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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的除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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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探究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的除尘性能。通过在大型冷模实验中改变表观气速、颗粒循环强度、粉尘

在过滤器中的比沉积率 σ 等操作参数， 考察了过滤器的两个重要性能参数——操作压降和捕集效率的变化。 实验发
现，随着表观气速增大，设备的压降随之增大，设备的除尘效率呈下降趋势。随着粉尘的比沉积率 σ 增大，稳定后的
操作压降也会有所增长，但操作压降的稳定性随着比沉积率的增大呈现“不稳定-趋于稳定-不稳定”的趋势，设备的过
滤效率先逐渐增大，而后降低。当表观气速 ug 为 0.126 ms1，比沉积率 σ 为 0.000 735 时，过滤器的操作压降可以达到
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除尘效果最优，捕集效率可达 9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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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st removal performance of axial flow granular moving bed filters
LYU Han, FAN Yi-ping, ZHAO Ya-fei, LU Chun-xi, YAN Zi-han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Beijing 102249, China)
Abstract: The dust removal performance of axial flow granular moving bed filters was studied under different
operating parameters including superficial gas velocity, particle circulation flux and dust deposition rate in the
bed. Two important filter parameters (pressure drop and capture efficiency) were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superficial gas velocity, the pressure drop of the equipment increases consequentially, and
the dust capture efficiency of the equipment shows a downward tendency. As the dust deposition rate increased,
the pressure drop also increased after a stabilization regime. However, the stability of the pressure drop showed
a trend of "instability-stable-instabil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deposition rate. Meanwhile, capture efficiency
of the equipment increased gradually and then decrea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superficial gas
velocity ug is 0.126 ms1 and the deposition rate σ is 0.000 735, the filter has the highest pressure drop stability.
The equipment has the best capture efficiency (97%) under such conditions.
Key words: moving bed; filter; pressure drop; deposition rate;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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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式颗粒床除尘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种高效干式除尘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化工、能源多个领
域。特别是在洁净煤燃烧发电技术上，移动床除尘技术拥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根据气固两相流动形式，移动床过滤器可分为顺流式、逆流式、混合流式和错流式(交叉流式) 4 种。
其中错流式[1-8]、逆流式[9-10]、混合流式[11]尽管具有较好的除尘性能，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如逆流式移动
床过滤器须严格控制气相流量和颗粒流率以保证气体和颗粒可以顺畅流动[12]；混合流式移动床过滤器中
对于进入床层的气流压力、速度条件限制要求较高，需要严格控制气流压力平衡方可保证颗粒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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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运行[13]，操作弹性相对较小；错流移动床过滤器则可能因错流气速过大而产生空腔、贴壁的非正常
工况[14]，从而导致下料不畅，无法稳定过滤。而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虽然可能因气体二次夹带而使效率
略降，但可通过控制合适的操作气量以保证除尘效果。且研究表明[15]，在移动床过滤器中，粉尘流动方
向与重力方向一致时，除尘效率比无重力效应和重力效应与流动方向相反时高，所以顺流式移动床相较
于逆流和错流移动床，除尘效率应相对较高。
以往顺流式轴向移动床的研究[16-17]多是针对反应器而非过滤器，姬忠礼等[18]通过优化排料结构，可
使颗粒相在床层内近似于平推流型式分布，显然有利于两相接触、反应；但相关研究未见用于烟气除尘
净化等领域。只有少数国外学者[11]曾开展关于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研究，且也仅给出了大致实验结果，
缺少详细的理论分析。
对于移动床除尘器的压降，张立平[19]、赵建涛[20]、CHEN[21]、高思鸿[22]等分别在不同类型的移动床
过滤器中考察了操作条件对设备压降的影响。而对于颗粒床过滤器捕集效率，TIEN 等[23]和 TAKAHASHI
等[24]分别对固定床净床过滤和固定床过滤动态模型进行研究并建模。国内则有王中礼[25]、赵建涛[26]、刘
书贤[27]分别对影响错流移动床除尘效率的因素、操作条件对于移动床除尘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虽然
以上学者的研究对象与本文差异较大，但其研究方法和内容
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例如多数学者在研究移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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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降时均在 Ergun 公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拟合，并且探讨
了不同操作条件对设备压降的影响规律；另有 TIEN[23]、吴晋
沪[1]、赵建涛[26]等提出的比沉积率 σ 的计算模型为本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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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分析起到一定借鉴意义。本文对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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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器进行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分析表观气速、颗粒循环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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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粉尘比沉积率对于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的影响，以

Purified particle

期为工业设计、操作提供基础数据。
4

2

实验装置

3

Dusty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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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装置示意图如图 1 所示。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
n

内呈负压操作，通过蝶阀 d 的开合关闭对过滤器在移动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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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床两种操作模式进行切换。常温常压下的空气通过入口
管路 3 吸入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内，同时螺旋给料机 4
在入口管 3 处进行加尘操作，空气与螺旋给料机 4 加入的灰
尘颗粒在入口管 3 中形成一定浓度的含尘气体以模拟工业烟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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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

Purified gas

气。

d
Particle +dust

含尘气体由入口管 3 进入集气室 5，在气力作用下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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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床 7 床层顶部，随由上部下料锥 6 落下的捕集颗粒一并
向下运动。床层高 L 为 0.8 m。携带着粉尘的捕集颗粒经过了
床体底部沿轴向均布的 3 个导流锥 8，导流锥是由约翰逊网
结构卷制而成，开孔率为 38%。净化后的气体从约翰逊网的
网缝中流出随后进入出口管路。
“沉浸”在捕集颗粒中的粉尘随捕集颗粒一同经过待生
阀门 d 后进入待生斜管 10 中，继而进入提升管路 11，在气力
作用下进入喷动再生器 12 中，在此设备内完成粉尘和捕集颗
粒的分离。在气体的带动作用下粉尘进入旋风分离器 14，被
料筒 15 和滤袋 16 所收集。颗粒在重力的作用下沉降至喷动

图1
Fig.1

实验装置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1. outlet pipeline

2. exhaust chamber

3. inlet pipeline
5. air inlet chamber
7. moving bed
10. inclined tube

4. screw feeder
6. upper feeding cone

8. guide cone
11. riser

13. regenerated inclined pipe
15. hopper
d. raw valve

9. mesh

12. jet regenerator
14. cyclone separator

16. dust filter bag
e. regenerative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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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器底部，沿着再生斜管 13 进入移动床顶部，继而完成循环过程。
为了便于观察，移动床体材料采用的是有机玻璃结构。引风气体流量 Q 由空气转子流量计测量，进
而可获得表观气速 ug。在移动床体上每隔 0.1 m 布置一个轴向测点，如图 1 中 L1~L7 所示，并使用衡欣(台
湾)AZ82062 型高精度压差计测量床层压降分布和整床压降。通过控制再生阀门 e，由容积法测得颗粒循
环速率 Gs。根据前人[1,22,25]对移动床过滤器内粉尘沉积的已有研究，比沉积率 σ 定义为单位体积床层中所
沉积粉尘颗粒的体积，它反映了粉尘在床层中的沉积量。粉尘在床层中的比沉积率与床层上、下截面的
含尘浓度有关，如式(1)所示。由于床层的上方进气室 5 与入口管路 3 相连，而床层的下方的排气室 2 与
出口管路 1 相连，在单位时间内加尘质量和气体通过流量一定的情况下，床层上方的浓度与入口管路浓
度相同，而床层下方的浓度和出口管路的浓度相同，即床层上下截面的浓度分别可以由入口和出口管路
的含尘浓度 Cin 和 Cout 来表示。
(1)

Cin =m /Q
1

3

1

式(1)中：m — 单位时间入口粉尘质量，kgh ；Q — 气体流量，m h 。


1 （Cin - Cout） ug  Sg

us  Ss

(2)

p

式(2)中：ρp — 粉尘密度，gm3；Cin — 入口管粉尘浓度，gm3；Cout — 出口管粉尘浓度，gm3；ug —
表观气速，ms1；us — 颗粒移动速度，ms1；Sg — 气体通过床横截面积，m2；Ss — 颗粒通过床层的
横截面积，m2。
床层颗粒的移动速度与颗粒循环速率的函数关系如式(3)：
G
uS  s
b

(3)

式中：Gs 为颗粒循环速率，kg(m2s)1。ρb 为捕集颗粒堆积密

Gas rotameter

度，kgm3。

Pressure gauge
Sampling probe

实验采用等速采样法对出口含尘气体浓度 Cout 进行测
量。采样系统由采样探头、连接导管、含内置滤筒的采样锥

Filter flask

Vacuum pump

瓶、负压表、缓冲瓶、转子流量计、真空泵等组成，如图 2

Filter cylinder

Stabilization tank

所示。采样探头是由内径 6 mm 的不锈钢铁管弯折 90° 而成，

图2

布置在气体出口的垂直管路的中心线上，距离上游弯头 5 倍

Fig.2

以上管径处，具体位置见图 1。采样处的采样气速与出口管

采样系统流程示意图

Flow chart of the sampling system

路内的横截面平均气速相等，采样气体通过内径 6 mm 的不锈钢细管导入含玻璃纤维滤筒的抽滤瓶(125
mL)内，滤筒的尺寸和规格为：直径 31 mm，长度 120 mm，孔径 0.3 μm。采样气体中的细粉被滤筒收集
下。实验中，为获得足够的灰尘量用于分析设备的捕集效率，每次采样 10 min。根据等速采样的原理，
获得的设备捕集效率为采样时间段内的平均效率。忽略期间由于操作而造成的时间误差。实验后将收集
到的颗粒称重并分析系统的捕集效率。
通过等速采样法测得出口管路 1 的气体含尘浓度 Cout，结合入口管路气体含尘浓度 Cin，通过式(4)
得到过滤器的捕集效率。
(4)

  1   C out C in    100%

实验中所用的粉尘为中位粒径 dp 为 19 μm 的硅微粉。捕集颗粒用的是 UOP 公司生产的分子筛催化
剂，其粒径分布较窄，平均粒径 ds 为 2.07 mm；颗粒间的空隙率 ε 为空隙体积和床层总体积的比值，可通
过颗粒堆积密度和表观密度计算出本实验所用颗粒的空隙率约为 0.37。捕集颗粒的物性参数如表 1 所示。
表1
Table 1

捕集颗粒物性参数

Parameters of the trapped particulates

Material

True density /
(kgm3)

Apparent density /
(kgm3)

Bulk density /
(kgm3)

Molecular sieve
based catalysts

1820

1049

666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Diameter >2.60 mm / %
Diameter < 1.70 mm / %
0.4

0.17

ds / mm
2.07

ε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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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与分析
移动床过滤器在无尘负荷下压降

3.1

在实验中，气体在引风的作用下自上而下穿过床层，从而产生流动压降。结合不同表观操作气速条
件下实测得到的床层压降分布，可对床层压降进行拟合。一般通过式(5)Ergun 公式对移动床压降进行计
算，右式中第 1 项代表滞留项，k1 是无因次滞留压损系数，第 2 项代表紊流项，k2 是无因次紊流压损系
数。
2
2
 ug
P
（1 - ）
（1 - ） ug
 k1
+
k
L
 3  d s  2 2  3  d s

(5)

研究发现，实验测得实验值和“经典”Ergun 公式[28]有一定差别，本文通过对实测数据进行拟合得到
修正后的 Ergun 公式为：
2
2
 ug
（1 - ）
（1 - ） ug
P
+1.34
 121.9
L
 3  d s  2
 3 ds

(6)

图 3 即是实验值和修正后的 Ergun 公式拟合结果。由图可知，考察面的全部实测压降数据与拟合曲
线误差小于 15%。这说明修正后的 Ergun 公式可以较好地表征移动床表观气速和床层压降的关系。
与以往研究的拟合结果相比，方程(6)中，滞流压损系数 k1 和紊流压损系数 k2 均较小，这可能与气体

12

9

pressure drop fitting curve
L = 0.554 m
L = 0.454 m
L = 0.354 m
L = 0.254 m
L = 0.154 m
L = 0.054 m

+15%

-15%

6

3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1.1

Average static pressure drop / kPa

ΔPε3(ϕds) / ((1ε)ρug2L)

穿过同向移动的颗粒层时，紊流程度的减弱有关。
1.0

ug / (ms1)

0.9

0.063
0.079
0.094
0.11
0.126
0.141
0.157

0.8
0.7
0.6
0.5
0.4
0.3
0.2

0.0

0.5

(1ε)μ / ((ϕds)ρug)
图3

实验结果和 Ergun 公式拟合结果对比

Fig.3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and
Ergun fitting results

3.2

图4

1.0
1.5
2.0
Gs / (kg·(m2s)1)

2.5

3.0

颗粒循环速率对移动床平均压降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particle circulation rates on

average pressure drop of the moving bed

颗粒循环速率对压降的影响

通过图 1 中的阀门 d 可以调控移动床颗粒循环速率，实验中取了两组循环速率，图 4 是在不同颗粒
循环速率 Gs 条件下，床层的平均静压降分布。由图知，当颗粒循环速率由 0 增大至 2.26 kg(m2s)1 时，
床层压降略微下降。这与错流移动床中探究颗粒的循环速率对床层压降影响关系不同，前人研究[20]发现，
错流移动床在净床操作时，颗粒的循环速率对压降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在顺流移动床中，提高颗粒循环
速率，意味着床内颗粒移动速率增大。根据张济宇等[29]的研究，在负压差移动床内，固体与气体同向流
动时，固体颗粒移动速度增大，床层的压降随之下降。设备操作模式由固定床转变为移动床操作模式时，
颗粒间的空隙率会增大，由 Ergun 公式可知，当颗粒间空隙率增大时，移动床压降会相应减小；由式(3)
可将颗粒的移动速度用颗粒的循环速率来表示，因为在本实验操作范围内，床层颗粒移动速度最大不过
0.002 4 ms1，其对于颗粒间空隙率变化的影响十分有限，所以在实验操作范围内，当颗粒循环速率增大
时，移动床压降下降幅度不明显。
3.3

加尘条件下床层的压降随比沉积率的变化

图 5 是在移动床操作模式下(ug = 0.126 ms1，Gs = 2.26 kg(m2s)1)，不同比沉积率条件下的设备压降
随时间变化曲线图。由图可知，随着过滤操作的进行，设备压降处于先增大，后趋于稳定的状态。并且
随着比沉积率 σ 的增大，设备压降达到稳定的时间越快；但随着床层中粉尘比沉积率 σ 的增大，设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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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比沉积率 σ 增大，会导致床层颗粒间的空隙率 ε 减

1.00

小，由 Ergun 公式知，床层压降随着空隙率 ε 的减
小而增大，所以粉尘比沉积率越大，达到相对稳定
状态时的压降越大。
同时发现，比沉积率 σ 从 4.08×104 增大到
4

8.68×10 ，压降达到相对稳定时的波动程度不同。

Static pressure drop / kPa

降达到相对稳定时的压降值越大。粉尘在床层中的

由图可知，当粉尘比沉积率 σ 从 4.08×104 增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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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ted curve of σ =4.08×104
fitted curve of σ =5.84×104
fitted curve of σ =7.35×104
fitted curve of σ =8.68×104

σ =4.08×10-4
σ =5.84×10-4
σ =7.35×10-4
σ =8.68×10-4


0.95
0.90
0.85
0.80

ug= 0.126ms1

0.75

Gs= 2.26 kg·(m2s)1

0.70

0

4

7.35×10 时，设备压降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时，压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Time /s

降的波动逐渐减小。而当比沉积率从 7.35×104 增大

图5

不同比沉积率设备压降随过滤操作进行产生

到 8.68×104，发现设备压降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时，

的变化
Fig.5

压降波动反而开始增大。这说明粉尘比沉积率不仅

Pressure drop of different deposition rate
devices as a function of filtration time

会影响压降稳定时的压降值大小，并且影响设备压

降的稳定性。这可能与粉尘与颗粒形成的共同起到过滤作用的“滤饼”具有较大关系。当粉尘比沉积率较
小时，粉尘与颗粒形成滤饼容易受到颗粒移动时的“剪切”作用而破碎，无法形成较为稳定的滤饼结构，
床层的空隙率处于不断地变化的状态，因而压降波动较大。当粉尘的沉积率增大，粉尘与颗粒形成的滤
饼处于“生成-破碎-再生成”的动态稳定状态，达到稳定状态时各操作变量变化较小，因而压降较为稳定。
当沉积率进一步增大时，粉尘在移动床内过度沉积，会对移动床颗粒循环速率产生影响，同时影响了床
层的空隙率，进而导致床层的压降不稳定。
图 6 是当粉尘比沉积率为 9.97×104 时，设备压降随时间的变化。此时设备操作压降变得极不稳定，
当过滤进行了 4 700 s 时，移动床的内的粉尘过度沉积，料腿位置(图 1 中带生阀门 d 上方位置)处粉尘与
颗粒形成架桥，装置无法稳定操作。这说明床层内比沉积率不易过高，过高的比沉积率，粉尘会与颗粒
发生团聚现象，从而会影响过滤器的稳定操作。
结合图 5 和图 6，可以得到适宜操作的比沉积率 σ 范围，如果从可以长周期运行的角度来看，适合
该过滤器的比沉积率不宜高于 8.68×104 。若从保持床层压降稳定操作来看，适宜的比沉积率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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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是不同颗粒循环速率下床层压降随时间的响应曲线。在可见在颗粒循环速率为 0.54 kg(m2s)1
时，加尘开始后，设备压降增速较固定床操作模式(Gs = 0)下慢，但比循环速率 2.26 kg(m2s)1 条件下快，
此时移动床过滤器内粉尘比沉积率 σ 为 22.32×104，明显高于过滤器正常运转可以承受的比沉积率。随着
过滤操作的进行，900 s 左右时待生斜管内窜气现象明显，设备不能稳定操作，但压降总体上依然呈现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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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大的趋势。在 2 400 s 时，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此时待生阀门全开，颗粒依然不能顺畅下行，且设备
压降出现大幅度波动。此时只能停止引风加尘操作，使设备进入无引风操作状态，方可使得移动床循环。
当过滤器颗粒循环速率较小时，捕集颗粒下行速度缓慢，不能及时将床层内沉积的灰尘颗粒带出，
导致床层内灰尘颗粒持续沉积，最终阻塞床层颗粒正常移动。因而在进行过滤操作时，选取合适的颗粒
循环速率至关重要。在选取合适的比沉积率(如前文所述)后，颗粒的循环速率可通过式(1)、(2)计算得到。
3.4

表观气速和比沉积率对过滤器捕集效率的影响关系

如前文所述，由于在低循环速率(0.54 kg(m2s)1)的情况下，设备可以运行的周期约为 2 400 s，且由
于压降呈不断上升态势，设备无法保证长周期稳定运行。故本文仅考虑了在捕集颗粒循环速率较高的情
况(2.26 kg(m2s)1)下对粉尘的捕集效率。
图 8 是移动床过滤器捕集效率随粉尘沉积率 σ 变化关系曲线图。由图知，在比沉积率
4.08×104~7.35×104，系统的捕集效率随入口含尘浓度的增大而增大，这是因为在这一浓度范围内，粉尘
沉积于移动床过滤器内，与捕集颗粒共同作为过滤介质——“滤饼”进行过滤。从压降随时间的响应函
数(图 5)可以看出，当比沉积率从 σ 从 4.08×104 增大到 7.35×104，500 s 后设备压降波动幅度逐渐减小，
说明在此浓度范围内，设备内的滤饼结构随比沉积率的增大而趋于一种动态稳定的状态。
但当比沉积率从 7.35×104 上升至 9.97×104，系统的捕集效率反而下降，这主要是由于粉尘浓度进
一步增大，粉尘在移动床内的沉积率高于设备的除尘承载能力，床内粉尘过度沉积，导致在相同时间内
会有更多的粉尘被引风气体带出，从而降低设备对于粉尘的捕集效率。实验表明，稳定的滤饼结构可以
高捕集效率的保证，而稳定的压降衡量滤饼结构是否稳定的重要方法。根据比沉积率-效率拟合曲线，当
比沉积率在 5.84×104~7.35×104，设备除尘性能最佳，几乎全部可达到 97%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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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表观气速下，设备捕集效率随时间的响应关系如图 9 所示。由图可知，设备对粉尘的捕集
效率随时间呈现先降低而后趋于平稳的过程。这是因为过滤操作的开始阶段(0~2 000 s)，粉尘进入移动床
过滤器内，随着移动床内颗粒间的粉尘含量增多，比沉积率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此时移动床过滤器操
作并不稳定，因而捕集效率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当操作进行到 2 000 s 以后，设备内部粉
尘含量处于动态平衡的稳定状态时，移动床过滤器的捕集效率也趋于稳定。同时，当表观气速从 0.094
增大到 0.157 ms1，设备总的捕集效率有所下降。这是由于气速增大，被拦截吸附下的粉尘颗粒更容易
被气体带出而从颗粒表面“逃逸”，被气体带进净化后的出口气体管路，从而导致捕集效率下降。

4

结

论

考察了顺流式轴向移动床在无尘负荷下和含尘负荷下的压降特性，分析了含尘负荷下移动床内粉尘
的比沉积率对压降和捕集效率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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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无尘负荷下，通过考察不同轴向位置处的表观气速-压降关系，给出了修正后的 Ergun 公式，
无因次滞留压损系数 k1 = 121.9，无因次紊流压损系数 k2 = 1.34。
2、在无尘负荷下，轴向移动床过滤器颗粒循环速率升高，压降会略微下降。
3、在含尘负荷下，移动床过滤器压降随操作进行，呈现先缓慢增大，而后维持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4、移动床过滤器内粉尘的比沉积率会影响压降的稳定性，适宜的比沉积率 5.84×104~7.35×104。从
长周期运行的角度来看，适合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的比沉积率不宜高于 8.68×104。颗粒循环速率是
保证移动床过滤器可以长周期循环的关键因素，合适的颗粒的循环速率可根据比沉积率 σ 计算得到。
5、比沉积率对捕集效率也有较大影响，当比沉积率为 7.25×104 时，过滤器对于粉尘的捕集效率达
到最高(97% 左右)。在实验范围内，大于或小于该比沉积率时，设备的捕集效率均有所下降。
6、实验表明，移动床内表观气速越大，粉尘越容易“逃逸”，设备捕集效率越小。反之，表观气速
越小，捕集效率越大。
符号说明：
Cin

 入口管粉尘浓度，gm3

ε

 空隙率

Cout

 出口管粉尘浓度，gm3

ղ

 捕集效率
 空气动力黏度系数，Pas

dp

 粉尘平均粒径，m

μ

ds

 捕集颗粒平均粒径，m

ρ

 空气密度，kgm3

Gs

 颗粒循环速率，kg(m2s)1

ρb

 捕集颗粒堆积密度，gm3

k1

 无因次滞留压损系数

ρp

 粉尘密度，gm3

k2

 无因次紊流压损系数

σ

 比沉积率

L

 床层高度，m

ϕ

 球形度

m

 单位时间入口粉尘质量，kgh1

下标

ΔP

 床层压降，kPa

in

Q

 气体流量，m3h1

out

 入口管路
 出口管路

Sg

 气体通过床横截面积，m2

s

 捕集颗粒

Ss

 颗粒通过横截面积，m2

g

 气体

us

 颗移动速度，ms1 粒

p

 粉尘

ug

 表观气速，ms1

b

 堆积

参考文献：
[1]

吴晋沪. 移动床高温煤气除尘基础研究 [D]. 太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1998.
WU J H. Basic research on high temperature gas dedusting with movable bed [D]. Taiyua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xi Institute of Coal Chemistry), 1998.

[2]

张立平, 林爱光, 蒋维钧. 移动床颗粒层除尘器除尘效率研究 [J]. 环境科学, 1993, 14(6): 34-37.
ZHANG L P, LIN A G, JIANG W J. Study on dust removal efficiency of granular bed dust remover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1993,14(6): 34-37.

[3]

赵建涛, 黄戒介, 房倚天, 等. 高温煤气脱硫除尘一体化工艺过程分析 [C]//全国化学工艺年会. 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 2005.
ZHAO J T, HUANG J J, FANG Y T, et al.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ed process of high temperature gas desulfurization and dust
removal [C]//National Chemical Technology Annual Conference.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2005.

[4]

KUO J T, SMID J, HSIAU S S, et al. Stagnant zones in granular moving bed filters for flue gas cleanup

[J].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1998, 35(6): 529-534.
[5]
[6]

HSIAU S S, SMID J, TSAI F H, et al. Velocities in moving granular bed filters [J]. Powder Technology, 2001, 114(1/2/3): 205-212.
CHOU C S, YANG T L. Flow patterns and wall stresses in a moving granular filter bed with a curved symmetric louvered wall [J].
Advanced Powder Technology, 2005, 16(5): 451-471.

[7]

CHOU C S, CHEN S H. Moving granular filter bed of quartz sand with louvered-walls and flow-corrective inserts [J]. Powder
Technology, 2007, 172(1): 41-49.

[8]

单向辉, 刘柏谦, 谭培来, 等. 移动颗粒床除尘器的除尘性能 [J]. 环境工程学报, 2017, 11(3): 1698-1706.
SHAN X H, LIU B Q, TAN P L, et al. Dedust-removal performance of a mobile particle bed dust remover [J].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7, 11(3): 1698-1706.

[9]

BROWN R C, SHI H, COLVER G, et al. Similitude study of a moving bed granular filter [J]. Powder Technology, 2003, 138(2/3):

第 34 卷第 2 期

吕涵等：气固顺流式移动床过滤器的除尘性能

551

201-210.
[10]

EL-HEDOK I A, WHITMER L, BROWN R C. The influence of granular flow ra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moving bed granular
filter [J]. Powder Technology, 2011, 214(1): 69-76.

[11]

SMID J, HSIAU S S, PENG C Y, et al. Hot gas cleanup: New designs for moving bed filters [J]. Filtration and Separation, 2005,
42(10): 36-39.

[12]

颜深, 孙国刚, 孙占朋, 等. 颗粒床过滤除尘技术研究进展 [J]. 化工进展, 2017, 36(9): 3152-3163.
YAN S, SUN G G, SUN Z P, et al.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granular bed filter for dust removal [J].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ering Progress, 2017, 36(9): 3152-3163.

[13]

郜时旺, 危师让, 邓润亚, 等. 移动床过滤器设计优化和热煤气除尘实验研究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2, 36(9): 903-906.
GAO S W, WEI S R, DENG R Y, et 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f moving granular bed filter for hot coal gas
clean up [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2002, 36(9): 903-906.

[14]

LONG W Y, XU J, FAN Y P, et al. Pinning and cavity in two types of cross-flow moving beds [J]. Powder Technology, 2015, 269:
66-74.

[15]

陈俊霖, 李勋锋, 王永伟, 等. 颗粒床过滤器除尘特性数值模拟研究 [J]. 工程热物理学报, 2018, 39(9): 1997-2004.
CHEN J L, LI X F, WANG Y W,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study on dust remov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nular bed filter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Thermophysics, 2018, 39(9): 1997-2004.

[16]

张铁钢. 重整再生器轴向移动床两相流动规律的实验研究 [D]. 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00: 26-40.
ZHANG T G. Experimental study on two-phase flow in axial moving bed. [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2000: 26-40.

[17]

李志红. 重整再生器轴向移动床内气固两相流动的实验研究 [D]. 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2001: 22-46.
LI Z H. Experimental study on gas-solid flow in axial moving bed. [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2001: 22-46.

[18]

姬忠礼, 陈鸿海, 卢春喜, 等. 气固并流式颗粒移动床设备的下料装置: CN, 2406724 [P], 2000-11-22.
JI Z L, CHEN H H, LU C X, et al. The blanking device of gas-solid parallel flow particle moving bed equipment: CN, 2406724 [P],
2000-11-22.

[19]

张立平, 林爱光. 气体通过颗粒移动床除尘器压降的计算 [J].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1991, 4(5): 302-308.
ZHANG L P, LIN A G. The pressure drop of gas flowing through the granular moving bed [J].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1991, 4(5): 302-308.

[20]

赵建涛, 黄戒介, 张建民, 等. 气固错流移动颗粒床过滤器压降特性研究 [J]. 高校化学工程学报, 2003, 17(2): 216-220.
ZHAO J T, HUANG J J, ZHANG J M, et al. Pressure drop of cross-flow moving granular bed for dust removal [J].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2003, 17(2): 216-220.

[21]

CHEN Y S, HSIAU S S, LAI S C, et al. Filtration of dust particulates with a moving granular bed filter [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9, 171(1/2/3): 987-994.

[22]

高思鸿, 张丹丹, 范怡平, 等. 气体干法净化旋流吸附耦合设备压降特性 [J]. 化工学报, 2018, 69(5): 1873-1883.
GAO S H, ZHANG D D, FAN Y P, et al. Pressure drop characteristics of dry gas purification process in a coupled apparatus of
cyclone and granular bed filter/adsorber. CIESC Jorunal, 2018, 69(5): 1873-1883.

[23]
[24]

TIEN C. Prediction of particle deposition in granular media [J]. Production & Processing of Fine Particles, 1992, 24(11): 713-722.
TAKAHASHI T, WALATA S A, CHI T. Transient behavior of granular filtration of aerosols-effect of aerosol deposition on filter
performance [J]. AIChE Journal, 1986, 32(4): 684-690.

[25]

王中礼. 移动颗粒床过滤除尘技术研究 [J]. 过程工程学报, 1984(1): 1-12.
WANG Z L. Study on mobile particle bed filtering and dust removal technology [J].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rocess Engineering,
1984(1): 1-12.

[26]

赵建涛, 黄戒介, 吴晋沪, 等. 气固错流移动颗粒床过滤器除尘效率 [J]. 化工学报, 2004, 55(5): 721-726.
ZHAO J T, HUANG J J, WU J H, et al. Collection efficiency of cross-flow moving granular bed filter [J].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ring (China), 2004, 55(5): 721-726.

[27]

刘书贤, 黄峰, 苌亮, 等. 颗粒过滤器除尘效率的实验研究与数学建模 [J]. 煤炭学报, 2016, 41(S2): 542-547.
LIU S X, HUANG F, CHANG L, et 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dust removal efficiency of granular
filtration bed [J].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 2016, 41(S2): 542-547.

[28]
[29]

ERGUN S. Fluid flow through packed columns [J].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ess, 1952, 48(2): 89-94.
张济宇, 杨贵林, 杨守扑, 等. 负压差移动床的气-固流动 [J]. 化工学报, 1980, 31(3): 229-240.
ZHANG J Y, YANG G L, YANG S P, et al. Gas-solid flow in a moving bed under negative pressure difference [J]. Journal of
Chemical Industry and Enginering (China), 1980, 31(3): 229-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