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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

置。其特点是除尘装置由进风洞、碾砂车间、漏尘

地板、地下风道、排气管、弧形水箱组成，地下风

道中按顺序设置文丘里气槽、反圆弧风檐、地下

水雾喷头、吸尘湿布，使用方法：气流流过弧形水

箱时，流速快，压强低，排气管下部的气流流向上

部；另一方面，排气管内的盐层吸收太阳光，被加

热的空气向上；这样，上述两股强上升气流，从排

气口流向外界，使外界的气流进入进风洞，该气

流经过地下风道的文丘里气槽时，流速加大，压

强变小，进而通过反圆弧风檐时，流速进一步加

大，压强更加变小，使得碾砂车间内的含有粉尘

的空气被吸引，从排气口流向外界。本发明的除

尘设备不需要消耗电力且无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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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该装置包括设有碾砂设备的碾砂车间，其特征是

还包括进风洞、吸尘系统、排气管、弧形水箱；吸尘系统由碾砂车间、漏尘地板、地下风道组

成，地下风道中按顺序设置文丘里气槽、反圆弧风檐、地下水雾喷头、第一吸尘湿布；其中，

碾砂车间上部设有进风的空腔，下部连接漏尘地板；反圆弧风檐凸面朝下，边缘与漏尘地板

连接；所述漏尘地板设有多个漏尘的孔，所述反圆弧风檐设有多条漏尘的间隙；进风洞一端

位于地面，另一端与地下风道一端的文丘里气槽连接；地下风道另一端与排气管下部连接，

其连接处设置能粘住粉尘的第一吸尘湿布；弧形水箱凸面朝上，底部平面上设有能粘住粉

尘的第二吸尘湿布；弧形水箱与排气管上部连接，两者的连接处设有排气口；排气管内还设

有多块吸尘板，吸尘板外覆盖第三吸尘湿布；

排气管为透明材料，排气管的朝北的部分，设有透明材料制作的半圆筒，半圆筒位于第

一吸尘湿布之上，半圆筒与排气管之间设有盐层；盐层中盐的表面设为黑色；

水雾喷头由水管和设置在水管上的多个细小孔构成，在自来水的水压下，水从多个细

小孔高速喷出水柱，水柱撞击在地下风道的顶部，裂成水微粒，散发到空气中的水微粒，形

成水雾；沿地下风道的轴线上设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下水雾喷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反圆弧风檐突出

于文丘里气槽上部。

3.如权利要求1和2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地下风道设置

在地下，其横截面为矩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碾砂车间通过漏

尘地板的孔和反圆弧风檐的间隙与地下风道相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弧形水箱的水通

过连接管道渗入到排气管下部和地下风道的连接处的第一吸尘湿布。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弧形水箱底面设

有多个微小孔，从微小孔渗出的水被第二吸尘湿布吸收。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弧形水箱的水通

过连接管道渗入到位于排气管下部与地下风道连接处的第一吸尘湿布和吸尘板外的第三

湿布中。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地下风道中设置

下水道，下水道与溢道相连，溢道通向外界；溢道中设置沉井，沉井中设置浮力闸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其特征是所述的浮力闸门为一矩

形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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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压强差进行吸尘的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关于一种除尘设备，特别是涉及一种干法碾砂生产中的除尘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专利CN102000625A（干法碾砂除尘成套设备专用除尘装置及除尘方法）提供了一

种水雾压尘除尘罩和振动筛排料口装有倒锥形吸尘罩的技术方案，通过水雾喷头所产生的

水雾罩，将圆锥制砂机、振动机构所产生的绝大部分粉尘罩住，其漏掉的粉尘通过吸尘罩及

负压吸风管吸入除尘器除尘。虽然实现了水雾压尘、一次除尘、二次除尘，降低了能耗消耗

和噪音，但是其不足之处是所述的除尘器仍会有电力消耗和噪音。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自然气流将干法

碾砂生产中所产生的粉尘进行除尘的除尘装置及使用方法，该装置不需要传统的除尘器，

因此无需消耗能源，且不产生噪声。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该装置包括设有碾砂设备的碾砂车间，还包括进风洞、吸尘系

统、排气管、弧形水箱；吸尘系统由碾砂车间、漏尘地板、地下风道组成，地下风道中按顺序

设置文丘里气槽、反圆弧风檐、地下水雾喷头、第一吸尘湿布；其中，碾砂车间上部设有进风

的空腔，下部连接漏尘地板；反圆弧风檐凸面朝下，边缘与漏尘地板连接；所述漏尘地板设

有多个漏尘的孔，所述反圆弧风檐设有多条漏尘的间隙；进风洞一端位于地面，另一端与地

下风道一端的文丘里气槽连接；地下风道另一端与排气管下部连接，其连接处设置能粘住

粉尘的第一吸尘湿布；弧形水箱凸面朝上，底部平面上设有能粘住粉尘的第二吸尘湿布；弧

形水箱与排气管上部连接，两者的连接处设有排气口；排气管内还设有多块吸尘板，吸尘板

外覆盖第三吸尘湿布；

排气管为透明材料，排气管的朝北的部分，设有透明材料制作的半圆筒，半圆筒位于第

一吸尘湿布之上，半圆筒与排气管之间设有盐层；盐层中盐的表面设为黑色。

[0004] 地下水雾喷头由水管和设置在水管上的多个细小孔构成，在自来水的水压下，水

从多个细小孔高速喷出水柱，水柱撞击在地下风道的顶部，裂成水微粒，散发到空气中的水

微粒，形成水雾；沿地下风道的轴线上设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下水雾喷头；

所述反圆弧风檐突出于文丘里气槽上部。

[0005] 所述地下风道设置在地下，其横截面为矩形。

[0006] 所述碾砂车间通过漏尘地板的孔和反圆弧风檐的间隙与地下风道相通。

[0007] 所述弧形水箱底面设有多个微小孔，从微小孔渗出的水被第二吸尘湿布吸收。

[0008] 所述弧形水箱的水通过连接管道渗入到位于排气管下部与地下风道连接处的第

一吸尘湿布和吸尘板外的第三湿布中。

[0009] 所述地下风道中设置下水道，下水道与溢道相连，溢道通向外界；溢道中设置沉

井，沉井中设置浮力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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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浮力闸门为一矩形壳体。

[0011] 该装置的使用方法：一方面，由于外界气流流过弧形水箱的凸面时，流速加快，排

气口附近的压强降低，排气管下部压强高的气流流向上部，形成强上升气流，从排气口流向

外界；另一方面，排气管内的黑色的盐层吸收太阳光的热量，并将热量储存在盐层中和加热

排气管内的空气，被加热的空气向上，形成强上升气流，也从排气口流向外界；这样，上述两

股强上升气流，使外界的气流进入进风洞，该气流经过地下风道的文丘里气槽时，流速加

大，压强变小，而后通过反圆弧风檐时，流速进一步加大，压强更加变小，使得碾砂车间内的

含有粉尘的空气被吸引，穿过漏尘地板的孔和反圆弧风檐的间隙，进入地下风道，进而随同

流入地下风道中的气流一起形成混合气流朝排气管方向流动，该混合气流中的粉尘首先被

地下水雾喷头喷出的水雾罩住，使其朝下掉落的同时，未被水雾罩住的微量粉尘，随同混合

气流撞向排气管下部与地下风道的连接处的第一吸尘湿布和覆盖在吸尘板外的第三吸尘

湿布，被润湿的第一吸尘湿布和第三吸尘湿布粘住；此后，该混合气流在排气管内上升，而

后碰撞弧形水箱底面的第二吸尘湿布，当该混合气流中残余的粉尘被第二吸尘湿布粘住

后，成为洁净的空气从排气口流出。

[0012] 本发明的贡献在于：改变了现有技术的除尘设备需要消耗电力，且除尘设备存在

噪声污染的工作模式。本发明运用物理原理，使自然气流驱动粉尘附上水份进行重力除尘

和湿布除尘，最后将除尘后的洁净空气释放到外界空气中。

附图说明

[0013] 下面结合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除尘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图1中A部局部放大立体图。

[0016] 图3是图1中B-B剖面图。

[0017] 图4是图1中C-C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主要针对专利CN102000625A（干法碾砂除尘成套设备专用除尘装置及除尘

方法）的除尘装置及除尘方法作出了改进。本实施例可以是在保留该现有技术的水雾喷头

所产生的水雾罩，除去该专利技术方案中的其余除尘设置的情况下进行除尘；也可以是完

全除去该现有技术方案中的所有除尘设置的情况下进行除尘。

[0019] 实施例1、本发明的装置包括设有碾砂设备的碾砂车间21，还包括进风洞1、吸尘系

统2、排气管3、弧形水箱27；吸尘系统由碾砂车间21、漏尘地板22、地下风道24组成，地下风

道中按顺序设置文丘里气槽33、反圆弧风檐23、地下水雾喷头25、第一吸尘湿布26；其中，碾

砂车间21的漏尘地板22上安装现有技术的碾砂设备29（圆锥制砂机、振动机构），碾砂车间

上部设有进风的空腔211。反圆弧风檐23突出于文丘里气槽33上部。反圆弧风檐23凸面朝

下，其边缘与漏尘地板22连接；所述反圆弧风檐23设有多条间隙231（见图2），其作用是含有

粉尘的空气可以从间隙231中流出。所述漏尘地板22中的孔221也是用来流出含有粉尘的空

气。碾砂车间21通过漏尘地板的孔221和反圆弧风檐的间隙231与地下风道24相通。所述地

下风道24设置在地下，其横截面为矩形，也可以是圆形。进风洞1一端位于地面，另一端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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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风道一端的文丘里气槽33连接；地下风道24另一端与排气管3下部连接，其连接处设置第

一吸尘湿布26；第一吸尘湿布26长度的一部分位于地下风道24，另一部分贴在排气管3的内

壁上。弧形水箱27凸面朝上，底部平面上设有第二吸尘湿布28；弧形水箱27底部设有多个微

小孔，从微小孔渗出的水被第二吸尘湿布28吸收；弧形水箱27与排气管3上部连接，两者的

连接处设有排气口31和连接管道34；排气管内还设有多块吸尘板35，吸尘板35外覆盖第三

吸尘湿布；弧形水箱27的水通过连接管道34渗入到位于排气管下部与地下风道连接处的第

一吸尘湿布26和吸尘板35外的第三湿布中；含有水份的第一吸尘湿布26、第二吸尘湿布28

和第三吸尘湿布用于粘住气流中的粉尘。

[0020] 所述排气管3为透明材料，排气管3的朝北的部分，设有透明材料制作的半圆筒5

（见图3），半圆筒5位于第一吸尘湿布26之上，半圆筒与排气管之间设有盐层6；盐层中盐的

表面设为黑色；

所述地下水雾喷头25和弧形水箱27的水源和水压为市售自来水的水源和水压。

[0021] 所述地下水雾喷头25可以是市售的水雾喷头。但由于地下风道24是矩形，最好采

用以下方式形成水雾（见图4）：在水管252上设置多个细小孔作为水雾喷头，在自来水的水

压下，水从多个细小孔高速喷出水柱254，水柱254撞击在地下风道24的顶部，裂成水微粒，

散发到空气中的水微粒，形成水雾251。采用这样的水雾喷头的好处是：沿地下风道24轴线

可设置一个以上地下水雾喷头25。当混合气流经过多道水雾后，混合气流中的绝大部份或

全部粉尘会落在地下风道24下部。该技术特征现有技术的水雾喷头所产生的水雾罩，也就

是设有多个细小孔的水管代替水雾喷头，在所述细小孔的上方增设一块使得从多个细小孔

高速喷出的水撞击成水微粒的硬质板块（未画出）。

[0022] 地下风道24中可以设置下水道253和溢道92（见图1和图4），水雾喷头25喷出的水

流入下水道253，然后从溢道92流到外界。

[0023] 为防止外界的空气从溢道92进入，干扰地下风道24和排气管3中的气流流向，可以

在溢道92中设置沉井91，并在沉井91中设置浮力闸门93（见图1）。浮力闸门93为一矩形壳

体，可在水中浮起。当下水道253中的水流入沉井91中，浮力闸门93在水中浮起，而多余的水

从沉井91中溢出，进而从溢道92流到外界。外界的气流则被挡在浮力闸门93之外。

[0024] 该装置的使用方法：由于外界气流流过弧形水箱27的凸面时，流速加快，排气口31

附近的压强降低，排气管3下部压强高的气流流向上部，形成强上升气流，从排气口31流向

外界；另一方面，排气管3内的黑色的盐层6吸收太阳光的热量，并将热量储存在盐层中和加

热排气管3内的空气，被加热的空气向上，形成强上升气流，也从排气口31流向外界（盐具有

储存热量特性，在夜间，盐释放储存的热量，加热排气管内的空气）；这样，上述两股强上升

气流，使外界的气流进入进风洞1，该气流经过地下风道的文丘里气槽33时，流速加大，压强

变小，而后通过反圆弧风檐23时，流速进一步加大，压强更加变小，使得碾砂车间21内的含

有粉尘的空气被吸引，穿过漏尘地板的孔221和反圆弧风檐的间隙231，进入地下风道24（为

了补充流失的空气，外界的空气从碾砂车间21的空腔211进入），进而随同流入地下风道24

中的气流一起形成混合气流朝排气管3方向流动，该混合气流中的粉尘首先被地下水雾喷

头25喷出的水雾251罩住，使其朝下掉落的同时，未被水雾罩住的微量粉尘，随同混合气流

撞向排气管3下部与地下风道24的连接处的第一吸尘湿布26和覆盖在吸尘板35外的第三吸

尘湿布，被润湿的第一吸尘湿布26和第三吸尘湿布粘住；此后，该混合气流在排气管3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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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而后碰撞弧形水箱底面的第二吸尘湿布28，当该混合气流中残余的粉尘被第二吸尘湿

布28粘住后，成为洁净的空气从排气口31流出。

[0025] 当排气管3的内壁上的第一吸尘湿布26、覆盖在吸尘板35外的第三湿布和弧形水

箱27的底面的第二吸尘湿布28上粘住的粉尘积累到一定重量，其重量超过粘着力后，会自

动脱离吸尘湿布，掉入地下风道24的底部。当地下风道24底部的粉尘积累到一定程度，工作

人员入内清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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