融专业人才，是袋式除尘行业和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

（6）中小企业过多，过于离散，集中度不够，产品低水平重复

现象严重。

（7）袋式除尘器产品标准体系尚未完善，存在多部委、多途径

同时编写的现象，内容重复、技术条文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没有做

到归口管理。

十、结束语

2013年是“十二五”攻坚之年，也是转机之年，在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领导下，袋式除尘委员会将按照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的要求，组织和引导全体成员单位加快技术升级，调整产品结构，转

变增长方式，实施品牌战略，把握国家倡导控制 PM2.5的战略机遇，

积极开拓新兴市场，确保行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袋式除尘委员会

2013.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