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 卷 第 3 期
2001 年 6 月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26 No. 3
Jun. 2001

电除尘器产品的标准化设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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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650093)

从缩短电除尘器产品的设计开发周期、
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出发, 论述了电除尘器的基本

概念及其设计生产的基本过程, 分析了电除尘器产品在设计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提出了
实现电除尘器产品的标准化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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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除尘器( Electrostatic Precipit at or) 是利用电力进行除尘的装置, 国外多称静电除尘器. 由于它具有
除尘效率高、
能处理高温烟气、
能处理大的烟气量、
对不同粒径的烟尘有分类捕集作用等众多优点, 它在火
力发电工业、
水泥工业、
钢铁工业等部门被广泛采用[ 1] .
我国的电除尘器生产厂由八十年代的十几家已发展到目前的大大小小上百家企业. 而要在市场上生
存就必须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电除尘器属于非标产品, 它无论从设计还是从生产上来说都比标准产品繁杂得多. 因此, 实现电除尘
器产品的标准化设计无疑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增强企业竞争力的佳径.
本文从现有除尘器企业设计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 叙述了电除尘器设计及生产的一般过程, 讨
论了 CAD 技术在产品设计过程中起的作用, 并提出了电除尘器产品的标准化设计思想.

1

电除尘器设计及生产过程
一般电除尘器的设计及生产过程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见下页图 1) :
( 1) 接受用户信息及分析用户的使用条件和使用要求: 使用条件指用户名称、地点、
烟气种类、
烟气成

分、
烟气量、
烟气温度、
压力、
含尘浓度、粉尘成分、粒度、
比电阻及当地气象地质条件, 如: 气温、
气压、
风载、
地震荷载等条件. 使用要求指除尘效率、
排放浓度、
设备耐温、耐压、
抗风、
抗震要求及结构、可靠性方面的
要求.
( 2) 根据用户信息选择电除尘器类型: 在分析用户信息的基础上判断是否适合选用电除尘器( 简称
EP) 及使用何种结构的电除尘器.
( 3) 选取主要设计参数:

指荷电尘粒的驱进速度( m/ s) ; v 指电场内气流速度( m/ s) ; A 指收尘极

的板面积.
( 4) 确定电除尘器的主要尺寸: 电除尘器的主要尺寸包括: 壳体外型尺寸、
高压电源、梯子平台的布置
方式等.
( 5) 选择主要配套件: 选择高压电源、
振打电机、电加热器、
温控元件、
测温元件、
料位计、
顶部吊车等.
( 6) 完成设计文件: 设计文件包括: 方案图、配套件表、
主要参数表、
设计图纸等.
( 7) 按图纸生产.
( 8) 按图纸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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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除尘器的生产形式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电除尘器的生产模式属于订单生产. 所谓订单生产, 是指根据用户要求, 利用企业成熟资源组织

产品生产的活动 [ 2] .
[ 2]

( 2) 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由于电除尘器属于订单生产, 企业需
要按照用户的具体要求组织生产. 与大批量生产方式相比, 它主要存在以下几
个问题:
1) 产品设计开发周期长: 由于电除尘器属于非标产品, 当企业完成新的
订单时, 很难利用以前的设计结果, 导致产品的设计开发周期过长.
2) 产品成本难以控制: 由于产品零部件结构不断变化, 在订单规划与实
现中无法充分利用企业的成熟资源和已有的工作成果, 使得产品成本难以有
效地加以控制.
3) 产品质量难以保证: 电除尘器产品由于需要满足用户的特殊需要, 根
据现场具体情况进行设计, 使得订单规划周期较长, 使得订单实现时间相对缩
短, 导致产品质量下降. 同时, 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 由于设计人员的随意性而
产生新零部件, 没有成熟的企业资源进行保障, 其质量也难以保证.
4) 零部件数量爆炸: 电除尘器产品自身的特点加之设计人员的随意性,
导致生产过程中新零部件不断产生和零部件数量爆炸. 这些零部件在订单规
划与实现中需要更多的时间、人力、
物力加以保证, 严重影响了产品的交货期、
成本和质量.
5) 企业对市场响应速度慢, 适应性差: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 导致传统模式
下的电除尘器企业对市场的响应速度慢, 适应性差, 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取胜, 从而失去市场竞争力.
6) 图板式绘图及新零部件的不断产生, 使得在同一设计周期内设计、工
艺人员数量相对庞大, 开支增加. 同时, 也使图纸重复利用率低, 增大了设计人
员的劳动强度.

3

电除尘器产品的变型设计循环
据统计, 电除尘器 产品中外购、外协件约 占产品总数的 30% ( 按重量计

算) , 而其余均为典型的变型零部件. 因而现有的大型电除尘器生产厂的主要
设计工作其实是对已有的零部件进行变型设计. 变型产品设计循环是指针对
客户的需求, 通过对产品部分或局部的改变, 进行相关功能、结构或参数的匹
配, 满足用户需求的生产活动过程. 采用变型设计循环, 尽量避免重新设计, 是
缩短设计周期, 提高设计效率的有效途径.

4

电除尘器产品标准化设计的实现

4. 1

实现电除尘器产品标准化设计的前提条件
为了实现电除尘器产品的标准化设计, 我们应具备以下条件:

图1

电除尘器设计生
产过程流程图

( 1) 使计算机在设计过程中被充分利用: 图板式绘图给图纸的重复性利
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实现电除尘器产品的标准化设计, 我们就要彻底抛弃图板, 使 CAD 软件在设计及绘
[ 3]

图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 出图使用绘图仪. 这样, 我们就可以实现在设计过程中对计算机中保存的图纸
进行再利用, 为产品的变型设计及标准化设计的实现提供了前提. 另外, 这样做既可以节约大量的图纸, 又
可以减少描图这一烦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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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使 CAD 网络系统完全运行: 使计算机分散到各设计开发室, 各设计开发室的计算机通过内部网
络进行资料交换; 绘图机连接在网络的一台工作站上, 配以专人管理[ 4] . 这样, 使各设计人员之间的信息
沟通及信息交换更加快捷. 另外, 只要通过网络把图纸传输到网络服务器上, 用户需要的图纸可以随时绘
制出, 从而加快出图率, 提高工作效率. 在信息网络化的安全管理方面, 设置防火墙, 防止网络病毒的侵入
和技术资料的失窃.
4. 2 电除尘器产品标准化设计的实现
实现产品的标准化设计可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见图 2) :
( 1) 整理 现有的 图纸: 为 了实
现设计 过程中的标准 化, 我 们首先
要把 原来设计过的 图纸进行 整理,
召集全 体技术人员进 行评审. 合格
后, 作为标准图存档( 存入特定的一
台计算机中) .
( 2) 从制 订设计 方案 时起, 制
订设计方案的人员通过分析用户信
息, 选定除尘器类型尺寸后, 查阅原
库存标 准图纸, 找出与本次 设计类
型相同 或 最相 近尺 寸的 除 尘器 图
纸. 然后分析如 使用该套图 纸生产
出的除尘器是否能够满足本次设计
的要求. 如果能够满足要求, 则计算
图纸代用后造成的成本差 W . 再计
算由于图纸的代用节约的设计成本
U . 如果 W > U , 说明本次图纸代
用不经济, 取消代用, 按原设计方案
进行设 计, 并把 新设计的图 纸存入
标准图库. 如果 W < U , 说明本次
图纸代 用可行, 使用该图纸 进行生
产.
( 3) 变型 设计循 环过 程: 在按
原设计 方案设计时, 我们以 选择到
的最相近的标准图作为本次设计的
参考图, 通过计 算机网络系 统分配
给各设 计人员. 设计人员根 据新的
设计方 案, 将本 套参考图只 作局部
的适当 修改及变型, 以满足 设计要
求. 最后, 把各自完成的图纸发送到
网络服 务器上. 经过担任主 设计的
设计人 员的审核后, 通过绘 图仪绘
制图纸. 这样, 经过产品的变型设计

图2

实现标准化设计过程流程图

和标准化设计相结合, 大大缩短设计周期.
4. 3 电除尘器标准化设计的优点
( 1) 电除尘器标准化设计最显著的优点是它能大大缩短产品的设计开发周期, 从而加快企业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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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响应速度, 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 2) 由于除尘器是按标准图生产的, 所以其成本很容易经过计算得到, 这样就解决了产品成本难以控
制的问题.
( 3) 因为标准图是经过设计人员认真审核过的, 也是经过实践验证按照该图生产出的除尘器性能是
合格的, 所以按标准图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是过关的. 从而解决了由于重新设计造成的质量问题.
( 4) 此外, 由于除尘器各零部件是按照标准图生产或根据标准图作变型设计而得到的, 所以也不存在
零部件数量爆炸的问题.

5

结束语
在先进的信息系统和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 通过对企业资源的标准化、
规范化来实现企业资源的合理

化和可重用, 从而使企业在信息环境下赢得竞争是本文的出发点. 本文首先论述了电除尘器企业的设计生
产过程, 分析了现有除尘器企业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在使用计算机绘图和网络传递信息的基础
上实现电除尘器产品设计的标准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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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about Standardization Design for 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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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short ing product design period and improving ent erprise! s compet it 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 t he concept s about Elect rost at ic Precipitator and t he process of Elect rostatic Precipitator! s desig n and
manufact ure are discussed. Main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lect rost at ic Precipit ator! s design and manufac
t ure are analyzed. Finally, t he idea about st andardization design is brough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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