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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 

操 作 手 册 
 

第一章 概述 

 

本公司制定的《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操作手册》是规范指导湿式静

电除尘器工程项目安装调试、日常维护全过程的技术文件，具有组织规

划、指挥协调、控制调试、施工操作的作用。 

湿式静电除尘器结构见图 1，主要部件见表 1。其工作原理是通过

直流高压发生器，将交流电变成直流电送至除尘器的阳极管束和阴极系

统，在阳极管束（捕集极板）和阴极系统（管中放电线）之间形成强大

的电场，使湿法除尘脱硫后烟气通过阳极管束时，其中的含湿粒子分子

被电离，瞬间产生大量的电子和正、负离子，这些电子及离子在电场力

的作用下作定向运动，构成了捕集含湿粒子的媒介。上述带负电子微粒

荷电，在高压电场力的作用下，定向运动抵达到捕集的阳极管束内面板

上，荷电粒子在极板上释放电子，于是含湿粒子被集聚，在重力作用下

流到或被冲洗至除尘器下方的循环液体系中，这样就达到了净化除尘除

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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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湿式静电除尘器结构图 

湿式静电除尘器是以合成树脂为粘合剂，以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为增

强材料，以碳纤维制品为导电材料而制成的。它具有导电性好、重量轻、

耐腐蚀、阻燃性好、性能稳定、效率高等优点。为使静电除尘器能长期、

高效和稳定地为生产服务，减少非计划停车的时间，防止触电及电场的

开路、短路事故的发生，保持电场的清洁和完好，特制订本操作手册供

操作者和维护检修人员使用。各用户也可根据本操作手册，结合实际情

况及特点，编制相关的操作规程，以指导相关人员的工作，确保静电除

尘器高效、长期安全运行。 

本操作手册适用于本公司制作安装的湿式静电除尘器，属湿式静电

除尘器技术文件的一部份，各使用单位未经本单位书面允许，不得以任

何方式扩散至第三方。 

表 1 湿式静电除尘器主要部件 

序
号 

部件名称 材 料 
数
量 

1 下气室 C-FRP 1 

2 分布装置 C-FRP 1 

3 中气室 C-FRP 1 

4 阴极下部固定绝缘子室 C-FRP 3 

5 阳极管束 C-FRP 1 

6 阴极系统 铅锑合金 1 

7 上气室 C-FRP 1 

8 喷淋装置 PVC-FRP 1 

9 高压整流机组  1 

10 带引线绝缘子室 FRP 1 

11 不带引线绝缘子室 FR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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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的调试 

 

一、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的调试组织 

1、湿式静电除尘器调试和试车必须在安装验收合格后，经建设方、

监理方、施工方共同同意才能进行。 

2、湿式静电除尘器试车前，应成立试车领导小组，成员由机械、

电气、仪表、工艺、安全等相关人员组成。 

3、试车由施工方指定一名负责人统一指挥，明确参试人员的职责

范围和工作内容，各有关单位严禁私自操作开启、停止任何设备，严防

设备和人身事故的发生。 

4、试车由施工方提出计划、组织、领导并监督试车的进行。 

5、试车的时间安排及外部条件提供，由建设方负责，并协调现场

工作，有权制止不符合规程的作业和终止试车的进行。 

6、试车中出现的问题和故障，由施工单位负责组织处理，确保试

车的顺利进行。 

二、喷淋系统的调试 

喷淋对提高除尘器的效率，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特别是对湿式静

电除尘器的安全运行和投运初期至关重要。 

1、清理喷淋循环管道及设备内的杂物，注水试漏。 

2、打开循环水泵入口阀门，开启循环泵，分别冲洗喷淋管道。 

3、管道冲洗完毕后，停止循环水泵，安装喷淋喷嘴。 



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操作手册                     浙江双屿实业有限公司            
 

（专有设备，未经本单位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扩散至第三方。） 
 

4

4、运转循环水泵，调节泵出口阀开度，将湿式静电除尘器顶部冲

洗水管压力表指示调至 0.20～0.28MPa 之间。 

5、手动调节湿式静电除尘器喷淋装置，确认压力、流量正常，电

场内外管道无泄漏，喷淋均匀、雾化良好。 

6、电场内无明显喷淋洗涤死角。 

7、分别打开视镜冲洗水阀，检查视镜冲洗情况。 

8、停止循环水泵，关闭泵入口阀，喷淋系统调试完毕。 

三、绝缘子室温控箱热风清扫温控的调试 

1、检查确认电加热炉、控制柜、热风风机安装正确。 

2、接通电源。 

3、热风风机手动盘车，确认无磨擦、刮卡现象。 

4、运转热风风机，清扫风配管及瓷瓶箱。 

5、测量热风风机的振动及轴承温度，确认轴承温度、热风风机振

动、声音正常。 

6、通过阀门调整各绝缘子室的清扫风量。 

7、用 500V（或 1000V）摇表测量控制柜、加热器，外壳接地电阻

为“0”，带电部分绝缘电阻≥1MΩ。 

8、将热风的上限温度设定为：环境温度+25℃ 

9、将清扫风的下限温度设定为：环境温度+10℃ 

10、将下限温度报警时间设定为 20 分钟。 

11、启动电加热炉，观察热风的升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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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电加热炉、热风风机停止运行。 

13、并切断电源，热风清扫温控调试完毕。 

四、高压整流机组的检查与调试 

高压整流机组是湿式静电除尘器的主要附属设备，它的正常运行对

除尘效果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用户应阅读该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

的要求进行操作与维护。 

1、确认设备安装符合规定，接地良好、牢固、完整，接线正确，

油位在规定标线内。送电试车必须在其变压器安装后静止 24 小时以上

进行。 

2、检测各部位的绝缘状况。 

（1）低压侧接地电阻≥1MΩ/（1000V） 

（2）高压侧接地电阻≥700MΩ/（2500V） 

（3）高一低压之间电阻≥700MΩ/（2500V） 

（4）高压输出反向电阻≥700MΩ/（2500V） 

（5）高压输出正向电阻≤2MΩ/（2500V） 

注：高压侧的绝缘电阻因机组不同数值差异很大，具体数值参考说

明书确定。 

3、确认高压隔距开关手柄开关转动灵活，位置正确。高压隔离开

关带电部份对地电阻＞1000MΩ/2500V。 

4、确认新安装电场的绝缘电阻≥700MΩ/（2500V），运行中的电

场的绝缘电阻≥200MΩ/（25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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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源设备制造厂调试人员做以下测试（使用单位和正常操作人

员严禁做以下两项试验） 

（1）将电场开路，启动高压整流设备，二次高压应超过 95kV，并

在数秒内高压跳闸，二次电流等于“0”。 

（2）将电场对地短路，启动高压整流机组，二次电压为“0”，二

次电流为整流机组的最大额定电流，数秒之内高压跳闸。 

6、空载试车。接通高压隔离开关，手动启动高压整流机组，由低

至高提升二次电压与电流，直至电场放电或二次电流达到额定值为止。

提升电压应慢慢进行，整个过程不得少于 3 分钟。 

7、高压整流机组的停车，将二次电压、电流调至最低档，按下停

机按钮。 

8、调试中发现高压整流机组有不正常现象需检查或修理时，必须

做到：①断开电源；②验电；③接地；④挂安全标示牌。 

9、安全联锁门开关的调试。开闭安全门，确认安全门联锁动作正

常。当安全门打开时，高压整流机将无法启动，在正常运行中当打开安

全门时，高压整流机立即跳闸。 

10、事故停车按钮的调试。开闭事故停车按钮确认动作正常有效，

当发生或可能发生重大人身、设备、工艺等事故时，可直接按此按钮，

立即切断高压整流机组的供电。 

五、湿式静电除尘器空载调试 

1、打开湿式静电除尘器上壳体、中壳体人孔，清理内部杂物，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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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各连接螺栓紧固、可靠，阴阳极间距均等，对中偏差≤±5 ㎜。 

2、打开绝缘箱人孔，用干布浸渍酒精擦净石英管、石英台、贯穿

套管或支承绝缘子。 

3、测量、确认各部电阻，符合要求。 

4、关闭绝缘箱及湿式静电除尘器上壳体、中壳体人孔。 

5、运转热风风机，启动电加热炉。 

6、运转循环水泵，打开喷淋水阀，进行喷淋。 

7、关闭高压隔离开关人孔门，接通高压隔离开关。 

8、按下湿式静电除尘器送电“运转”按钮，由低至高调整电压、

电流，直到电压或电流达到额定值为止，并作好相应的记录，根据电压、

电流的对应值绘出湿式静电除尘器空载电压、电流（kV—mA）曲线。 

9、湿式静电除尘器的空载送电严禁超过 30 分钟，否则会对设备产

生不良后果，严重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和恶性事故。 

10、湿式静电除尘器空载调试完毕后，按下湿式静电除尘器停止送

电按钮，切断电源开关，高压隔离开关接地。 

11、如果在试车过程中出现问题需对电场进行检查、调整、修理时，

必须按以下程序操作： 

（1）按下湿式静电除尘器停止按钮，切断电源开关，高压隔离开

关接地，挂上“停电检修”标示牌。 

（2）打开人孔，用移动接地棒对电场内的阴极系统放电，并将接

地棒牢固地挂于阴极系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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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开人孔进行换气，10 分钟以后人员方可进入电场内作业。 

（4）作业完毕后，拆除移动接地棒，关闭人孔，摘除标示牌。 

 

第三章  脱硫湿式静电除尘器试车、开车、停车、日常维护 

一、开车前的准备 

1、对各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各部分是否安装好，安装后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规定。 

2、阴极线应吊在阳极管中心，其偏差小于±5 毫米。 

3、测定阳极和壳体的接地电阻应小于 2 欧姆。 

4、检查设备内部是否有遗物、杂物，必须将一切杂物清除干净。 

5、检查高压控制柜，高压隔离开关是否完好，接点是否牢固，必

要时按规定测试检查。 

6、高压送电前测量高压输电系统及本体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50M

Ω以上方可送高压电。 

7、用无水酒精擦净高压瓷瓶，穿墙导电管及绝缘子等。 

8、提前半小时打开喷淋装置。喷淋 10 分钟、停水，使阳极管壁充

分湿润，再封闭所有人孔。 

9、开车前应提前 2～3小时进行热风吹扫。 

二、试车 

1、高压直流电源系统安装完后应在现场按标准验收和调试。 

2、新制作安装或检修后的湿式静电除尘器必须进行试车。试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