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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系统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喷雾喷嘴及喷雾系统的制造商，专业从事喷嘴及喷雾系统研发、设计、制造和销
售。公司成立于1937年，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惠顿市，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一百多个分支结构。公司提供
的九万多个品种规格的喷嘴以及相关产品和喷雾自动控制系统成套技术设备，满足了不同行业的需要，并为其
提供优质、快捷、便利的服务。

国际背景和经验                             

喷雾系统公司内部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并定期进行互相培训，使各办事处的工程师一直保持与总部同
步。全球共有12个制造工厂，上百个销售办事处。我们遍布全球的销售工程师网络是我们客户的最宝
贵资源。当地工程师会问很多与您的应用有关的问题，为您提供实践性帮助并提供质量改进、效率提
高和操作成本削减方面的意见。而且，为了支持我们的建议，通常我们会提供投资回收分析，这样您
就能清楚看到相关成本和财务效益

Spraying Systems Co.  随时都能提供几千种尺寸、
几百种配置和几十种材料的喷嘴，所以我们拥有
适合您制造需求的喷嘴。

www.spray.com

AutoJet Technologies 是 Spraying Systems Co. 的
喷雾控制和自动化分部。我们的成套系统旨在：
通过精确和均匀喷雾来获取更好的产品质量；简
化生产时间设置并减少停机时间；提高产出和生
产效率；降低设备投资和维护成本。

www.autojet.Com

专注于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喷雾喷嘴 喷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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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分析和研究服务分部管理着本行业最为尖端
的喷雾研究实验室。我们的研究人员通过正确收
集和分析喷雾数据的经验和知识帮助客户实现其
喷雾系统的最高性能级别。

www.sprayconsultants.Com

我们的内部制造专家会设计喷枪、集管和喷淋
杆，这些组件都是为客户的应用而定制的，简化
系统安装，保证稳定的喷雾性能。

www.sprayf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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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系统公司在中国
1995年，美国喷雾系统公司在上海投资并建立了它的分支机构——上海外
高桥喷雾系统有限公司。2003年，美国喷雾系统公司在上海松江投资生产
基地，并注册独资子公司——斯普瑞喷雾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经过多
年来的发展，喷雾系统公司利用它先进的喷雾技术为客户解决了生产中的
难题，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今天，喷雾系统公司在中国上海拥有一个生产
基地，此外，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设置了销售办事处。在中国各大城
市，您都能联系到喷雾系统公司当地销售代表来为您服务。

喷雾除尘业务
喷雾系统公司的产品广泛应用到钢铁、环保、食品、造纸、电子等各个工业
领域，在喷雾除尘应用中有着丰富的经验。此样本设计是为了增加您对喷雾
除尘技术的理解，也提供了您在系统选型、操作和维护喷雾系统时的一些具
体信息。如果您还需要其它帮助，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将竭
诚为您服务。

800.88.77729或浏览www.spray.com.cn了解更多信息。 

喷雾分析 喷雾制作

全球总部

销售部

制造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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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系统公司拥有几十年的多种工业领域的喷雾除
尘经验，为钢铁，矿山，水泥，码头等多种行业提
供粉尘控制的水雾除尘解决方案。

喷雾除尘典型应用:

物料皮带转运除尘
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皮带输送物料方式被广泛采用。如钢铁
厂内的焦炭运输，烧结矿运输，铜冶炼厂内的铜矿粉输送
等。物料在皮带输送转运过程中，由于物料破碎，碰撞，受
振动而产生大量的粉尘，粉尘弥漫到周围空间，造成严重的
粉尘污染。

由于物料皮带传输通常具有转运点数目较多，占用空间较
大，粉尘产生情况复杂的特点，常规的干法除尘无法满足环
保要求。而采用喷雾除尘工艺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难题。

喷雾除尘应用

物料皮带转运站除尘

原料场加湿除尘
在大型的物料储存、处理和中转场所，粉尘污染成为急需解决
的问题。堆取料机、斗轮机、粉碎机和振动筛等设备在工作过
程中产生大量的粉尘，严重污染周围环境。

料场粉尘点分布分散，除尘区域大，设备种类复杂，给粉尘控
制带来很大难度。采用喷雾除尘的方法，结合灵活多样的除尘
设计和设备布置，可以有效控制料场粉尘。

高温炉渣的冷却和粉尘控制
炼钢、炼铁和火法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炉渣，炉渣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造成金属、非金属、
热能等有用资源的大量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粉尘污
染。

从炉内向渣罐倾泻钢渣、从渣罐向渣堆场转运钢渣、钢
渣冷却处理过程和渣处理产品装车等过程中产生大量的
矿物粉尘，造成严重的粉尘污染。

在这些空间大、尘源不固定且高温的应用场合，采用良
好的喷雾系统技术不仅可以显著提高冷却效率、减少
用水量，而且能够高效控制渣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污
染，达到环保排放，岗位卫生标准的要求。

不锈钢渣冷却除尘

原料场加湿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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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车机、卸车机等物料装卸除尘
翻车机、卸车机在工作的时候，物料由于倾卸过程中
的撞击，瞬间倾覆而产生大量翻转性粉尘，粉尘瞬间
爆发造成严重污染。

中间包翻包除尘
在连铸设备中，中间包用于承装钢水。在每次修砌内衬耐火材料前，
需清理中间包中残余的耐火材料和钢渣，将大量残留物倒出来，中间
包翻包时会产生大量的粉尘，主要特点是瞬时粉尘量特别大、有时具
有比较高的温度。渣罐除尘

物料铁路运输防尘

物料铁路运输防尘
煤矿、铁矿石以及其它各种矿料在开采或加工完毕后，采用火车运
输的方式运输到码头及其它目的地。在少则几十多则数千公里的运
输途中，产生大量的煤尘、矿粉尘，这些粉尘飞扬到周围空气中，
对沿途环境造成污染。部分粉尘沉落到铁轨上或铁轨接合处，形成
火车行驶的安全隐患。

采用先进的喷雾技术可以保证保护膜产生的质量，
节约投资和降低运行成本，通过对喷雾各种参数的
分析可以确认最合理的解决方案。采用的粉尘抑制
剂在一定期限内自然降解，绝对不会影响物料特性
和质量。

采用在线向火车内的物料表面喷射粉尘抑制剂的方法，可
以使物料表面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保护膜，在自然条件下
粉尘不再产生。使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保护环境，而且减
少物料在运输途中产生的耗损。

采用喷雾除尘的方式，通过合理的喷雾装置配置，通过水
雾对灰尘的捕捉、阻挡作用，能够有效控制物料装卸过程
中产生的粉尘。

由于翻包台在厂房内，有吊车频繁作业，采用常规的烟罩通风除尘系统，现
场布置、操作都比较困难，又由于空间和风量大，所以采用烟罩通风除尘系
统投资较高。

采用喷雾除尘不仅投资少，而且实施容易，除尘效率高，完全可以满足环保和岗位卫生
要求；另一方面，水雾除尘系统运行费用很低，还可以利用和处理废水。

取料机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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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和详细设计
喷雾系统公司在除尘工艺系统、电气仪表控制和工程设
计方面都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与客户密切合作，
为客户设计最切要求的除尘控制系统。从开始的初步设
计，喷雾系统公司始终关注客户的利益，一直把降低生
产能源消耗和劳动力成本作为我们系统设计的重要理
念。

项目管理和维护
喷雾系统公司有一支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和现场管理队
伍，通过密切协商，他们指导着这些项目向正确的方向
发展。项目经理是客户的中心接触点，从初步设计到最
后竣工验收，他负责协调整个项目。他的背后有一支经
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和设计师。

我们还将提供专业而完善的系统维护服务，使除尘控制
系统处于最优化的工作状态。

交钥匙工程：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
喷雾系统公司将根据客户的要求和期望提供全面而合适的“交钥
匙”解决方案。我们的总包管理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一套极具
附加值的解决方案，其流程包括初步设计、深化设计、采购、加工
制造、系统安装和试运转、项目管理和维护。

与精通喷雾技术及应用的专业供应商合作
是确保除尘控制效果最可靠的选择，而我们就是这种优秀
的除尘系统供应合作伙伴。我们拥有：

最齐全的喷雾产品和除尘专业产品： �

     •各类除尘喷嘴

     •各类附件

     •除尘喷淋集管/喷淋装置

     •自动喷雾控制器及喷雾除尘系统

几十年的多种工业领域的喷雾除尘经验 �

遍布全球的精通喷雾技术的应用工程师 �

改善环境的强烈使命感 �

项目总包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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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和加工制造
喷雾系统公司与国内外许多专业的供应商都具有良
好的长期合作关系。丰富可靠的供应商资源，使喷
雾系统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种需要的材料和配套
装置。

我们利用自己的制造及装配队伍和不断更新的加工
设备，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磨练我们的实用知识和
技能。这种基础知识可以使我们设计出易于制造的
实用产品，通过设计与制造的独特结合，项目期限
大大缩短。

系统安装和试运转
喷雾系统公司拥有自己稳固而专业的施工合作商，
他们由经验丰富的现场主管、工程师、焊工、管
工和电工等组成，将一次性保证现场稳定的施工质
量。这种工程管理模式使我们的安装可以快速有效
的与系统结为一体，保证系统的测试和运行更加顺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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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不同因素寻找合适的除尘方法
• 产生粉尘的物料种类

• 产生粉尘的矿采或物料加工过程

• 粉尘产生的场所类型：地面或地下，密闭或开放空间。

• 可用的设备及资源：水源，电源，气源，人力资源。

通用粉尘控制方案
•	 利用密闭、半密闭防尘罩或溜槽等机械
方法阻挡粉尘。

•	 喷雾除尘：用喷水雾或水雾+化学药剂、
泡沫的方法除尘。

•	 通风除尘：采用布袋、电除尘器除尘。

以上几种方式的组合。•	

喷雾除尘的优点
在许多粉尘控制应用中，优先选用喷雾技术原
因是：

•	 高效的除尘效果

•	 经济的设备投资和运行费用

•	 不改变物料的化学特性，没有污染

•	 润湿的物料防止粉尘飞扬，将粉尘进入空气
　　中的概率降到最低 

•	 设备易于安装操作及维护

正确选择不同的除尘方案是降低除尘项目投资和运行费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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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抑制

粉尘预防

粉尘预防、粉尘抑制和粉尘捕捉

粉尘预防是给物料加湿以防止灰尘飞扬到空气
中变成悬浮颗粒

粉尘抑制和粉尘捕捉是给空气加湿以捕捉空气
中悬浮的粉尘颗粒

喷雾防尘控制系统配备喷嘴将水雾或者混合除
尘添加剂的雾化介质喷到粉尘颗粒上，以达到
控制粉尘的目的。根据不同用途，粉尘控制系
统可分防尘系统和抑尘系统。

为获得高效除尘效率，大部分实际应用中，除
尘工艺同时需要防尘和抑尘两种功能。深刻理
解防尘和抑尘原理才能确保除尘系统配置正确
适用。

喷雾除尘系统配置应考虑的因素
•	 粉尘颗粒尺寸

•	 喷雾颗粒尺寸

•	 喷雾形状

•	 喷雾角度

•	 工作压力

•	 物料表面湿度

•	 除尘喷嘴布置

•	 喷雾水量及其利用率

•	 喷雾控制方法

以上所述内容，当然也包括其它因素，在实际
除尘应用中对除尘系统的除尘效率都会产生重
要影响。

粉尘抑制 粉尘抑制

粉尘抑制粉尘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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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尘是否需要回到产品线
如果需要回收，则控制加湿量对于避免质

量问题是关键因素。

是否存在旋转粉尘问题
旋转粉尘主要来源于卸车机、破碎机、研磨机、切割
机。运送灰尘是一个很重要而特殊的问题，需要一套
独立的系统来进行粉尘抑制。

水源质量
劣质水源在许多除尘应用中会导致频繁的喷嘴维护，

加剧喷嘴磨损，缩短喷嘴使用寿命，影响除尘效率。

系统安装位置
如果温度接近零点，就需要考虑加热和地面排水的问
题，喷雾装置可能需要防冻设施的保护。如果喷雾位
置受风的因素影响，应该选用能产生较大喷雾液滴的
喷嘴，以避免水雾随风漂移而影响除尘效果。

节约水源
水源的保护在许多地方已经是强制性的。根据除尘需
要，选择可以减小过喷和水源浪费的喷嘴非常重要。
喷雾系统应配置控制器，确保除尘系统仅在需要时才
会启动。

气源条件
空气雾化喷嘴将液体和压缩空气混合，产生非常微小
的液滴。小液滴迅速蒸发，适用于需要一定湿度但又
不能过量加湿的除尘应用。微细雾化颗粒同样适用于
需要捕获空气中的微小粉尘颗粒的除尘应用。

选择喷雾解决方案
通用的喷雾除尘系统通常最经济、最容易设计和执
行，但可能引起过度加湿等问题。

•	 在水中加入除尘添加剂会降低液滴表面张力，增大
水和某种特定类型的粉尘之间的结合作用力，增加除
尘效率，但不适合所有物料特性。

•	 泡沫除尘系统可节约用水，但通常需要消耗压缩空
气，同样可能导致物料被污染。

•	 在喷雾介质中使用粘结剂。水分蒸发后，粘合剂将
粉尘颗粒凝聚在一起达到除尘效果，但是粘合剂会引
起喷嘴堵塞，并在传送机和其它设备上累积。另外水
溶性粘合剂如果泄露还会引起环境问题。

物料特性
• 不同物料对加湿量的反应不同，因此需要精确了解
加湿量。水分太少意味着粉尘问题依然无法彻底解
决；水分过多则会使物料特性受到影响，产生质量问
题。

• 物料特性还决定了是否需要在水中加入化学药剂以
提高粉尘抑制作用，并降低总体的应用成本。

• 同样在物料加工阶段也需要考虑物料特性。物料破
碎时产生的大多数粉尘颗粒没有释放到空气中，这些
粉尘附着在破碎材料的表面。适当的湿度对于确保粉
尘附着非常重要。同时需要注意，部分经过加工的矿
石和煤炭可能比未加工过的矿石对湿度更敏感。

湿 法 粉 尘 控 制 考 虑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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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运动状态
当除尘水雾喷射到静止的物料上时，液滴大小和喷•	

嘴喷射角度会影响喷雾覆盖范围。

当除尘水雾喷射到移动的物料上时，液滴大小和液•	
滴喷射速度会影响喷雾覆盖范围。

在选择和安装喷嘴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粉尘的颗粒度
当粉尘颗粒碰撞到粒径比例合适的液滴时，粉尘捕获
效率会提高。液滴太大，就不能碰撞到小的粉尘颗
粒；液滴太小，则会因蒸发过快而释放出已经捕获的
粉尘颗粒。因此，了解粉尘的粒径对于喷雾除尘系统
的设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您可以使用通用指南来了解相关粉尘粒径。但是，更
进一步的研究是很必要的，这些研究要基于材料本身
和该材料处于加工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粉尘颗粒

喷雾颗粒 喷雾颗粒 粉尘颗粒



公司名称：                                                                                   

地    址：                                                                                    

部    门：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邮  编：                                      

项目描述：                                                                                  

                                                                                            

产生粉尘的物料特性         □煤  炭 □水泥矿料 □焦    炭 □烧 结 矿 □其它：                   

                            □亲  水 □憎   水 □粉尘颗粒（μm）:                              

粉尘产生的场所类型         □矿  山 □钢 铁 厂 □冶 炼 厂 □渣   场 □铁   路 □其它：         

粉尘产生的生产过程         □采  矿 □选   矿 □物料输送 □物料翻转 □物料转运 □其它：         

粉尘污染的程度（实际图片说明） □严  重 □中   度 □轻   度

目前采用的除尘手段及效果      □保护罩 □通风除尘 □喷淋除尘 

                             效果：                                                           

现场的资源配置           水源种类：                                                       

                             供水能力（t/h）                  水压(bar)                         

                             气源种类：                                                       

                             供气能力(Nm3/h)                  气压(bar)                         

                             电源容量(Kw)                                                      

其他说明:                                                                                    

喷 雾 除 尘 项 目 咨 询 表

斯普瑞喷雾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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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部    邮编：201612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书林路21号

电话： 021-67600882 传真：021-67601263

上海办事处  邮编：200030

地址：上海市田林路130号81号楼103室

电话：021-64828018 传真：021-64828019

北京办事处  邮编：10012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高井文化园8号东亿国际传媒产业园C2座1层

电话：010-68562800 传真：010-68561036

广州办事处  邮编：510663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彩频路11号D座302室

电话：020-83546866 传真：020-83546829   
成都办事处  邮编：610041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科华街6号展业大厦110室

电话：028-86128212 传真：028-86126681

香港辦事處

地址：香港九龍長沙灣永明街3號泰昌工廠大厦3樓B3室

電話：00852-23052818 傳真：00852-27547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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