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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吕

本标准是对JB/T 5910-1997《电除尘器》的修订，与JB/1' 5910-199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对标准“范围”中承受的许用压力和标准状态下人口烟气含尘浓度作了变更:
— 充实了原标准“基本参数”和“技术要求”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代替JB/1' 5911}一19970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除尘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哪建国、毛曙光、陈建国、吴金。

本标准委托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除尘器分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ZB J 88 001.2- 1988 、JB/T 5910一1991. JB/1591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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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除 尘 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除尘器的结构，代号表示法，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
运输、贮存规范，安装规范，调试、运行、维修、安全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一干式、板式、卧式电除尘器:

    — 烟气温度:<-4000C(>250℃为高温型);
    — 同极间距:250inm-600mm;
    - )TK受许用压力:-4.0X 100Pa-+2.OX 100Pa(其中一1.O X 104Pa-OPa为常规型);

    一一标准状态下人口烟气含尘浓度:S I0009/m3 e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r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GB/T 1184-1996. eqv ISO 2768-2e 1989)
    GBIT 1800.4 极限与配合 标准公差等级和孔、轴的极限偏差表 (GBa 1800.4-1999. eqv ISO

286-2: 1988)

    GB/t 13931 电除尘器 性能测试方法
    GBrF 16845.3 除尘器 术语 第三部分:电除尘器术语

    JBIT 5906 电除尘器 阳极板

    JB/T 5908 电除尘器主要件抽样检验及包装运输贮存规范
    JB/T 5913 电除尘器 阴极线

    JB/I' 6407 电除尘器 调试、运行、维修安全技术规范
    JBII' 8536 电除尘器 机械安装技术条件

    JB/T 9688 高压静电除尘用整流设备

3 结构

    电除尘器由机械和电气两大部分组成。机械部分由阳极系统 (包括阳极振打装置)、阴极系统 ‘包
括阴极振打装置)、外壳结构件、气流分布装置等部件构成。电气部分由高压电源 〔包括整流变压器及

其控制系统)、高压隔离开关柜和低压控制系统等组成。

4 型号表 示法

口 N x L 一 K  X  B 一 H

{{一
阳极板有效高度
单室电场有效宽度
室数
单电场有效长度
电场数
产品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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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D3x4-1 x 10.4-10.0表示为干式、板式、卧式电除尘器，D表示产品代号，电场数为3单电场有效长度

为4m，单室电场有效宽度为10.4m.阳极板有效高度为lom.

      -L". "H”定义按 GB/1' 16845.3解释。

5 基本参数

5.1 基本原始参数

    a)标准状态下电除尘器人口烟气量，单位为m骊:

    b)标准状态下电除尘器人口含尘浓度，单位为g/m3;
    c)烟气温度，单位为℃;
    d)除尘效率，%;

    e)本体阻力，单位为Pa:

    f)本体漏风率，%;
    9)灰样分析资料:包括成分、粒度、比电阻、飞灰密度和安息角:

    h)若为燃煤电厂，则需煤样分析资料。
5.2 其他参数

    a)烟气露点温度，单位为℃;
    b)烟气含湿量，%;

    。)厂址气象及地理条件:包括大气压、气温、海拔、平均相对湿度、地震烈度和厂区土质和类别
      等。

5.3 单室电除尘器烟气流通面积

    按式 (1)计算:

                                                    S=月刀·····.············。··.。··。········。····。··········，·⋯ (!)

    式中:

    S-一一单室电除尘器烟气流通面积，单位为m2:
    月一 阳极板有效高度，单位为m;

    召— 单室电场有效宽度.单位为m.
5.4 总集尘面积

    按式 ((2)计算:

沙一"
A =

    式中:

    A— 总集尘面积，单位为m2:
    N-一一电场数:

    乙— 单电场有效长度.单位为M;
    月‘一一~阳极板有效高度，单位为m;

    B— 单室电场有效宽度，单位为m;
    k— 室数，单位为个;

    d一一同极间距，单位为m.

6 技术要求

6.1 通则

6.1.1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安装、调试及
验收。如有特殊要求.必须在订货合同或技术协议中注明。



JB/f 5910-2005

6.1.2 制造电除尘器的材料应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并根据生产厂的合格证书和相应

的标准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对于牌号不明或无合格证书的材料，需经工厂复验或鉴定，符合设计规

定的材质要求方可使用。
6.1.3 图样上未注尺寸公差的极限偏差按表1规定.

                            表 1 零部件宋注尺寸公差的极限偏差

加工方式 机械加工 非机械加工

极限偏差

荃本尺寸 不限 <500 >500-2000 >2000-4000 >月侧10

包容尺寸 H14 H17 H16 H15 H14

被包容尺寸 h14 h17 h16 his h14

长度 JS14 JS 17 JS16 JS15 JS14

注:表中极限偏差数值执行GB/T 1800.4的规定。大尺寸段中的小尺寸公差值若小于相邻小尺寸段中大尺寸的公差

    值，则按大公差值选取。

6.1.4 图样上形位公差未注公差值按GB/f 1184规定。

6.1.5 高压电源额定输出电压和额定输出电流等级，按JB/1' 9688中规定的数值选取。
62 性能指标

6.2.1除尘效率

6.2.1.1 烟尘排放浓度必须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其保证效率由供需双方在技术协议中明确。

6.2.1.2 除尘效率的修正及评判，见附录A>
6.2.2 压力降

    根据工况条件确定，由供需双方在技术协议中明确.
6.2.3 漏风率

    电除尘器本体漏风率<5%.
6.3 主要零部件要求

6.3.1电除尘器的阳极板应符合JB/1' 5906的要求。
6.3.2 电除尘器的阴极线应符合JB/1' 5913的要求.

6.3.3 电除尘器的高压直流电源应符合JB/f 9688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电除尘器性能测试方法按GB/f 13931的规定。

8 检验规则

    检验按JB/T 5908的规定。

9包装运输贮存规范

    包装运输贮存按JB/1' 5908的规定。

10 安装规范

    安装按JB/T 8536的规定。

11 电除尘器调试、运行、维修及安全技术规范

    电除尘器调试、运行、维修及安全按JB/I' 640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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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除尘效率的修正方法及评判

除尘效率的修正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方法:把考核时的实测效率从工况条件修正到设计条件，在设计条件下进行评判

nC一(1一e-KC) x 100%
Kc=KT/q

KT一，n(共一)
          3一叮T

                                CT = CI X C2 X C3 X二

式中:

          77。一一穆正到设计条件下的除尘效率;

          n7— 工况条件下的实测效率;

Cl.q、C3...} 分别为烟气量、烟气湿度、含硫量等修正系数。
当"C --7D则说明电除尘器效率考核合格。

其中，D为设计条件下的保证效率。

第二种方法:把保证效率从设计条件修正到工况条件，在工况条件下进行评判。
                -K_

飞=(l一“0X100%

Kc=KDCT

K� =1n(一2一、
          3一7/D

                            CT = CI X C7. X C3 X

当q7 i刀C则说明电除尘器效率考核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