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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

除尘装置，涉及环保机械技术领域，解决了不能

彻底清洁粉尘的问题，其包括箱体及位于箱体顶

部的烟气管道，所述箱体内设有水箱，所述水箱

内设有清洗液，所述烟气管道下部口部伸入在清

洗液中，所述水箱内设有沿其高度方向滑移设置

的承接框，所述烟气管道口部与所述承接框同步

滑移设置，所述承接框周边与所述水箱相互抵接

设置，所述承接框中间设有滤网；通过承接框沿

竖直方向的滑移，当需要对内部进行清洁时，通

过承接框向上滑移将滤网滑出底部的水箱，从而

方便了对滤网上的粉尘的清洁，且通过滤网的阻

隔，使得能够将所有的粉尘进行完整的清洁，避

免部分粉尘堆积在水箱的内部，造成清洁不便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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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包括箱体(1)及位于箱体(1)顶部的烟气管道(2)，

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内设有水箱(3)，所述水箱(3)内设有清洗液，所述烟气管道(2)下

部口部伸入在清洗液中，所述水箱(3)内设有沿其高度方向滑移设置的承接框(31)，所述烟

气管道(2)口部与所述承接框(31)同步滑移设置，所述承接框(31)周边与所述水箱(3)相互

抵接设置，所述承接框(31)中间设有滤网(3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管道

(2)为波纹管，所述烟气管道(2)口部设有与所述滤网(311)连接的吊绳(2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3)

侧壁设有若干竖直设置的滑槽(32)，所述承接框(31)侧壁上设有与所述滑槽(32)相互匹配

的滑块(321)，所述水箱(3)上设有控制所述滑块(321)沿竖直方向滑移设置的控制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制装置

包括位于所述滑槽(32)内且竖直设置的双轴往复丝杆(33)，所述双轴往复丝杆(33)穿过所

述滑块(321)并转动设置在滑槽(32)底部设置，所述水箱(3)顶部设有驱动所述双轴往复丝

杆(33)转动的驱动电机(33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接框

(31)倾斜设置，所述承接框(31)最低点处未设置滑槽(32)，所述箱体(1)一侧位于所述承接

框(31)最低点一侧设有收集箱(6)。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箱体(1)

上位于所述承接框(31)最低一侧向外延伸设有延伸板(11)，且所述延伸板(11)向承接框

(31)最低点一侧的中间位置凹陷设置，所述收集箱（6）位于所述延伸板(11)的下方。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箱(3)

为方形设置，且所述承接框(31)最低点一侧位于所述水箱(3)其中一侧侧壁上，所述承接框

(31)上设有沿所述承接框(31)倾斜方向滑移设置的刮板(34)，所述刮板(34)与所述承接框

(31)上滤网(311)相互抵接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接框

(31)内设有若干相互连接设置的骨架(312)，所述骨架(312)承接所述滤网(311)设置。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08911657 U

2



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尤其涉及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

尘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工业粉尘状况趋向于粉尘的化学成分、粉尘的颗

粒度和粉尘的浓度更加严重地危害人体健康。

[0003] 因此授权公告号为CN205235660U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

装置，其包括箱体、支架、烟气管道，所述箱体四周设有若干支架，箱体下部设有泥斗，所述

箱体内部设有清洗液，所述箱体侧壁上设有注液口；所述箱体上部设有烟气管道，烟气管道

下部口部伸入清洗液中；所述箱体内部设有旋风除雾器，所述旋风除雾器上部设有出风口；

所述泥斗底部一侧设有刮泥机，所述刮泥机通过传送带连接若干刮泥板，所述刮泥机一侧

设有收集箱。

[0004] 上述技术方案所披露的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通过烟气通道将空气

中的废气吸入到清洗液中，并通过粉尘的沉淀，使得粉尘堆积在泥斗底部，并通过刮泥机将

粉尘刮除至收集箱中，实现烟气中粉尘有效治理，防止大气污染。但是，上述技术方案在使

用过程中，由于粉尘粒子浮力不同，部分粉尘粒子会浮在清洗液内，造成清洁不彻底的情况

出现。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其具有能够保证对

粉尘进行完全清洁的特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包括箱体及位于箱体顶部的烟气管道，所述箱

体内设有水箱，所述水箱内设有清洗液，所述烟气管道下部口部伸入在清洗液中，所述水箱

内设有沿其高度方向滑移设置的承接框，所述烟气管道口部与所述承接框同步滑移设置，

所述承接框周边与所述水箱相互抵接设置，所述承接框中间设有滤网。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过程中，通过滤网对烟气管道中的粉尘进行承接，并

通过承接框沿竖直方向的滑移，使得当需要对内部进行清洁时，通过承接框向上滑移将滤

网滑出底部的水箱，从而方便了对滤网上的粉尘的清洁，且通过滤网的阻隔，使得能够将所

有的粉尘进行完整的清洁，避免部分粉尘堆积在水箱的内部，造成清洁不便的情况。

[0009] 优选的，所述烟气管道为波纹管，所述烟气管道口部设有与所述滤网连接的吊绳。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滤网上的粉尘进行清洁时，需要将位于清洁液内的

烟气管道的口部向上滑移避免其对滤网的滑移造成阻隔，通过制造成波纹管的烟气管道，

使得当承接框向上滑移时，通过滤网对烟气管道口部施加向上的压力，使其同步向上滑移；

通过吊绳的设置，滤网向下滑移时，会带动烟气管道的口部同时向下滑移，从而实现了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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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口部与承接框同步滑移设置。

[0011] 优选的，所述水箱侧壁设有若干竖直设置的滑槽，所述承接框侧壁上设有与所述

滑槽相互匹配的滑块，所述水箱上设有控制所述滑块沿竖直方向滑移设置的控制装置。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滑槽与滑块之间的相互配合滑移，使得在进行滑移

过程中，承接框能够保持其滑移方向，并通过控制装置实现对滑块的控控制实现了对承接

框竖直方向上位置的控制。

[0013] 优选的，所述控制装置包括位于所述滑槽内且竖直设置的双轴往复丝杆，所述双

轴往复丝杆穿过所述滑块并转动设置在滑槽底部设置，所述水箱顶部设有驱动所述双轴往

复丝杆转动的驱动电机。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驱动电机对双轴往复丝杆进行转动控制，从而使得

位于双轴往复丝杆上的滑块能够沿竖直方向往复进行运动，从而实现了对滑块竖直方向上

位置的控制，且通过双轴往复丝杆的转动，使得滑块能够在竖直方向上进行往复的运动，方

便了对承接框竖直方向上位置的控制。

[0015] 优选的，所述承接框倾斜设置，所述承接框最低点处未设置滑槽，所述箱体一侧位

于所述承接框最低点一侧设有收集箱。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承接框向上滑移后，需要将承接框内滤网上的粉尘进

行清除，通过承接框的倾斜设置，当承接框滑移到最高点时，位于滤网上的粉尘会在自身重

力作用下向承接框的最低点滑移，从而方便了对粉尘的清洁。

[0017] 优选的，所述箱体上位于所述承接框最低一侧向外延伸设有延伸板，且所述延伸

板向承接框最低点一侧的中间位置凹陷设置，所述收集箱位于所述延伸板的下方。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延伸板的导向作用，保证了承接框上的粉尘能够流

动到延伸板下方的收集箱中。

[0019] 优选的，所述水箱为方形设置，且所述承接框最低点一侧位于所述水箱其中一侧

侧壁上，所述承接框上设有沿所述承接框倾斜方向滑移设置的刮板，所述刮板与所述承接

框上滤网相互抵接设置。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刮板的设置将滤网上的粉尘进行刮除，从而避免了

滤网上有粉尘的残留。

[0021] 优选的，所述承接框内设有若干相互连接设置的骨架，所述骨架承接所述滤网设

置。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骨架对滤网进行承接，避免由于滤网自身的韧性导

致刮板与滤网不能相互抵接的情况。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4] 1、通过滤网对烟气管道中的粉尘进行承接，并通过承接框沿竖直方向的滑移，使

得当需要对内部进行清洁时，通过承接框向上滑移将滤网滑出底部的水箱，从而方便了对

滤网上的粉尘的清洁；

[0025] 2、通过收集箱的设置对滤网上的粉尘进行承接和收集，并通过刮板将滤网上的粉

尘进行刮除，保证了滤网表面的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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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的整体示意图；

[0027] 图2是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的截面示意图。

[0028] 图中，1、箱体；11、延伸板；2、烟气管道；21、吊绳；3、水箱；31、承接框；311、滤网；

312、骨架；32、滑槽；321、滑块；33、双轴往复丝杆；331、驱动电机；34、刮板；4、注液口；5、旋

风除雾器；6、收集箱。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一种环保高效工业粉尘除尘装置，如图1所示，包括箱体1及位于箱体1顶部的烟气

管道2，在箱体1一侧设有注液口4，箱体1内部还设有旋风除雾器5，这里，在箱体1内的下方

设有水箱3，水箱3内设有清洗液，本实施例中，烟气管道2下部口部伸入在清洗液中；这里，

如图2所示，在水箱3内设有沿其高度方向滑移设置的承接框31，且本实施例中，烟气管道2

口部与承接框31同步滑移设置，承接框31周边与水箱3相互抵接设置，承接框31中间设有滤

网311，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在承接框31内设有若干相互连接的骨架312，所述骨架312

位于所述滤网311的下方。这样，通过滤网311对烟气管道2中的粉尘进行承接，并通过承接

框31沿竖直方向的滑移，将滤网311滑出底部的水箱3，从而方便了对滤网311上的粉尘的清

洁，且通过滤网311的阻隔，使得能够将所有的粉尘进行完整的清洁。

[0031] 为了实现烟气管道2口部与承接框31的同步滑移，如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烟气管

道2为波纹管，且烟气管道2口部设有与滤网311连接的吊绳21。这样，滤网311向上滑移时，

通过滤网311对烟气管道2口部施加向上的压力，使其同步向上滑移；且通过吊绳21的设置，

滤网311向下滑移时，会带动烟气管道2的口部同步进行滑移。

[0032] 承接框31外周周壁与水箱3侧壁相互抵接设置，滑移过程中，要保持承接框31的滑

移方向，避免承接框31晃动导致承接框31侧壁与水箱3侧壁之间产生缝隙的情况出现，本实

施例中，如图2所示，在水箱3侧壁设有若干竖直设置的滑槽32，这里，承接框31侧壁上设有

与滑槽32相互匹配的滑块321，水箱3上设有控制滑块321沿竖直方向滑移设置的控制装置；

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控制装置包括位于滑槽32内竖直设置的双轴往复丝杆33，且这里，

双轴往复丝杆33穿过滑块321并转动设置在滑槽32底部设置，本实施例中，为了实现双轴往

复丝杆33的转动，如图2所示，在水箱3顶部设有驱动双轴往复丝杆33转动的驱动电机331。

这样，通过滑槽32与滑块321之间的相互配合，保证了承接框31的滑移方向，且通过驱动电

机331实现对双轴往复丝杆33转动的控制，保证了从而实现了对滑块321竖直方向上位置的

控制，且通过双轴往复丝杆33的转动，使得滑块321能够在竖直方向上进行往复的运动，方

便了对承接框31竖直方向上位置的控制

[0033] 为了方便对承接框31上的承接框31倾斜设置，承接框31最低点处未设置滑槽32，

箱体1一侧位于承接框31最低点一侧设有收集箱6；且本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水箱3为方形

的水箱3，且这里，如图1所示，承接框31最低点一侧位于水箱3其中一侧侧壁，水箱3上位于

承接框31最低点一侧向外延伸设有延伸板11，且延伸板11向最低点一侧的中间位置凹陷设

置，这里，收集箱6位于延伸板11远离水箱3一侧的下方。这样，通过倾斜设置的承接框31，位

于承接框31内滤网311上的粉尘会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向承接框31的最低点滑移，从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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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粉尘的清洁；且通过延伸板11的设置对粉尘的滑移进行导向使其能够落入到延伸板11

下方的收集箱6中。

[0034] 本实施例中，为了保证将滤网311上的粉尘进行刮除，如图2所示，在承接框31上设

有沿承接框31倾斜方向滑移设置的刮板34，且刮板34与承接框31上滤网311相互抵接设置。

这样，通过刮板34对粉尘进行刮除，保证了清洁能够更加彻底。

[003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本领

域技术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

只要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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