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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膜烟尘净化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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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基于对焊接烟尘中微细颗粒和有毒气体净化处理的需要袁提出动态膜净化技术遥 主要根据动态膜与烟尘发

生碰撞尧湿润尧黏附来实现烟尘的净化袁通过实验分别考察装置进气方式渊上进风尧下进风冤尧入口风速大小尧细化网数

量对微细颗粒和有毒气体处理效果的影响遥实验结果表明院下进风对烟尘颗粒和 CO 的去除率始终比上进风时高曰当
进气为下进风尧风速达到 32.5m/s袁安装两层细化网时去除效果达到最佳袁烟尘颗粒去除率达到 98%左右袁CO 去除率

达到 96%左右遥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表明院动态膜净化技术对焊接烟尘能起到较好的净化效果袁可为烟尘净化

的工业化应用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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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move fine particles and toxic gases in welding fume袁 a dynamic membrane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is proposed. The welding fume is mainly purified through the collision袁
wetting and adhesion with a dynamic membrane. Experimental study i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air inlet mode 渊upper air inlet and lower air inlet冤袁 inlet wind speed and number of
nets on the treatment of fine particles and toxic gas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moval rate of fume particles and CO under lower air is always higher than that under upper air.
When the inlet air is the lower inlet air and the wind speed reaches 32.5 m/s袁 the removal effect
is optimal when two nets are installed. Under this condition袁 the fume particle removal rate can
reach about 98% and the CO removal rate can reach about 96%.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 dynamic membrane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can well purify
the welding fume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fume pu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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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动态膜外壁捕捉示意图

0 引 言
焊接烟尘是一种危害较大的工业废气袁含有微

细颗粒和有害气体渊包括一氧化碳尧臭氧尧氧化氮尧
氟化物及氯化物等冤袁不仅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巨大伤

害袁而且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1-4]遥 从 20 世纪

开始袁人们就已着力于研究焊接烟尘的各种净化方

法和技术遥 现今袁我国的部分企业袁特别是大中型企

业袁已使用一些除尘设备袁如布袋除尘器尧重力沉降

室和电除尘[5-6]等遥
国外对烟尘污染研究开始较早袁处理技术相对

先进尧成熟袁目前常用的烟尘净化方法包括惯性分

离法尧静电沉积法尧液体洗涤法尧织物过滤法尧蜂窝

沉积法尧光解油烟净化法尧等离子体净化尧复合法

等袁主要的除尘设备有惯性除尘器[7]尧离心除尘器[8]尧
水膜式除尘器 [9-10]尧文丘里管除尘器尧颗粒层除尘

器 [11-12]等遥
总体而言袁现有的焊接烟尘净化处理技术对大

颗粒烟尘都具有较好的除尘效率袁一般能达到 95%
以上袁而对小颗粒烟尘和有害气体去除效果却很差遥
为了解决现有除小颗粒烟尘技术存在的不足袁本文

在动态膜净化特征的研究基础上袁针对性地提出了

可净化小颗粒烟尘和有害气体的动态膜烟尘净化

技术袁利用动态膜产生尧成长尧破碎的整个生命周期

对其进行吸附净化遥 实验研究了进气方式渊上进气尧
下进气冤袁入口风速袁细化网数量等参数对烟尘净化

效果的影响袁在相同工况下测定了烟尘颗粒和 CO 去

除率的实验误差遥
1 动态膜捕捉机理及传质方程
1.1 动态膜捕捉原理

动态膜的形状是不规则的袁它受时间尧气流尧动
态膜数量等因素影响袁为了研究方便袁将动态膜和

烟尘颗粒的形状均视为球体遥
动态膜对烟尘颗粒的捕捉分为两部分袁第 1 部分

是动态膜内壁对烟尘颗粒的捕捉袁如图 1 所示袁动态

膜在形成时将烟尘包裹在其内部袁在布朗运动的作

用下烟尘颗粒不断与动态膜内壁发生碰撞袁并被内

壁黏附捕捉袁从形成到破裂袁动态膜内壁都在不断

对烟尘进行捕捉遥 第 2 部分是动态膜外壁对烟尘颗

粒的捕捉袁如图 2 所示袁外壁主要捕捉动态膜破裂

后释放出的烟尘遥 烟尘在动态膜外运动时在动态膜

的周围形成一束空气流线袁烟尘颗粒的运动轨迹与

该流线重合遥为了便于研究袁外壁捕捉烟尘时将动态

膜视为固定的袁气体则向动态膜相反方向运动遥
1.2 动态膜传质方程

1冤传质机理

组分在无载体动态膜内的传质基本是一个溶

解-扩散过程袁其透过膜的速率 Ji 可由 Fick 定律表示

Ji=DiK i / L 渊CiF-CiP冤 渊1冤
式中院Di尧K i要要要组分 i 在动态膜内的扩散系数及分

配系数曰
CiF尧CiP要要要组分在料液侧及透过液侧的浓度袁
CiF-CiP 为传质推动力遥
2冤偶合传质机理

组分在有载体动态膜内的传质与一般膜中的溶

解-扩散传质过程不同袁是一反应-扩散过程袁该反应-
扩散过程是可逆配合反应过程袁主要有逆向偶合传

质和同向偶合传质两种过程遥
逆向偶合传质一般表示式为

M ++RH葑MR+H + 渊2冤
式中院M +要要要水溶液中欲脱除的金属离子曰

RH要要要酸性离子型载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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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要要要推动力离子遥
同向偶合传质一般表示式为

M ++X -+R葑RMX 渊3冤
式中院R要要要中性载体曰

X -要要要推动力离子遥
2 动态膜净化实验
2.1 动态膜净化装置

动态膜烟尘净化装置主要由集尘罩尧进风管尧风
机尧起泡装置尧细化网尧破泡装置尧干燥网尧除淤泥装

置等部分组成袁其总体结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遥

动态膜烟尘净化装置的工作原理为院 打开抽水

泵开关袁将制备好的膜液均匀喷洒在起泡装置上曰打
开风机开关渊图中所示为上进风方式冤袁通过集尘罩

将焊接烟尘吸入装置袁在焊接烟尘气体的气流作用

下起泡装置上的液膜[13]向外伸展并将烟尘气体包裹

在内形成动态膜曰随着气流方向袁动态膜向下或向

上运动并受到细化网的细化作用袁产生更多更小的

动态膜曰当接触到破泡装置时袁动态膜破裂袁形成包

裹有烟尘的雾化小液滴袁小液滴继续对空气中的烟尘

进行捕捉袁净化后的气体进入右室通过干燥网排放

到空气中遥 小液滴与捕捉到的烟尘沉降到底部储液

池袁烟尘颗粒在重力作用下沉入储液池底部袁膜液

经过滤网继续供给起泡装置遥

2.2 动态膜净化实验

2.2.1 实验原理

去除率是检验装置除尘性能的标准袁本实验通

过不同参数进行焊接烟尘过滤袁在过滤过程中测试物

质的入口浓度和出口浓度值袁计算出烟尘去除率袁根据

去除率的变化来描述参数对装置过滤效果的影响遥
实验结果所得除尘效率计算方法如下院

Z=渊C1-C2冤 /C1 渊4冤
式中院Z要要要除尘效率袁%曰

C1要要要物质的进口质量浓度袁mg/m3曰
C2要要要物质的出口质量浓度袁mg/m3遥

2.2.2 实验设计

实验的主要内容如下院
1冤进气方式为上进风袁在常温下以不同入口风

速和不同细化网层数来测试烟尘的净化效果遥 在

起泡装置下方分别设置 1 层细化网尧2 层细化网尧
3 层细化网袁以风速分别为 15袁20袁22.5袁25袁27.5袁30袁
32.5袁35袁37.5 m/s 进行焊接烟尘净化袁对每种风速入

口尧出口的烟尘浓度和 CO 的浓度进行记录遥
2冤进气方式为下进风袁并进行 1冤中的实验步

骤遥 实验中袁除以上变量其他条件均相同袁应及时地

添加膜液袁以保证动态膜的形成不受影响遥每种风速

测试 10 min袁每隔 3 min 进行取样测试袁最后结果取

其平均值遥
2.3 实验检测手段

本实验主要采用风速仪对风速进行实时检测袁
利用综合烟气分析仪检测净化前后的烟尘颗粒和

CO 的浓度遥
风速仪采用 TD905 风量风速仪袁属于叶轮式风

速仪并带有电脑软件可进行在线测量分析袁测量范

围在 0.3耀45m/s遥
综合烟气分析仪渊KANE9206冤采用 6 种电化学

传感器可进行氧气尧碳氧化物尧氮氧化物尧硫化物尧
碳氢化合物的浓度检测袁检测误差都在-0.1%耀0.2%
之间遥
3 实验数据及分析
3.1 入口为上进风的实验测定

实验内容 1冤所得数据处理后烟尘颗粒和CO
去除率的变化规律袁如图 4 和图 5 所示遥

从图中可以看出袁动态膜对 CO 和烟尘颗粒的

去除率随着风速的增大而升高袁当风速达到一定值

后净化效果达到最好遥设置 1 层细化网的情况下袁在

图3 动态膜烟尘净化装置的总体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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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达到 30m/s 时烟尘颗粒和 CO 去除率最高袁分别

约为 85%和 90%遥 设置 2 层细化网的情况下袁在风速

达到 32.5m/s 时烟尘颗粒和 CO 去除率最高袁都约为

95%遥 设置 3 层细化网的情况下袁在风速达到 35m/s
时烟尘颗粒和 CO去除率最高袁分别约为 93%和90%遥
即在两层细化网且风速为 32.5 m/s 的运行条件下袁
动态膜对烟尘的净化效果最好遥
3.2 入口为下进风的实验测定

实验内容 2冤所得数据处理后烟尘颗粒和 CO
去除率的变化规律袁如图 6 和图 7 所示遥

从图中可以看出袁动态膜对 CO 和烟尘颗粒的去

除率随着风速的增大而升高袁当风速达到一定值后净

化效果达到最好遥 在 1 层细化网中风速达到 30 m/s
时去除率最高袁CO 的去除率在 92%左右袁烟尘颗粒

的去除率在 90%左右遥 在 2 层细化网中风速达到

32.5m/s 时去除率最高袁CO 的去除率在 96%左右袁烟
尘颗粒的去除率在 98%左右遥 在 3 层细化网中风速

达到 35m/s 时去除率最高袁烟尘颗粒的去除率与 CO
基本相同袁都在 95%左右遥即在 2 层细化网且风速为

32.5 m/s 的运行条件下袁动态膜对烟尘的净化效果

最好遥
从图 8 和图 9 中可以看出袁入口为下进风时袁动

态膜对烟尘颗粒和 CO 的去除率始终比入口为上进

风时高袁且上进风进气时袁烟尘颗粒和 CO 的去除率

随着时间的增加变化幅度较大遥
3.3 实验误差的测定

选用入口为下进风尧风速为 32.5m/s 且装两层细

化网的净化装置每隔 10min 做一次实验袁共 5 次袁得
出动态膜对烟尘颗粒和 CO 的去除率袁如图 10 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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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上进风的烟尘颗粒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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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上进风的CO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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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下进风的烟尘颗粒去除率

15.0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入口风速/渊m窑s-1冤

70
75
80
85
90
95

100

1层细化网
2层细化网
3层细化网

图7 下进风的CO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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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不同入口位置的烟尘颗粒去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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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入口位置的CO的去除率

从图中可以看出袁每次实验结果的烟尘颗粒和 CO 的

去除率都有所变化袁都存在一定的实验误差袁通过计算

可得烟尘颗粒去除率在 99.04%依0.3%范围内袁CO
去除率在 98.42%依0.2%范围内遥 即在烟尘颗粒和

CO 去除率的实验误差范围内袁入口为下进风尧风速

为 32.5 m/s 且装两层细化网时动态膜对烟尘的净化

效果最佳遥
4 结果与讨论

从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可知袁经过一层细化网

细化的动态膜体积较大袁尤其是入口风速较低时袁动
态膜的体积大尧形成速度慢尧数量少曰随着风速的

增加袁动态膜形成速度加快袁体积减小曰当风速达到

30m/s 时袁动态膜的数量最多曰当风速超过 30 m/s袁随
着风速的增大袁动态膜的数量开始下降且迅速破裂袁
这是因为风速过大容易导致起泡装置的液膜破裂而

不能形成动态膜袁很多烟尘气体未与动态膜接触就被

排出遥增加至两层细化网和三层细化网后袁动态膜的

形成特性与前面相似遥 在低风速下动态膜的体积因

增加了细化网而变小数量增多袁但动态膜形成速度

较慢袁随着风速的增加动态膜的体积越来越小袁数量

越来越多袁在两层细化网中风速达到 32.5 m/s 时动

态膜的形成达到最佳状态袁在三层细化网中风速达

到 35m/s 时动态膜的形成达到最佳状态遥 虽然细化

网越多动态膜越细袁 但细化网本身对动态膜具有阻

力袁细化网为三层时阻力增大袁使动态膜入口出现了

反弹的现象袁不利于烟尘的净化遥
上进风的装置在工作到 30 min 后袁过滤效果开

始下降袁这是由于一些大的烟尘颗粒在进入装置时

被第一层起泡装置拦截袁随着过滤时间的增加袁第一

层起泡装置上的烟尘颗粒越来越多袁在膜液粘性的

作用下袁起泡装置的小孔开始被堵塞袁这不但影响动

态膜的形成袁 还会增加装置阻力袁 影响烟尘净化效

果遥入口为下进风时袁大的烟尘颗粒会被最下层起泡

装置拦截袁而在过滤过程中起泡装置不断往下产生

动态膜袁加上烟尘颗粒自身重力袁被拦截的烟尘颗粒

很容易掉落到装置底部袁而不会出现堵塞的情况遥综
上所述袁装置为下进口进气袁细化网为两层且入口风

速在 32.5 m/s 时动态膜对烟尘颗粒及有毒气体的净

化效果最好遥
动态膜对焊接烟尘的净化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袁

除本文 3 个参数外还包括膜液浓度尧膜液成分尧温度

等因素遥 膜液浓度在逆向偶合传质过程中直接影响

动态膜对烟尘颗粒的捕捉传质效率遥 膜液的成分决

定了动态膜净化吸附烟尘的效率袁膜液中表面活性

剂决定了膜液表面张力的大小以及动态膜的弹性尧
黏附性和湿润性袁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着动态膜的形

成和对烟尘的捕捉遥 温度主要是通过对液体表面张

力的改变来影响动态膜的形成袁温度越高水的表面张

力越小曰同时袁适当升高温度可以加剧烟尘颗粒在

动态膜内外的布朗运动袁增加烟尘颗粒与膜碰撞机

会袁从而增加烟尘颗粒被动态膜捕捉的几率曰温度

过高也会直接影响动态膜的形成从而降低净化效

率袁所以保持最佳温度才能最大化净化烟尘遥
5 结束语

动态膜净化技术理论上隶属于多相流技术袁其
净化过程与机理异常复杂袁本文通过加强烟尘净化的

理论与实验研究袁得出以下结论院
1冤提出动态膜烟尘捕捉技术袁由专用膜液产生

动态膜袁动态膜为球形薄膜袁此薄膜与烟尘相互包容

混合袁薄膜对于烟尘及有害气体具有极好的结合尧吸
附作用遥

2冤有效的动态膜产生机制袁通过实验装置实现

1 2 3 4 5
实验次数

100.099.899.699.499.299.098.898.698.498.298.0

CO去除率烟尘颗粒去除率

99.2
98.9 98.8 99.0

99.3

98.4 98.3
98.6 98.5 98.3

图10 同种工况下烟尘颗粒及CO去除率

46



第 44 卷第 4 期

[9] XIE Y袁 LI X袁 XIE S袁 et al. Soft fault diagnosis of
analog circuits via frequency response function measure鄄
ments[J]. Journal of Electronic Testing袁2014袁30 渊2冤院
243-249.

[10] LONG B袁 LI M袁 WANG H袁 et al. Diagnostics of ana鄄
log circuits based on LS-SVM using time-domain fea鄄
tures[J]. Circuits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袁2013袁32
渊6冤院2683-2706.

[11] JAHANGIRI M袁 RAZAGHIAN F. Fault detection in
analogue circuits using hybrid evolutionary algorithm
and neural network [J].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ignal Processing袁2014袁80渊3冤院551-556.

[12] DENG Y袁 SHI Y袁 ZHANG W. An approach to locate
parametric faults in nonlinear analog circuits[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袁2012袁
61渊2冤院358-367.

[13] TADEUSIEWICZ M袁 HA覵GAS S. Multiple soft fault di鄄
agnosis of nonlinear circuits using the continuation
method [J]. Journal of Electronic Testing袁2012袁28渊4冤院
487-493.

[14] TADEUSIEWICZ M袁 HA覵GAS S. Multiple soft fault di鄄
agnosis of BJT circuits[J]. Metrology and Measurement
Systems袁2014袁21渊4冤院663-674.

[15] TADEUSIEWICZ M袁 HA覵GAS S. Multiple soft fault di鄄
agnosis of nonlinear DC circuits considering component
tolerances[J]. Metrology and Measurement Systems袁2011袁
18渊3冤院349-360.

[16] 郭栋梁袁刘新妹袁殷俊龄袁等. 通用电路板自动故障诊断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J]. 中国测试袁2016袁42渊7冤院112-116.
[17] CUI Y袁 SHI J袁 WANG Z. Analog circuits fault diagno鄄

sis using multi -valued Fisher's fuzzy decision tree
渊MFFDT冤[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ircui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袁2016袁44渊1冤院240-260.

[18] 胡梅袁樊敏. 一种模拟电路功能模块故障诊断的方法[J].
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袁2015袁29渊5冤院676-684.

[19] 周启忠袁谢永乐. 基于矩阵扰动的模拟电路故障诊断方

法[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袁2017袁52渊2冤院369-378.
渊编辑院刘杨冤

渊上接第 36 页冤

被净化气体的动态促进尧产生动态膜袁并与被净化气

体有效结合遥
3冤合理控制实验变量袁最大程度使动态膜对烟

尘颗粒及有毒气体达到最大的净化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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