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876082.1

(22)申请日 2020.08.27

(71)申请人 合肥蓝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30000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

与祁门路交口绿地中心F座1021-1022

室

(72)发明人 祝晓慧　

(74)专利代理机构 合肥兆信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4161

代理人 胡慧

(51)Int.Cl.

B01D 46/04(2006.01)

B01D 46/4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

除尘设备；包括壳体，所述壳体内设置有除尘装

置，所述除尘装置包括吸尘器，所述吸尘器外设

置有除尘袋，所述除尘袋将吸尘器包覆起来；所

述壳体底部侧面设置有进风管；所述出风管固安

装在吸尘器的顶部；所述吸尘器底部设置有震动

机构；所述吸尘器上方设置有降尘机构；震动器

震动时能够带动吸尘器震动，方便将吸尘器外包

覆的除尘袋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震落，有效防止

灰尘积聚而堵塞袋式除尘器；利用水泵将水箱中

的清洗液通过进水管泵入环形管内，再通过环形

管上的喷头将清洗液喷洒到除尘袋外表面，使得

除尘袋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随着清洗液向下沉

降，具有进一步加强了设备的自清洁功能的有益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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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包括壳体(1)，所述壳体(1)内设置有除尘装

置，所述除尘装置包括吸尘器(8)，所述吸尘器(8)外设置有除尘袋(11)，所述除尘袋(11)将

吸尘器(8)包覆起来；所述壳体(1)底部侧面设置有进风管(4)；所述壳体(1)顶部设置有顶

盖(7)，所述顶盖(7)固定安装在壳体(1)顶部，所述顶盖(7)中间位置设置有出风管(2)，所

述出风管(2)固安装在吸尘器(8)的顶部；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尘器(8)底部设置有震动机

构，所述震动机构包括震动器(12)，所述震动器(12)抵接安装在吸尘器(8)底部，所述吸尘

器(8)与震动器(12)之间隔有一层除尘袋(11)，所述震动器(12)底部设置有若干具有一定

弹性的弹性条板(13)，所述弹性条板(13)一端固定安装在震动器(12)底部，另一端固定安

装在壳体(1)内壁上；所述吸尘器(8)上方设置有降尘机构，所述降尘机构包括环形管(9)，

所述环形管(9)通过卡扣(18)固定安装在壳体(1)内壁上，所述环形管(9)上设置有喷头

(10)，所述环形管(9)上连接有进水管(31)，所述进水管(31)上设置有水泵(32)，所述进水

管(31)另一端连接有水箱(3)，所述水箱(3)固定安装在壳体(1)外壁上，所述水箱(3)内设

置有清洗液。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条

板(13)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吊杆(14)，所述吊杆(14)底部设置有重力球(1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条

板(13)采用弹簧钢为原材料制成的条形钢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杆

(14)与所述重力球(15)均采用铸铁制成，所述吊杆(14)与重力球(15)焊接在一起。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

(10)设置有若干个，均匀分布固定安装在环形管(9)上朝向壳体(1)中间的一侧，所述喷头

(10)具有一定的倾角，所述喷头(10)由环形管(9)斜朝向下方位于壳体(1)中间位置的除尘

袋(11)外表面。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进风管

(4)端部设置有安装阀(41)。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1)底部设置有收集仓(16)，所述收集仓(16)呈漏斗状；所述收集仓(16)底部设置有阀门

(17)。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1)外设置有检测门(5)，所述检测门(5)通过铰链(51)活动安装在壳体(1)表面上，所述检

测门(5)上设置有把手(52)。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

(1)底部设置有支撑柱(6)，所述支撑住设置有四个，分别均匀固定安装在壳体(1)底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107933 A

2



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清洁设备领域，具体为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除尘设备，是指把粉尘从烟气中分离出来的设备，也叫除尘器或除尘设备。除尘设

备是利用井下的除尘水管和压风管路，在水中加入一定的添加剂，引入风压，通过专用设

备，完成一系列工艺流程，产生泡沫，通过分配器、喷头支架组件喷洒至尘源上。与静电除尘

技术相比，袋式除尘技术起步较晚。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并消化吸收，我国的袋式除尘技术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袋式除尘器技术日趋先进、完善和齐全，滤料技术、清灰技术、配件等

已逐步形成产业规模，部分袋式除尘设备性能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过袋式除尘过滤

的含尘废气，烟尘排放浓度已经可以达到5mg/m，且投资、运行维护费用逐步下降，滤袋寿命

不断延长。随着我国对烟气污染控制的要求不断提高，袋式除尘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

应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0003] 袋式除尘器是一种干式滤尘装置。它适用于捕集细小、干燥、非纤维性粉尘。滤袋

采用纺织的滤布或非纺织的毡制成，利用纤维织物的过滤作用对含尘气体进行过滤，当含

尘气体进入袋式除尘器后，颗粒大、比重大的粉尘，由于重力的作用沉降下来，落入灰斗，含

有较细小粉尘的气体在通过滤料时，粉尘被阻留，使气体得到净化。

[0004]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环保设备被广泛应用。袋式除尘器是一种

高效干式除尘器，它是依靠纤维滤料做成的滤袋，更主要的是通过滤袋表面上形成的粉尘

层来净化气体的，几乎对于一般工业中的所有粉尘，其除尘效率均可能达到99％以上；但

是，现有技术中的袋式除尘器在长期进行空气除尘后，灰尘易粘附在除尘袋上，增加了除尘

袋堵塞的几率，影响空气流通，从而影响除尘效果；不仅如此，现有技术中的袋式除尘器需

要人为定期清理除尘器内吸收的灰尘，不具备自动清理灰尘的功能，有时忘记将袋式除尘

器清理后会使得袋式除尘器被大量的灰尘堵塞，影响袋式除尘器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使

得袋式除尘器损坏，造成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为了解决袋式除尘设备不具备自动清理灰尘的功能以及袋式

除尘设备清理灰尘不彻底的问题，提供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包括壳体，所

述壳体内设置有除尘装置，所述除尘装置包括吸尘器，所述吸尘器外设置有除尘袋，所述除

尘袋将吸尘器包覆起来；所述壳体底部侧面设置有进风管，便于通过进风管将含尘气体吸

入壳体内；所述壳体顶部设置有顶盖，所述顶盖固定安装在壳体顶部，所述顶盖中间位置设

置有出风管，所述出风管固安装在吸尘器的顶部；所述吸尘器底部设置有震动机构，所述震

动机构包括震动器，所述震动器抵接安装在吸尘器底部，所述吸尘器与震动器之间隔有一

层除尘袋，所述震动器底部设置有若干具有一定弹性的弹性条板，所述弹性条板一端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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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震动器底部，另一端固定安装在壳体内壁上，震动器震动时能够带动吸尘器震动，方

便将吸尘器外包覆的除尘袋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震落，同时弹性条板也随着上下震动，进

一步带动吸尘器上下震动，将更多的灰尘从除尘袋外表面上震落；所述吸尘器上方设置有

降尘机构，所述降尘机构包括环形管，所述环形管通过卡扣固定安装在壳体内壁上，所述环

形管上设置有喷头，所述环形管上连接有进水管，所述进水管上设置有水泵，所述进水管另

一端连接有水箱，所述水箱固定安装在壳体外壁上，所述水箱内设置有清洗液，便于利用水

泵将水箱中的清洗液通过进水管泵入环形管内，再通过环形管上的喷头将清洗液喷洒到除

尘袋外表面，使得除尘袋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随着清洗液向下沉降。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弹性条板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吊杆，所述

吊杆底部设置有重力球，便于增强弹性条板的上下震动幅度，降低弹性条板的左右震动幅

度，便于维持设备的稳定性。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弹性条板采用弹簧钢为原材料制成的条形钢

板，具有一定的高弹性和高韧性，便于重复使用，使用寿命较长。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吊杆与所述重力球均采用铸铁制成，所述吊

杆与重力球焊接在一起，便于保持重力球竖直运动，防止重力球左右晃动，进一步提高震动

强度，使得吸附在除尘袋外表面灰尘震落。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喷头设置有若干个，均匀分布固定安装在环

形管上朝向壳体中间的一侧，所述喷头具有一定的倾角，所述喷头由环形管斜朝向下方位

于壳体中间位置的除尘袋外表面，便于喷头从壳体内顶部四周由上而下向除尘袋外表面喷

洒清洗液，便于将除尘袋外表面吸附的灰尘冲洗掉。

[0011]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进风管端部设置有安装阀，方便安装吸尘管，

便于通过吸尘管将含尘气体吸入壳体内。

[0012]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壳体底部设置有收集仓，所述收集仓呈漏斗

状；所述收集仓底部设置有阀门，便于将阀门打开将收集仓内部收集的灰尘与清洗液清理

出来，方便清理。

[0013]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壳体外设置有检测门，所述检测门通过铰链

活动安装在壳体表面上，所述检测门上设置有把手，便于通过把手将检测门打开，方便检查

和维修壳体内的器件。

[0014]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技术方案：所述壳体底部设置有支撑柱，所述支撑住设置有

四个，分别均匀固定安装在壳体底部，便于支撑整个除尘设备。

[0015] 综上所述，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提供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本发明中，震动器震动时能

够带动吸尘器震动，方便将吸尘器外包覆的除尘袋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震落，同时弹性条

板也随着上下震动，进一步带动吸尘器上下震动，将更多的灰尘从除尘袋外表面上震落，具

有显著的除尘与自清洁功能，有效防止灰尘积聚而堵塞袋式除尘器。

[0017] 2、本发明提供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本发明中，利用水泵将水箱

中的清洗液通过进水管泵入环形管内，再通过环形管上的喷头将清洗液喷洒到除尘袋外表

面，使得除尘袋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随着清洗液向下沉降，具有进一步加强了设备的自清

洁功能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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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3、本发明提供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本发明中，弹性条板底部中

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吊杆，所述吊杆底部设置有重力球，便于增强弹性条板的上下震动幅度，

降低弹性条板的左右震动幅度，具有维持设备的稳定性的有益效果。

[0019] 4、本发明提供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本发明中，壳体底部设置有

收集仓，所述收集仓呈漏斗状，便于收集灰尘与清洗液，所述收集仓底部设置有阀门，便于

将阀门打开将收集仓内部收集的灰尘与清洗液清理出来，具有方便清理的有益效果。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简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中除尘设备的侧面剖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中除尘设备的俯视剖视图。

[0023] 图中标记：1、壳体；2、出风管；3、水箱；31、进水管；32、水泵；4、进风管；41、安装阀；

5、检测门；51、铰链；52、把手；6、支撑柱；7、顶盖；8、吸尘器；9、环形管；10、喷头；11、除尘袋；

12、震动器；13、弹性条板；14、吊杆；15、重力球；16、收集仓；17、阀门；18、卡扣。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

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5]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术语“第一”、“第二”、“第三”

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此外，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

定，术语“安装”、“相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

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

介间接相连，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

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6] 实施例，参照图1-3，一种除尘自清洁一体化袋式除尘设备，包括壳体1，所述壳体1

内设置有除尘装置，所述除尘装置包括吸尘器8，所述吸尘器8外设置有除尘袋11，所述除尘

袋11将吸尘器8包覆起来；所述壳体1底部侧面设置有进风管4，便于通过进风管4将含尘气

体吸入壳体1内；所述壳体1顶部设置有顶盖7，所述顶盖7固定安装在壳体1顶部，所述顶盖7

中间位置设置有出风管2，所述出风管2固安装在吸尘器8的顶部；所述吸尘器8底部设置有

震动机构，所述震动机构包括震动器12，所述震动器12抵接安装在吸尘器8底部，所述吸尘

器8与震动器12之间隔有一层除尘袋11，所述震动器12底部设置有若干具有一定弹性的弹

性条板13，所述弹性条板13一端固定安装在震动器12底部，另一端固定安装在壳体1内壁

上，震动器12震动时能够带动吸尘器8震动，方便将吸尘器8外包覆的除尘袋11外表面上吸

附的灰尘震落，同时弹性条板13也随着上下震动，进一步带动吸尘器8上下震动，将更多的

灰尘从除尘袋11外表面上震落；所述吸尘器8上方设置有降尘机构，所述降尘机构包括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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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9，所述环形管9通过卡扣18固定安装在壳体1内壁上，所述环形管9上设置有喷头10，所述

环形管9上连接有进水管31，所述进水管31上设置有水泵32，所述进水管31另一端连接有水

箱3，所述水箱3固定安装在壳体1外壁上，所述水箱3内设置有清洗液，便于利用水泵32将水

箱3中的清洗液通过进水管31泵入环形管9内，再通过环形管9上的喷头10将清洗液喷洒到

除尘袋11外表面，使得除尘袋11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随着清洗液向下沉降；所述弹性条板

13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吊杆14，所述吊杆14底部设置有重力球15，便于增强弹性条板

13的上下震动幅度，降低弹性条板13的左右震动幅度，便于维持设备的稳定性；所述弹性条

板13采用弹簧钢为原材料制成的条形钢板，具有一定的高弹性和高韧性，便于重复使用，使

用寿命较长；所述吊杆14与所述重力球15均采用铸铁制成，所述吊杆14与重力球15焊接在

一起，便于保持重力球15竖直运动，防止重力球15左右晃动，进一步提高震动强度，使得吸

附在除尘袋11外表面灰尘震落；所述喷头10设置有若干个，均匀分布固定安装在环形管9上

朝向壳体1中间的一侧，所述喷头10具有一定的倾角，所述喷头10由环形管9斜朝向下方位

于壳体1中间位置的除尘袋11外表面，便于喷头10从壳体1内顶部四周由上而下向除尘袋11

外表面喷洒清洗液，便于将除尘袋11外表面吸附的灰尘冲洗掉；所述进风管4端部设置有安

装阀41，方便安装吸尘管，便于通过吸尘管将含尘气体吸入壳体1内；所述壳体1底部设置有

收集仓16，所述收集仓16呈漏斗状；所述收集仓16底部设置有阀门17，便于将阀门17打开将

收集仓16内部收集的灰尘与清洗液清理出来，方便清理；所述壳体1外设置有检测门5，所述

检测门5通过铰链51活动安装在壳体1表面上，所述检测门5上设置有把手52，便于通过把手

52将检测门5打开，方便检查和维修壳体1内的器件；所述壳体1底部设置有支撑柱6，所述支

撑住设置有四个，分别均匀固定安装在壳体1底部，便于支撑整个除尘设备。

[0027] 工作原理：首先启动吸尘器8，吸尘器8在壳体1内形成负压，通过进风管4将含尘气

体吸入壳体1内，由于吸尘器8外表面被除尘袋11包覆起来，因此，进入壳体1内的含尘气体

中的灰尘和杂质均被吸附在除尘袋11外表面，而被吸附进来的气体则穿过除尘袋11和吸尘

器8内部从出风管2排出；待吸附足够的灰尘后将吸尘器8关闭，开始自动清洗流程，首先启

动震动器12，震动器12震动时能够带动吸尘器8震动，将吸尘器8外包覆的除尘袋11外表面

上吸附的灰尘震落，同时弹性条板13也随着上下震动，进一步带动吸尘器8上下震动，将更

多的灰尘从除尘袋11外表面上震落，由于弹性条板13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吊杆14，吊

杆14底部焊接有重力球15，重力球15能够增强弹性条板13的上下震动的幅度，降低弹性条

板13的左右震动幅度，有利于维持设备的稳定性，防止设备因左右振幅过大而晃动；然后启

动水泵32，利用水泵32将水箱3中的清洗液通过进水管31泵入环形管9内，再通过环形管9上

的喷头10将清洗液喷洒到除尘袋11外表面，使得除尘袋11外表面上吸附的灰尘随着清洗液

向下沉降到壳体1底部的收集仓16内；清洁完成后，将收集仓16底部的阀门17打开，将收集

仓16内部收集的灰尘与清洗液清理出来，清洗完成。

[002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2107933 A

6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12107933 A

7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12107933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