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CO 设计案例研究 ——
选用高原脉冲阀，优化清灰设计，节省除尘系统制造成本
A. 背景
某客户发布脉冲清灰系统设计参数要求如下。将在 GOYEN 与另一国际品牌间选
择脉冲阀。

另一著名品牌脉冲阀的制造与组装均在中国与印度两地境内进行，因而在阀门的单
价上比在澳大利亚原装生产与出口到亚洲各国的 GOYEN 脉冲阀拥有绝对的优势。这主
要是与澳元汇率的升值以及产品进口至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所需承担与运费和进口关税等
额外费用有关。

B. 价格比较
因此，我们在亚洲的某总经销需要 GOYEN 厂提供额外价格折扣作为销售支持，去
与这个品牌的对手作价格竞争。
假定我们给予总经销折扣后，GOYEN 脉冲阀的单价仍要比其他品牌同口径脉冲阀
高出 30%以上，高原公司将通过什么方式来提高除尘器制造厂家的竞争力? 选用更高单
价的 GOYEN 脉冲阀用户能否赢得市场的竞争优势？

C. 设计参数
1.

应用方案= 离线脉冲，袋式除尘 —— 钢厂电炉用二级烟气除尘系统

2.

处理风量= 600,000 Am3/hr @ 90 摄氏度

3.

每室布袋数= 15 排 x 15 袋.

4.

布袋尺寸: 直径 150 mm x 7000 mm 长

5.

分室数 = 12 室.

6.

布袋总数= 2700 条.

7.

烟气含尘量= 2 ～ 10 g / Nm3

8.

粉尘粒子尺寸=1 微米以下 40%；1~5 微米 33%；5 微米以上 27%

9.

最终气布比 = 1.22 m/min

10. 初始设计气布比= 1.12 m/min
11. 排尘浓度要求 = 20 mg / Nm3.
12. 粉尘特性=工业氧化物，铬化物，焦粉等
13. 水分含量=少于 1 %.：

D. 按照客户的原始系统设计执行： 使用 GOYEN CA50T 或者其他品牌的 2” 直角脉冲阀，
设计结果如下：

GOYEN CA50T 型脉冲阀在 450 kPa 气包压力下可以清灰 15 条袋。其他牌子阀门则需
要更高的气包压力，才能有效清灰 15 条尺寸为 150 x 7000 mm 的布袋。这点客户可以
自行测试并确认。

需要的总脉冲阀数量 = 180 套 X CA50T

E. 在 600 kPa 气包压力下 CA50T 脉冲阀能够有效清灰更多滤袋数，减少阀门数量。

GOYEN CA50T 型脉冲阀在 600 kPa 气包压力下可以清灰 18 条袋，袋长可以增加至
7300mm，而且保持气布比与原来相同。

需要的总脉冲阀数量 = 144 套 X CA50T (比原来少 20%)
气包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喷吹管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控制盒脉冲信号输出点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控制线缆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压缩空气输送管网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空气过滤系统/自动排污阀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安装成本 / 维护成本 / 备件成本

少 36 个阀

成本减少 20%

使用 GOYEN CA50T 直角式脉冲阀，经 GOCO 优化设计后，可至少节省 1/5 的总系统
成本

F. 应用 CA76MM（3”淹没阀）的 GOCO 优化设计

使用 GOYEN CA76MM 3”淹没式脉冲阀，可以有效清灰 21 条尺寸为 150 X 7500 mm
滤袋，并且不需要加装文丘里。
不加装文丘里可以给整个除尘系统减少最高达 400 Pa 的系统压差损失。

需要的总脉冲阀数量= 120 套 X CA76MM (减少 33%)
气包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喷吹管(管直径由 2” 增加到 3”)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控制盒脉冲信号输出点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控制线缆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压缩空气输送管网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空气过滤系统/自动排污阀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安装成本 / 维护成本 / 备件成本

少 60 个阀

成本减少 33%

使用 GOYEN CA76MM 脉冲阀，经 GOCO 优化设计后，可至少节省 1/3 的总系统成本

G. 结论
这个案例的研究说明，应用 GOYEN 的 GOCO 程序优化设计脉冲清灰系统，针对
GOYEN 客户不同的需求提供最优化的清灰系统设计解决方案，并以最有效方法，帮助
客户对除尘器脉冲清灰系统的总体造价达到最大的节省
1. 在原始设计中，用 GOYEN 品牌脉冲阀替代其他品牌同口径脉冲阀，GOYEN 的
CA50T 型脉冲阀能在 450 kPa 气包压力下清灰 15 条尺寸为 150 x 7000 mm 的
布袋，比其他脉冲阀清灰同等面积所需的气包压力要小得多。
由于所需气包压力降低，每阀次的脉冲喷吹耗气量就减少，这很明显能节约设备
的运行能源成本。参照 GOCO 设计制造的除尘器，具有合适的袋底清灰压力，
能够大大延长除尘器滤袋的工作寿命。

2. 在案例 2，GOCO 设计改良方案中，GOYEN CA50T 型脉冲阀在 600 kPa 气包
压力下可有效清灰 18 条 150 x 7200 mm 的布袋。而在相同的气包压力下，其他
品牌脉冲阀只能喷吹原来的 15 条袋。
需用的脉冲阀总数下降到 144 个，可使此清灰系统总成本下降 20%。

3. 在案例 3，GOCO 设计最佳方案中，GOYEN CA76MM 型脉冲阀在 500 kPa 气
包压力下可以清灰 21 条 150 x 7500 mm 的布袋，且并不需要安装文丘里。
不加装文丘里直接喷吹 7500 mm 长的布袋，可以减少最高达 400 Pa 的系统压差
损失，而需用的脉冲阀总数下降到 120 个，可使此清灰系统设备总成本下降 33%
以上。

脉冲阀的成本一般只占整个除尘器系统的 5%不到，因此只有优化脉冲清灰系统的
整体设计才能真正的降低整体除尘器的制造成本。
更长滤袋的设计，可减少脉冲阀的总数，将能够明显的降低脉冲清灰系统的总体制
造成本。但更重要的是，还能够减少除尘器设备的占地面积，这对最终用户来说，使用
GOCO 长袋设计的除尘器厂，将无疑拥有一种极大的竞争优势，
有了 GOCO 程序的脉冲清灰系统设计，我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增强忠实的
GOYEN 脉冲阀使用者的竞争者力，只有使用我们 GOYEN 的脉冲阀以及 GOCO 清灰
系统设计，我们的除尘器制造商才能明显的节省更多成本，通过这种成本节省的竞争力
与我们对 GOCO 设计的清灰系统性能的保证，就一定能提高 GOYEN 公司的销售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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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件：以上实例的 3 张 GOCO 原设计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